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專輯

東華三院安老服務東華三院安老服務
全面關顧長者需要全面關顧長者需要創 元多新

隨著本港人口愈趨高齡，長者服務的需求更趨多元化，有見及此，東華三院安老服務
部繼續投放資源，推動各類型長者服務的發展，包括資助及自費長者服務、社區照顧及
院舍服務、體弱及年輕長者服務、以及認知障礙症長者服務等。同時積極開拓創新科技
產品與服務項目，回應社會上不同長者的需要，提升長者生活質素，為其達致安享富尊
嚴及愉快的晚年，以配合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優質照顧，全人發展」 的服務宗旨。

東華三院安達長者鄰舍中心於2017年3月31日投入服務，為
居於觀塘安達邨及安泰邨附近長者和護老者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該中心是東華三院屬下第6間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推動 「SHARE」 生活模式，以運動（Sport）、健康

（Health）、藝術（Art）、人際關係（Relationship）、環境
（Environment）為服務主題，讓長者體驗身心康健的生活。

▲多用途活動室

▲長者藝術作品

安達長者鄰舍中心安達長者鄰舍中心

查詢：2811 0055

位於沙田石門的 「東華三院賽馬會耆青藝坊」 （下稱耆青藝
坊）以 「長幼共融」 及 「藝術」 為理念，以非標籤化及富趣味
的藝術活動為介入手法，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提供訓練
和支援；並鼓勵青少年、護老者及認知障礙症患者一同參與藝
術創作，加強彼此的溝通及了解，藉藝術創作促進長幼共融，
提升長者及護老者的生活質素，共建和諧社區。
耆青藝坊服務內容包括藝術工作坊／小組、義工訓練及服

務；另會為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個
案服務，按個案需要設計治療小組。
此外，耆青藝坊會在社區推廣長
幼共融藝術活動、教育講
座、藝術展覽，以及定期舉
辦與藝術相關的專業培
訓，與業界分享長幼共融
藝術的經驗及介入模式。

▲到學校推廣長幼共融藝術活動

賽馬會耆青藝坊賽馬會耆青藝坊

查詢：3596 7808▲定期舉辦藝術工作坊及義工訓練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
顧者舉辦治療小組

東華三院賽
馬會朗愉居已
於2016年6月
正 式 投 入 服
務，院舍位於
黃竹坑南朗山
道29號，東華
三院松朗安老
綜合中心3至6
樓，是一所非牟利自費安老院舍，並提供243個
非資助宿位。
院舍以 「藝術院舍 活力復康」 為服務宗旨，

致力為院友提供多元化的藝術活動，發展他們不
同範疇的藝術潛能；復康方面，透過物理治療師
及職業治療師專業的評估及活動設計，再配合先
進科技器材，讓院友在復康路上更添樂趣。

▲東華三院賽馬會朗愉
居位於東華三院松朗安
老綜合中心3至6樓

▲院舍環境清優怡
人，加上家具佈置
及擺設，致力締造
和諧家居感覺。

▲每逢節日，院舍都會舉行大型
慶祝活動，讓院友在家人及職員
的陪同下歡度佳節。

賽馬會朗愉居賽馬會朗愉居

▲日間中心提供不同
類型的藝術活動，讓
會員發揮所長，享受
藝術的樂趣。

▶接載服務讓會員安
全及舒適地往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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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賽馬會朗愉日間中心是東華三院轄下之自
負盈虧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於2016年12月投入服務，
提供20個非資助日間護理名額。中心專為認知障礙
症長者、有復康治療需要長者及家屬提供服務及支援。
中心亦引入藝術治療的概念，鼓勵長者透過藝術創作
抒發個人感受，並在表達及發掘潛能的過程中，認識
自己，從而得到治療的功效。
此外，為回應社會需要，中心更特設短期日間照顧

