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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環禧利街2號東寧大廈17樓1702室
2815 7838   
http://prestige.tungwahcsd.org
prestige@tungwah.org.hk

地     址
電     話
網     址
電     郵 柏悅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

「YO! Life好生活電子消費購物節
」

「YO! Life好生活電子消費購物節
」

如對上述服務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815 7838與柏悅職員聯絡。

檢測地點：柏悅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 (上環禧利街2號東寧大廈17樓1702室)

檢測費用：每位港幣50元正 (如申請人為柏悅之友，可享港幣30元正的會員優惠價)

檢測日期：每月一次 (有興趣參加之社區人士請先致電柏悅向職員預約登記)

柏悅於2018年4月6日下
午舉行參觀活動，帶領31

位柏悅之友及

其家屬到九龍塘創新中心出
席「YO!Life好生活電子消

費購物節」，

讓他們學習及體驗如何使用
電子產品消費，並參與有關

食物安全與中

醫治療的講座，從而增進他
們於日常生活及保健方面的

知識。

近年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人數不斷攀升，並且有年輕化的趨勢，

有見及此，柏悅於本年度推出認知障礙症初期檢測服務，如社區人

士懷疑自己患上認知障礙症，可致電柏悅熱線2815 7838向職員提

出檢測服務申請。柏悅的專業社工除了為參加者提供認知評估及分

析服務外，亦會介紹相關的認知障礙症資訊與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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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是東華三院的一項新計劃，為新界東21歲或以上的

晚期病人提供家居寧養照顧服務，使他們在最熟悉的家中得到醫療、護理、心

靈和實務上的全人照顧。

電話：2663 4300或6790 0272 

傳真：2663 4120

電郵：eolhc@tungwah.org.hk  

為留在家居的晚期病患人士提供全面的居家寧養照顧服務，協助病

人有效地控制痛楚及各種徵狀，並在心理、社交、靈性及實務上給

予支援，提升晚期的生活質素，達至逝者善終，生者善別。

「安辭在家」服務內容包括：

・ 評估病人情況，制定照顧計劃；

・ 醫生到戶診症，控制痛楚及徵狀；

・ 護士探訪，進行專業護理；

・ 社工探訪，提供心理、社交和靈性支援；

・ 支援家屬照顧病人；

・ 家居支援：包括個人照顧、陪診、購物、送飯等等；

・ 在家善終支援；

・ 殯儀支援及哀傷輔導。

為留在家居的晚期病患人士提供全面的居家寧養照顧服務，協助病

人有效地控制痛楚及各種徵狀，並在心理、社交、靈性及實務上給

予支援，提升晚期的生活質素，達至逝者善終，生者善別。

「安辭在家」服務內容包括：

・ 評估病人情況，制定照顧計劃；

・ 醫生到戶診症，控制痛楚及徵狀；

・ 護士探訪，進行專業護理；

・ 社工探訪，提供心理、社交和靈性支援；

・ 支援家屬照顧病人；

・ 家居支援：包括個人照顧、陪診、購物、送飯等等；

・ 在家善終支援；

・ 殯儀支援及哀傷輔導。

「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安辭在家」寧養照顧服務

以下是麗珍與阿明(化名)的真實個案，希望透過個案讓大家更加認識我們的工作。

我與太太麗珍(化名)自少便相識，我們相愛、結婚，轉眼已經

30多年。麗珍她不幸患上癌症，去年病情再次復發，身心靈

承受著極大的衝擊，在朋友介紹之下認識到「安辭在家」的服

務。接受這服務的過程中，服務團隊一直陪伴著我和麗珍經歷

每一個難關，讓我們真實經歷到病人和家屬縱使在痛苦之中，

原來仍然可以得著安慰。

服務
宗旨

服務
地區

服務
對象

服務
收費

申請
手續

聯絡
方法全免

21歲或以上晚期病人及其家屬

(病人須為香港居民)

新界東

(大埔、粉嶺、上水、沙田、大圍、馬鞍山)

