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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香港人口老化情況

計劃的主要目標

何謂「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何謂「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於2005年開展全球長者及年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於2005年開展全球長者及年
齡友善城市計劃。根據世衞的定義，長者及年齡友善齡友善城市計劃。根據世衞的定義，長者及年齡友善
城市致力推動積極樂頤年，讓長者可以保持健康、積城市致力推動積極樂頤年，讓長者可以保持健康、積
極參與並得到保障，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實際極參與並得到保障，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實際
上，一個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會因應長者不同的需要上，一個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會因應長者不同的需要
及能力，為他們提供包容、無障礙的環境和服務。長及能力，為他們提供包容、無障礙的環境和服務。長
者及年齡友善城市並非只是便利長者，而是友待不同者及年齡友善城市並非只是便利長者，而是友待不同
年齡的人士。年齡的人士。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建基於「長者及年齡友善城「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建基於「長者及年齡友善城
市」的概念。「齡活」包含靈活、積極的意思。馬會市」的概念。「齡活」包含靈活、積極的意思。馬會
希望透過計劃，提倡年齡友善文化，鼓勵大眾關注不希望透過計劃，提倡年齡友善文化，鼓勵大眾關注不
同年齡人士的需要，改寫對「年老」的固有觀念，並同年齡人士的需要，改寫對「年老」的固有觀念，並
與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建「齡活城市」，讓香港成為適與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建「齡活城市」，讓香港成為適
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

1.	1.	評估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在社區推動年齡友評估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在社區推動年齡友
善的風氣善的風氣

2.	2.	建立地區可以持續提升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的框架建立地區可以持續提升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的框架
3.	3.	推動「齡活」概念，加深公眾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推動「齡活」概念，加深公眾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的認識，並鼓勵社區參與，共同建構「齡活城市」的認識，並鼓勵社區參與，共同建構「齡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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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8大範疇

計劃四大元素
在2006年，世衞邀請來自22個國家、33個城市的代表在2006年，世衞邀請來自22個國家、33個城市的代表
參與一項聚焦小組研究項目，討論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參與一項聚焦小組研究項目，討論長者及年齡友善的
關注事項。世衞確認了在城市環境中，促進積極和健關注事項。世衞確認了在城市環境中，促進積極和健
康晚年的主要元素，當中涵蓋八個範疇：康晚年的主要元素，當中涵蓋八個範疇：

1.室外空間和建築

2.交通

乾淨、舒適及安全的綠化環境乾淨、舒適及安全的綠化環境
和休憩空間，以及完善和安全和休憩空間，以及完善和安全
的行人過路設施和建築，都是的行人過路設施和建築，都是
適合長者的生活環境適合長者的生活環境

便利、安全及可負擔的公便利、安全及可負擔的公
共交通工具方便市民獲得醫共交通工具方便市民獲得醫
療和社會服務，融入社區生療和社會服務，融入社區生
活，享受積極晚年活，享受積極晚年

1

3

2

4

香港長者生活關注指數	香港長者生活關注指數	
-按年制訂指數，以找-按年制訂指數，以找
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及推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及推
動相關項目的規劃	。	動相關項目的規劃	。	

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	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	
宣揚積極晚年，以及宣揚積極晚年，以及
長者及年齡友善的訊長者及年齡友善的訊
息。息。

全方位地區支援計劃全方位地區支援計劃
-於全港18區進行基線-於全港18區進行基線
研究、制定行動方案、研究、制定行動方案、
培訓齡活大使及推行地培訓齡活大使及推行地
區計劃	。		區計劃	。		

檢討	 -	 為計劃進行評檢討	 -	 為計劃進行評
估，匯集建立長者及估，匯集建立長者及
年齡友善城市的良好年齡友善城市的良好
經驗	。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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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屋

4.社會參與

6.公民參與和就業

5.尊重和社會包容

提供可負擔、設計合適、安提供可負擔、設計合適、安
全，並與社區和社會服務有良全，並與社區和社會服務有良
好連繫的房屋選擇，能夠讓長好連繫的房屋選擇，能夠讓長
者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者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
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