服務及延展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家人提供適切的
服務與支援，紓緩照顧者的壓力，達到 「持續照顧」
及 「居家安老」 的理念，協助長者繼續於社區安老。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2016年10月起推行
第二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服務
遍及全港18區。東華三院共有12個安老服務
單位獲社署甄選為 「認可服務提供者」 ，當中
7個提供混合模式服務的單位，分別位於東區、
觀塘、九龍城、深水埗、沙田及大埔區；3個
提供日間中心服務的單位，分別位於黃大仙及
屯門區；餘下2個提供家居照顧服務的單位，
則分別為於九龍城及大埔區。

多元化服務組合可供選擇
東華三院各認可服務提供者均備有不同價值

的服務組合（8,830、7,500、6,680、5,340及
3,700元）供服務券持有人按照個人需要選擇，
服務券持有人亦可額外購買本院單位服務組合
以外的其他增值服務。

服務亮點
各認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組合，除

了日間中心服務、家居照顧服務、各類型的
興趣小組、物理及職業治療服務外，部分單
位更提供一套專為機能退化長者而設的 「心
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 ，以改善長者的身體
機能與認知能力，同時能穩定長者情緒。
此外，中醫服務、營養師服務、足療服務

及藥劑師服務等亦是可供服務券持有人額外
選購的增值服務，各服務券持有人在選擇服
務提供者時，可直接向單位查詢有關服務詳
細資料及磋商服務內容，亦歡迎致電柏悅長
者優質照顧服務站查詢或到瀏覽柏悅網頁
（http://prestige.tungwahcsd.org）。

▼物理治療服務

◀心身機能活
性運動療法

▲單位提供車輛護送及接載服務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第二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第二階段）

多元化安老服務多元化安老服務

查詢：2292 3456

善用創新科技及音樂 改善長者認知障礙善用創新科技及音樂 改善長者認知障礙

為加強拓展創新服務以配合不斷變
化的社區長者服務需求，東華三院柏
悅長者優質照顧服務站於2017年推
出全港首隊以高科技智能機械海豹為
媒介的外展服務隊，並設立 「智能海
豹智友趣探訪服務」 ，以心理社交理
論為基礎，由專業社工及職業治療師
設計活動，透過音樂、形象設計及歡
樂派對等不同介入方式，讓智能海豹
與長者一同進行各式各樣的集體活動，
建立友伴關係，從而提高長者與他人
溝通的動機及快樂指數，改善長者於
心理及社交方面的能力。
除了本院的長者服務單位，服務現

已拓展至其他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
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院舍。
過去一年，全港共有32個長者服務單
位，逾700名長者參與 「智能海豹智
友趣探訪服務」 。服務能有效帶動長
者溝通，促進他們的社交能力和正面
情緒，一些以往表現沉默及反應較少
的長者，於活動中也能展現主動積極
的一面。由於成效顯著，服務推出至
今，備受業界的歡迎及好評。

▼東華三院柏悅長者優質照顧
服務站的專業社工，帶同智能
海豹探訪長者，建立友伴關係。

智能寵物智能寵物
智能海豹智友趣探訪服務智能海豹智友趣探訪服務

◀公眾人士於科技
博覽會中了解防遊
走背心的功能

防遊走安全系統防遊走安全系統
防遊走背心防遊走背心

▲東華三院智友趣海豹隊

新服務巡禮

現時社會上約有40%的人口為50至65歲的人士，
他們很多擁有豐富學識及專業技能，並願意為社會服
務。有見及此，本院著意發展年輕長者服務，以推動
躍動晚年及銳意轉化長者群成為社會資本，將於2017
年12月1日正式在港島東區成立東華三院首間專為
「年輕長者」 而設的服務中心，透過多元化、具自我
挑戰性及緊貼潮流的活動，協助年輕長者繼續發展潛
能，從而提升自我並貢獻專長，回饋社會。

服務目標
．鼓勵年輕長者持續發揮個人專業及技能，服務社
群

．推動年輕長者終身學習，自我增值
．發展個人潛能與興趣，享受豐盛退休生活
．建立年輕長者的正面及活力形象
服務內容
．挑戰自我、新穎及緊貼潮流活動
．持續發展性學習班組
．專業音樂發展訓練活動（例如A Cappella無伴
奏合唱樂隊、小結他及木箱鼓等）