・ 由醫護人員或社工轉介; 或

・ 病人或親友直接致電本服務查詢及申請

很記得那一天，醫生告訴太太，她的病情不斷惡化，癌細胞已擴散到身體不同的地

方！面對這個噩耗，麗珍當時感到極度痛苦，同時亦不知道該如何讓我知道這個消

息。在東華三院「安辭在家」幫忙下，團隊社工即時作出支援，讓我們二人能夠坦誠

互對。那一次的傾談很深刻，我握實太太的手，承諾會共同面對，互相承擔對方的痛

苦。麗珍當時很感動，我們無言相擁，真的是勝過千言萬語！

重建親密關係

痛苦中的安慰 – 丈夫阿明

全隊服務、照顧需要

我們知道要將這沉重的消息告知身邊最重要的家人，其

中麗珍感到最難面對的，就是要將病情告知年長的媽

媽。她既擔心自己時日不多，亦怕媽媽承受不了及憂

傷。麗珍當時百感交雜，亦不知可以做些甚麼。服務團

隊得悉後，同樣為「揭示壞消息」作出各方面的準備，

希望在麗珍進一步衰弱之前，讓家人有準備之下與麗珍

見面，坦誠溝通，把握珍貴的時光，互相道謝、道愛、

道歉和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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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噩耗、愛中相扶

我與太太麗珍(化名)自少便相識，我們相愛、結婚，轉眼已經

30多年。麗珍不幸患上癌症，去年病情再次復發，身心靈承

受著極大的衝擊，在朋友介紹之下認識到「安辭在家」服務。

接受這服務的過程中，服務團隊一直陪伴著我和麗珍經歷每一

個難關，讓我們在痛苦之中，得到安慰。

在患病的過程中，太太的身體不斷受到衝擊，短短數個月，身體已經出現大大小小的徵狀和

變化。對於這些變化，我們感到十分擔心及無助。而「安辭在家」的醫護人員逐一向我和麗

珍講解病況的變化、藥物和治療可能引起的反應等等，讓我們有充足的掌握和心理準備。太

太希望最後的日子能夠在家中休息，不希望長時間留在醫院裡，團隊當時就改裝家居及添置

醫療設備上給予我們很多建議，最後更借出醫療床給太太使用。面對麗珍的病患，作為照顧

者，我當時身心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幸好得到團隊的明白，並提供實際和適時的支援，幫我

舒解了不少困難，很感謝「安辭在家」的服務人員。

在患病的過程中，太太的身體不斷受到衝擊，短短數個月，身體已經出現大大小小的徵狀和

變化。對於這些變化，我們感到十分擔心及無助。而「安辭在家」的醫護人員逐一向我和麗

珍講解病況的變化、藥物和治療可能引起的反應等等，讓我們有充足的掌握和心理準備。太

太希望最後的日子能夠在家中休息，不希望長時間留在醫院裡，團隊當時就改裝家居及添置

醫療設備上給予我們很多建議，最後更借出醫療床給太太使用。面對麗珍的病患，作為照顧

者，我當時身心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幸好得到團隊的明白，並提供實際和適時的支援，幫我

舒解了不少困難，很感謝「安辭在家」的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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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鼓勵沒有子女的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為自己的身後事

作出妥善安排，並於長者逝世後，按其生前意願辦理後事，讓

他們可以「老而善終」。

‧ 年滿55歲或以上；

‧ 沒有子女的獨居長者或兩老家庭；及

‧ 沒有親屬提供身故後支援的長者。

1. 後事籌劃及執行服務

(I) 後事籌劃服務

‧ 註冊社工與長者訂立「自在無憂紙」及

 「善壽意願書」等文件，落實後事意願。

(II) 後事執行服務

‧ 註冊社工按會員生前意願執行其後事；

‧ 殮葬事宜於東華三院轄下之殯儀館辦理；

‧ 職員按會員生前意願定期拜祭會員。

2. 社區支援服務

‧ 定期電話慰問；

‧ 恆常聚會、職員及義工探訪；

‧ 按會員意願，安排參與身故會員的喪禮。

電話：2657 7899      傳真：2657 9300
電郵：ecs-lifex@tungwah.org.hk
網頁：http://ecs.tungwahcsd.org/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3樓319至321室

電話：2657 7899
傳真：2657 9300
電郵：once@tungwah.org.hk
網頁：http://once.tungwahcsd.org/

服務費用 不設任何行政費或手續費，只須預繳後事費用。

(註：如社會福利署之殮葬津貼足以支付後事預算所列之費用，領有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會員則無須預繳後事費用)

服務費用 不設任何行政費或手續費，只須預繳後事費用。

(註：如社會福利署之殮葬津貼足以支付後事預算所列之費用，領有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會員則無須預繳後事費用)