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社區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社區
活動，以切合長者的不同興活動，以切合長者的不同興
趣。長者參與休閒、社交、趣。長者參與休閒、社交、
文化、教育或心靈方面的活文化、教育或心靈方面的活
動，有助他們持續融入社區動，有助他們持續融入社區
生活生活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能夠為長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能夠為長
者提供足夠的就業和義務工作者提供足夠的就業和義務工作
的機會，並鼓勵他們參與公民的機會，並鼓勵他們參與公民
活動，令長者在退休後仍能繼活動，令長者在退休後仍能繼
續貢獻社會續貢獻社會

尊重和社會包容是指社會對長尊重和社會包容是指社會對長
者的態度和行為。一個包容的者的態度和行為。一個包容的
社會是會肯定和尊重長者，並社會是會肯定和尊重長者，並
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公民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公民
和經濟活動和經濟活動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8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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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簡稱「家福會」）於1949年正式成香港家庭福利會（簡稱「家福會」）於1949年正式成
立，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我們立，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我們
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致力提供高質素的專業社會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致力提供高質素的專業社會
服務，為香港的家庭及大眾謀福祉，培育一個互相關顧服務，為香港的家庭及大眾謀福祉，培育一個互相關顧
的社會。的社會。

家福會介紹

要實踐這個使命

香港家庭福利會

我們我們認同家庭整全性及其照顧培育家庭成員的功能認同家庭整全性及其照顧培育家庭成員的功能

我們我們尊重個人的權利、尊嚴及潛質尊重個人的權利、尊嚴及潛質

我們我們堅守保密原則堅守保密原則

我們我們增強家庭及個人應變與面對挑戰的能力增強家庭及個人應變與面對挑戰的能力

我們我們採納綜合服務的模式，由一群優秀及熱心的員採納綜合服務的模式，由一群優秀及熱心的員

工，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工，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

我們我們著重員工培訓及研究，以提高服務成效著重員工培訓及研究，以提高服務成效

我們我們推展各類先導服務，以配合香港社會的需要推展各類先導服務，以配合香港社會的需要

我們我們致力倡議訂立一個完善的家庭政策致力倡議訂立一個完善的家庭政策

7.信息交流

8.社區與健康服務

透過適時、便利及可負擔的渠透過適時、便利及可負擔的渠
道，適當地向長者發佈資訊，道，適當地向長者發佈資訊，
有助避免長者被社會孤立有助避免長者被社會孤立

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負擔的醫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負擔的醫
療和支援服務，對長者維持健療和支援服務，對長者維持健
康、獨立和積極的生活尤其重要康、獨立和積極的生活尤其重要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8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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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居安全評估及指導，提高長者和家屬對家居透過家居安全評估及指導，提高長者和家屬對家居
安全的意識安全的意識

招募義工成為「齡活大使」，協助長者建立安全及招募義工成為「齡活大使」，協助長者建立安全及
友善家居環境友善家居環境

透過免費家居環境改善措施/樂齡或無障礙產品，提透過免費家居環境改善措施/樂齡或無障礙產品，提
昇長者家居安全及友善程度昇長者家居安全及友善程度

家添友善
長者住屋環境改善計劃 計劃目的

隨著長者年紀愈大，其身體退化情況亦愈見顯著。不隨著長者年紀愈大，其身體退化情況亦愈見顯著。不
少長者家中存在不安全的因素，導致他們容易在家中少長者家中存在不安全的因素，導致他們容易在家中
發生意外。通過改裝家居或添置有需要的設備，可提發生意外。通過改裝家居或添置有需要的設備，可提
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並確保其安全。本計劃積極推動社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並確保其安全。本計劃積極推動社
區上的信息交流，鼓勵市民多關顧家中及鄰近長者的區上的信息交流，鼓勵市民多關顧家中及鄰近長者的
居家安全，並招募義工鼓勵社會及公民一起參與，向居家安全，並招募義工鼓勵社會及公民一起參與，向
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免費的家居環境改善措施，致力協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免費的家居環境改善措施，致力協
助長者建立合適及安全的房屋環境，讓長者可居家安助長者建立合適及安全的房屋環境，讓長者可居家安
老，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老，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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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共招募了四十七名義工成為「齡活大使」，於計劃共招募了四十七名義工成為「齡活大使」，於
正式上門探訪前進行訓練，職業治療師介紹家居安正式上門探訪前進行訓練，職業治療師介紹家居安
全訊息及輔助設備及工具，並由社工介紹與長者溝全訊息及輔助設備及工具，並由社工介紹與長者溝
通的技巧及長者居家安老的需要，推動跨代了解及通的技巧及長者居家安老的需要，推動跨代了解及
合作。其後「齡活大使」在2021年四月至八月於九合作。其後「齡活大使」在2021年四月至八月於九
龍城區，將軍澳區以及離島區進行上門探訪服務，龍城區，將軍澳區以及離島區進行上門探訪服務，
主要探訪獨居以及居住環境比較惡劣之長者，例如主要探訪獨居以及居住環境比較惡劣之長者，例如
居住於唐樓、劏房等。「齡活大使」於上門探訪期居住於唐樓、劏房等。「齡活大使」於上門探訪期
間除了會協助社工及工作人員去評估長者家居之環間除了會協助社工及工作人員去評估長者家居之環
境外，亦會透過溝通了解長者的背景與人生經驗，境外，亦會透過溝通了解長者的背景與人生經驗，
從而更加接納及欣賞長者。從而更加接納及欣賞長者。