． 「音樂之旅」 體驗及表演工作坊
．義工專業培訓，以服務社區的弱勢社群及有需要
長者（例如輕度認知障礙患者）

．藝術訓練及自家品牌手作物品
．音樂及其他活動場地租借服務

設備
．專業表演舞台及音響設施
．認知障礙症訓練場境室
．多功能活動室
．咖啡及輕食閣
．會所休閒設施
服務對象
．全港50歲或以上人士 ▲浮潛與攀石屬年

輕長者挑戰自我的
活動

▲全港首隊無伴奏年輕長者
合唱組合 「Upbeat」 ，為少
數族裔提供服務，並透過音
樂向大眾傳遞正能量信息。

越齡越齡

查詢：2967 0170

◀多用途活動室適合舉辦不
同類型活動，休閒咖啡閣為
會員營造暢敍時光。

Sport

Health

Art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

推動恆常運動

實踐健康生活

培養藝術修養

建立人際網絡

建立友善社區

持續鍛煉身體，改善身心機能

增進健康知識，實踐健康生活

發揮藝術潛能，提升心理質素

促進社交生活，關心家人鄰里

攜手保護環境，協力建設社區

中心特色服務及設施
．開辦多元化的課程，發揮長者的潛能，達到 「終身學習」 ，著重
推廣健體及創意藝術活動，並在中小學開辦 「長者學苑」 。

．提供多元化的健康服務，讓長者實踐健康生活。中心設立長者社
區健康診所，每周護士到訪中心提供健康教育及管理服務。

．推動長者多元體藝發展，設立藝坊及健體坊
．提供創新服務模式如園藝治療、音樂治療、藝術治療、心身機能
活性運動療法

．推動環保及持續發展，設有魚菜共生系統、動能環保單車、園藝
閣、環保生態站

．全中心設有免費wifi，備有全方位數碼化設施

查詢：2815 7838

為確保長者在安老服務單位內的安全，避免
走失，東華三院黃祖棠社會服務大樓與LSCM
共同研發解決方案，藉長者穿上特別製造的背
心感應長者進出服務單位的情況。只需將無線
射頻識別（RFID）閱讀器安裝在主要出口位
置，當閱讀器偵測到穿著附有無源超高頻
（UHF） RFID標籤背心的長者通過時，系統
便會發出警號，同時將背心的識別號碼發送至
監測人員的電腦以作跟進。至於GPS全球定
位系統的使用，則可為外出長者提供防遊走監
控。
未來，東華三院會在轄下所有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使用備有RFID及GPS系統的防遊走背心，
進一步提高有遊走行為長者的生活安全。

查詢：2815 7838

音樂律動音樂律動
關顧認知障礙症長者關顧認知障礙症長者

東華三院安老服務部一直以
多元創新介入手法關顧認知障
礙症長者，早前與香港大學行
為健康教研中心合作，進行一
項 「以音樂律動應用於本地的
認知障礙症長者」 之研究，探
討以本土音樂為基礎的音樂律
動對改善認知障礙症長者症狀的成效。結果顯示，參與音
樂律動的長者在異常行為、易怒、躁動行為、情緒低落及
主觀情緒等方面均有改善。東華三院現正積極將小組服務
推展至旗下的安老服務單位，讓更多認知障礙症長者受惠。

此音樂律動介入模式更於 「5th
Asia Pacific Eldercare Innovation
Awards」 中 獲 選 成 為 「Best
Dementia Care Programme」 之
一，成績令人鼓舞。

▲長者及照顧者於發佈會
中分享參與小組的感受

◀ 「音樂律動小組」 獲選為 「Best
Dementia Care Programme」 之一

查詢：2815 7838

智能海豹探訪服務證實有
效提升長者的溝通動機及
快樂指數

柏悅查詢：2815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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