以 社會企業模式營運，注入社會服務的關心、貼心及

誠心三大元素，積極推廣「後事我話事」的理念。

我們相信縱然人沒法選擇死亡的時間，卻可選擇自己獨

一無二的告別儀式。ONCE為顧客提供一站式的殯儀籌

劃服務，讓他們擁有一個度身訂造的人生畢業禮。

「壽衣時裝店」

ONCE提供不同的壽衣選擇，讓你就自己的預算

拼湊出配合自己個性、風格的禮服，圓滿地走最

後一程。同時提供以光鮮的色調及輕型的設計製

作的「男女雲裳」，漂亮之餘亦為環保殯葬出一

分力；以及「生命悅裳」壽衣訂造服務，我們會

與你一同回顧生命並將想法交由設計師構思及製

作，為你創造獨一無二的「人生畢業禮」禮服。

a.寄語鳥吉儀封

 精心設計的吉儀封拆開後可變成一封信，讓你 

 抒發情感，再摺成「寄語鳥」送給親友。

b.「相」念簽名冊

 於封面放上逝者的相片或於內頁以文字或圖畫 

 懷念逝者，永遠保存思念。

c.碌柚葉手工皂

 讓碌柚葉手工皂洗去親人離去帶來的悲傷或生  

 活中的不快，緩和心情，抖擻精神重新邁步。  

 成份含平安粉，可寧神助眠、緩和緊張。

d.慰問卡

 讓你填滿祝福及心意，送給需要你支持的人。

「摯愛懷思」接待處
由ONCE提供的葬禮接待處佈置服務，包括

「寄語鳥」吉儀封及「相」念簽名冊。

後事工作坊
ONCE亦不定期舉辦後事工作坊，例如

"做香"及"紙紮"，希望大家透過活動從

死看生，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殯儀用品

除了殯儀籌劃服務外，承先啟後，以傳承中國

禮儀為己任，突破固有框架，設計出一系列創

新而不失傳統意義的殯儀用品。

*產品亦於尖沙咀 The ONE 7樓ID Gallery發售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服務流程服務流程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查詢查詢
OnceFuneral.Service

twghlifex

按會員生前意願

執行其後事

正式成為會員，

享用社區支援服務

個案
終結

與申請人計劃及

落實後事安排
進行面談評估

自行申請或

機構轉介

雲尚禮儀

會員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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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於2018年2月推出為期三年的「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

劃」(下稱「試驗計劃」)，支援剛離開公立醫院並需要過渡期護理及支援的長者，為他們提

供合共為期不超過六個月的過渡期院舍住宿照顧及／或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受 惠長者資格：

・年滿60歲或以上

・因病況暫時失去自理能力，經醫院管理局的

醫護人員評估為有過渡期護理及支援需要(即

出院後需要臨時院舍住宿照顧及／或社區照顧

及支援服務)，但未能受惠於現行的「離院長

者綜合支援計劃」。

如對上述計劃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 2815 7838

與柏悅職員聯絡。

東華三院共有三個安老服務單位參與此「試驗計劃」，相關資料如下：

單位名稱

東華三院梁顯利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何東安老院－社區長者天地

東華三院智德家居照顧服務

電話

2651 5500

2351 3140

2466 8299

地址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3樓F09－F15號鋪

九龍鑽石山富山邨富仁樓2樓

新界火炭31－35號山尾街

華樂工業中心F座12樓43室

東華三院共有三個安老服務單位參與此「試驗計劃」，相關資料如下：

關愛基金
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

關愛基金
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符合以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入息及資產限額的長者，可以獲發最早由2017年

5月1日起計算的一筆過款項。

另符合以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入息及資產限額的長者，則可以獲發最早由

2018年2月1日起計算的一筆過款項。

每月總入息

資產總值

津貼金額

$3,435

夫婦

$12,620

$218,000

單身人士

$7,750

$144,000

每月總入息

資產總值

津貼金額

$3,485

夫婦

$12,770

$221,000

單身人士

$7,820

$146,000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網頁

(如有疑問，可致電社會福利署或柏悅熱線：2815 7838向職員查詢)

社會福利署於2018年6月1日推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向較有經濟需要並符

合資格的長者提供每月金額較高的津貼，並追溯至2017年5月1日生效。為

了讓合資格的長者能盡早領取津貼，社會福利署於2018年4月起分三個階

段，分別為「自動轉換」、「郵遞提交申請」及「新申請」，安排長者透過不

同的程序申領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注意事項：

上述安排只適用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自動轉換」個案或社會福利署在
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接獲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申請（包括「郵遞提交
申請」及「新申請」）。在2019年1月1日或之後接獲的申請，合資格的長
者只能領取由合格日期起計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一筆過款項的追溯期將根據申請人遞交申請時的每月總入息及資產總值而定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網頁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