計劃內容

齡活大使訓練及服務

計劃總服務 : 200名

總招募義工人數 : 47名 

義工探訪 : 127次

職業治療師上門服務 : 99次

獲撥款作家居維修之個案 : 119個

服務數字及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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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選擇居家安老，家居的環境有可能存在不同危機，長者選擇居家安老，家居的環境有可能存在不同危機，
包括沒有足夠的安全設備、家居存放過多物品及家居環包括沒有足夠的安全設備、家居存放過多物品及家居環
境衛生問題，這些危機增加長者在家中跌倒的風險。在境衛生問題，這些危機增加長者在家中跌倒的風險。在
計劃中會安排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到有需要的長者計劃中會安排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到有需要的長者
家中進行評估，期望透過改善家居環境，達至長者友善家中進行評估，期望透過改善家居環境，達至長者友善
家居。長者友善家居三大要點包括:家居。長者友善家居三大要點包括:

家居環境改善服務

計劃協助區內長者改善家居環境計劃協助區內長者改善家居環境

進行服務前提供訓練予齡活大使進行服務前提供訓練予齡活大使

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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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長者的家居環境，改善長者的家居環境，
增設合適長者使用的用品增設合適長者使用的用品

安全 安全 -	 隨着長者身體機能下降，下肢肌肉及平衡力下-	 隨着長者身體機能下降，下肢肌肉及平衡力下
降，身邊環境可能產生陷阱。要防止意外發生，可以降，身邊環境可能產生陷阱。要防止意外發生，可以
為長者及早評估及安裝安全扶手。為長者及早評估及安裝安全扶手。

便利 便利 -	減少做重複性的動作。協助長者將常用物品放在-	減少做重複性的動作。協助長者將常用物品放在
當眼處，減少長者要攀爬取物的機會。當眼處，減少長者要攀爬取物的機會。

無障礙 無障礙 -	長者平衡力轉差，或有需要使用助行工具。協-	長者平衡力轉差，或有需要使用助行工具。協
助長者減少家中的雜物，增加可走動的空間，讓長者助長者減少家中的雜物，增加可走動的空間，讓長者
使用助行工具時能容易通過。使用助行工具時能容易通過。

家居環境改善服務

安排維修公司協助長者安排維修公司協助長者
改善家居環境及安全改善家居環境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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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環境改善服務

長者家重新油上油漆長者家重新油上油漆

改善長者家居的照明狀況改善長者家居的照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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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獨居於長洲偏僻山上，唯一兄長移居海外，並陳先生獨居於長洲偏僻山上，唯一兄長移居海外，並
已離逝多年，現時並無家人可以依靠，社交支援網絡已離逝多年，現時並無家人可以依靠，社交支援網絡
薄弱。陳先生近年患上靜脈曲張，影響其活動能力，薄弱。陳先生近年患上靜脈曲張，影響其活動能力，
加上經常腰酸背痛，以致步履不穩，很容易跌倒。加上經常腰酸背痛，以致步履不穩，很容易跌倒。

陳先生的居所因日久失修，導致油漆脫落、牆角木板陳先生的居所因日久失修，導致油漆脫落、牆角木板
受白蟻蛀食、廚房有漏電及廚櫃門鬆脫的危險。但其受白蟻蛀食、廚房有漏電及廚櫃門鬆脫的危險。但其
居所位置偏遠，尋找維修師傅作各項維修甚為困難，居所位置偏遠，尋找維修師傅作各項維修甚為困難，
亦難以支付高昂的維修費用。陳先生故此感到無助，亦難以支付高昂的維修費用。陳先生故此感到無助，
面對危機四伏的居所，日常生活亦需步步為營。面對危機四伏的居所，日常生活亦需步步為營。

個案分享 - 離島區

另外在計劃中亦有專業的維修團隊會與工作人員另外在計劃中亦有專業的維修團隊會與工作人員
家訪，即場評估長者家居環境安全及危險性，然家訪，即場評估長者家居環境安全及危險性，然
後為長者作專業的家居維修(包括天花牆身、石屎後為長者作專業的家居維修(包括天花牆身、石屎
及鋁窗維修等)以及家居安全知識指導。及鋁窗維修等)以及家居安全知識指導。

牆角木板受白蟻蛀食牆角木板受白蟻蛀食

維修師傅用不同方法改善維修師傅用不同方法改善
長者的居住環境長者的居住環境



23 24

個案分享 - 離島區

通過家福會社工轉介，陳先生很感恩得到長者住屋通過家福會社工轉介，陳先生很感恩得到長者住屋
環境改善計劃的幫助，由計劃負責同工評估及找出其環境改善計劃的幫助，由計劃負責同工評估及找出其
家居環境危機，並安排專業維修師傅協助改善家居環家居環境危機，並安排專業維修師傅協助改善家居環
境。維修師傅不但協助陳先生移除大部份將會脫落的境。維修師傅不但協助陳先生移除大部份將會脫落的
油漆，重新上油，更協助其修補漏水的位置，並教導油漆，重新上油，更協助其修補漏水的位置，並教導
陳先生如遇天台漏水入屋時的處理方法。維修師傅同陳先生如遇天台漏水入屋時的處理方法。維修師傅同
時移除了受白蟻蛀食的牆角木板，根治一直以來的蟲時移除了受白蟻蛀食的牆角木板，根治一直以來的蟲
患問題。此外維修師傅也將鬆脫廚櫃門重新裝妥，減患問題。此外維修師傅也將鬆脫廚櫃門重新裝妥，減
少櫃門脫落的危機。少櫃門脫落的危機。

另外，考慮到煮食位置光另外，考慮到煮食位置光
線不足的問題，師傅也為線不足的問題，師傅也為
陳先生重新裝上更安全、陳先生重新裝上更安全、
耐用、明亮的LED燈，在耐用、明亮的LED燈，在
開關掣上也將原有較細按開關掣上也將原有較細按
鈕，改為更方便開關的大鈕，改為更方便開關的大
按鈕。陳先生對今次計劃按鈕。陳先生對今次計劃
感到非常滿意，此計劃幫感到非常滿意，此計劃幫
助他解決了內心一直以來助他解決了內心一直以來
想解決的難題，並提升了想解決的難題，並提升了
他的生活質素。他的生活質素。

陳先生欣賞計劃安排的陳先生欣賞計劃安排的
兩位師傅，願意携同維兩位師傅，願意携同維

修工具及物料花了一個多小時登山，並花了一整天時修工具及物料花了一個多小時登山，並花了一整天時
間用心維修其家中各項大小問題。陳先生一向都希望間用心維修其家中各項大小問題。陳先生一向都希望
在家中安享晚年，如今家居環境有所改善，環境變得在家中安享晚年，如今家居環境有所改善，環境變得
整潔，使他感到安全及舒適，同時大大減輕其生活壓整潔，使他感到安全及舒適，同時大大減輕其生活壓
力，不用再為危機四伏的居所環境躊躇，在家生活感力，不用再為危機四伏的居所環境躊躇，在家生活感
到自如及得心應手。到自如及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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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幫助下，呂先在計劃幫助下，呂先
生在家中安裝扶手，生在家中安裝扶手，
並為他添置扶手椅、並為他添置扶手椅、
床欄及沖涼椅。「這床欄及沖涼椅。「這
幾條扶手很有用」在幾條扶手很有用」在
交談過程中呂先生不交談過程中呂先生不
停重覆這句說話，扶停重覆這句說話，扶
手看似是簡單的輔助手看似是簡單的輔助
物品，在呂先生眼中物品，在呂先生眼中
卻是保護自己的重要卻是保護自己的重要
物品。這些安全物品物品。這些安全物品
令呂先生在家中的每令呂先生在家中的每
一處都被保護，呂先一處都被保護，呂先
生說:「床上扶手好用」，在追問下，呂先生解釋，沒生說:「床上扶手好用」，在追問下，呂先生解釋，沒
有扶手前他很難從床上坐起來，有時更需要靠外物將有扶手前他很難從床上坐起來，有時更需要靠外物將
自己拉起，現在睡醒後只靠床邊扶手就能輕易起床。自己拉起，現在睡醒後只靠床邊扶手就能輕易起床。
他們感激計劃的幫助下使家居的環境得以改善，減少他們感激計劃的幫助下使家居的環境得以改善，減少
在家中跌倒的機會。他們居住在公屋，可是申請安裝在家中跌倒的機會。他們居住在公屋，可是申請安裝
扶手的程序複雜，他們慨嘆不知道如何能夠安裝扶手扶手的程序複雜，他們慨嘆不知道如何能夠安裝扶手
及購買合適的輔助物品，即使家居環境不安全，他們及購買合適的輔助物品，即使家居環境不安全，他們
亦無能為力。呂先生家中亦有滲水的情況，在計劃的亦無能為力。呂先生家中亦有滲水的情況，在計劃的
幫助下，家中滲水的情況有所改善，太太對此亦感到幫助下，家中滲水的情況有所改善，太太對此亦感到
開心。開心。

呂先生患有靜脈曲張，同時亦因磨損而膝關節痛。呂呂先生患有靜脈曲張，同時亦因磨損而膝關節痛。呂
先生的照顧者主要是太太，太太的年齡漸增，出現腰先生的照顧者主要是太太，太太的年齡漸增，出現腰
痛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太太經常需要外出購買餸痛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太太經常需要外出購買餸
菜，但呂先生的活動能力較差，太太外出時總會擔心菜，但呂先生的活動能力較差，太太外出時總會擔心
呂先生一個人在家。在計劃開始前，呂先生因家中空呂先生一個人在家。在計劃開始前，呂先生因家中空
間有限，難以使用助行架行走，呂先生會用兩枝拐杖間有限，難以使用助行架行走，呂先生會用兩枝拐杖
或者摸著牆面行走，每一步都岌岌可危。太太憶述，或者摸著牆面行走，每一步都岌岌可危。太太憶述，
「咚」的一聲，太太從房間跑出來，發現呂先生因「咚」的一聲，太太從房間跑出來，發現呂先生因
為腳沒有力，家中沒有能夠支撐的地方，而在家中滑為腳沒有力，家中沒有能夠支撐的地方，而在家中滑
倒，太太亦因腰痛未能扶起先生。這次驚險的經歷，倒，太太亦因腰痛未能扶起先生。這次驚險的經歷，
讓兩位長者在家中都小心翼翼，怕意外再次發生。讓兩位長者在家中都小心翼翼，怕意外再次發生。

個案分享 - 將軍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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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先生能安坐在扶手椅呂先生能安坐在扶手椅
上進行復康運動上進行復康運動

滅蟲公司協助卓先生進滅蟲公司協助卓先生進
行滅虱服務行滅虱服務

呂先生曾經怕自己在家中跌倒而不敢四處走動，自呂先生曾經怕自己在家中跌倒而不敢四處走動，自
從安裝扶手後大大增加了呂先生走路的信心，現在呂從安裝扶手後大大增加了呂先生走路的信心，現在呂
先生能夠在走廊中行走，活動手腳。購買扶手椅後，先生能夠在走廊中行走，活動手腳。購買扶手椅後，
呂先生能安坐在椅子上做復康運動，相比以往使用呂先生能安坐在椅子上做復康運動，相比以往使用
的木椅，扶手椅更舒適及安全。對太太而言，完成計的木椅，扶手椅更舒適及安全。對太太而言，完成計
劃後，家中的空間變得安全，令她放心呂先生留在家劃後，家中的空間變得安全，令她放心呂先生留在家
中，照顧的壓力亦減少。中，照顧的壓力亦減少。

卓先生是一位患有認知障礙症、血壓高、糖尿病、白卓先生是一位患有認知障礙症、血壓高、糖尿病、白
內障以及曾中風之長者，雖然妻子卓太太與他們兩位內障以及曾中風之長者，雖然妻子卓太太與他們兩位
女兒都皆為其照顧者，但卓太太仍需肩負起大部份的女兒都皆為其照顧者，但卓太太仍需肩負起大部份的
照顧責任。要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本身已花耗不少時照顧責任。要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本身已花耗不少時
間，亦會有一定的壓力，更不要說卓太太還要一個人間，亦會有一定的壓力，更不要說卓太太還要一個人
照顧仍然求學中的兩個女兒。她坦然作為照顧者很辛照顧仍然求學中的兩個女兒。她坦然作為照顧者很辛
苦，因既要照顧卓先生的起居飲食及大小二便，亦要苦，因既要照顧卓先生的起居飲食及大小二便，亦要
定期帶他去不同的醫院覆診。對於居住於土瓜灣唐樓定期帶他去不同的醫院覆診。對於居住於土瓜灣唐樓
的他們，要面對之困難除了每天要上落數層樓梯，還的他們，要面對之困難除了每天要上落數層樓梯，還
有家中的虱患。在計劃開始前，房間的虱患嚴重影響有家中的虱患。在計劃開始前，房間的虱患嚴重影響
一家人的生活，令每天睡眠時間不足夠，更影響他們一家人的生活，令每天睡眠時間不足夠，更影響他們

心理狀況。閒談中卓太太回心理狀況。閒談中卓太太回
憶起計劃前卓先生每一晚睡憶起計劃前卓先生每一晚睡
覺都會因被虱咬帶來的痕癢覺都會因被虱咬帶來的痕癢
而醒來五至六次，床單及被而醒來五至六次，床單及被
子都遍佈木虱。子都遍佈木虱。

個案分享 - 將軍澳區 個案分享 - 九龍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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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 九龍城區
受認知障礙症影響，卓先生會不斷向卓太太埋怨這受認知障礙症影響，卓先生會不斷向卓太太埋怨這
個情況，亦會因此將情緒發洩在她身上。而作為照顧個情況，亦會因此將情緒發洩在她身上。而作為照顧
者的她就更為無奈，因本身已需要照顧家人，而自身者的她就更為無奈，因本身已需要照顧家人，而自身
亦受虱患所困擾，卻又因經濟上有困難及不懂如何解亦受虱患所困擾，卻又因經濟上有困難及不懂如何解
決。卓太太曾嘗試自己購買滅虱粉，但使用後情況仍決。卓太太曾嘗試自己購買滅虱粉，但使用後情況仍
未有改善。最後兩夫妻都因為虱患困擾而將自己情緒未有改善。最後兩夫妻都因為虱患困擾而將自己情緒
發洩在女兒身上，大大影響家庭氣氛。發洩在女兒身上，大大影響家庭氣氛。

經過評估後，計劃幫助他們安排公司進行前後共四次經過評估後，計劃幫助他們安排公司進行前後共四次
的滅虱服務，使用殘留嘖灑以及焗霧的方式為其家居的滅虱服務，使用殘留嘖灑以及焗霧的方式為其家居
消滅木虱，他們一家於滅虱後亦更換了家中部分木傢消滅木虱，他們一家於滅虱後亦更換了家中部分木傢
俬，服務完成後亦再沒有出現任何木虱。卓太太在訪俬，服務完成後亦再沒有出現任何木虱。卓太太在訪
問中多次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以及家福會提問中多次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以及家福會提
供這次服務，可以令她們一家人都終於可以好好睡供這次服務，可以令她們一家人都終於可以好好睡
覺。而她亦坦然若不是因為有這次計劃，她確實不知覺。而她亦坦然若不是因為有這次計劃，她確實不知
道要怎麼去處理。除了不知道如何選擇滅虱公司之道要怎麼去處理。除了不知道如何選擇滅虱公司之
外，亦害怕會被公司開天殺價。外，亦害怕會被公司開天殺價。

計劃完成後，他們一家人的睡眠質素顯著提升，再也計劃完成後，他們一家人的睡眠質素顯著提升，再也
沒有因為虱咬而醒來，家庭氣氛亦有所改善。卓先生沒有因為虱咬而醒來，家庭氣氛亦有所改善。卓先生
亦因有充足睡眠而令其心情變好,	 亦再沒有向卓太太抱亦因有充足睡眠而令其心情變好,	 亦再沒有向卓太太抱
怨蝨患的問題;而對於照顧者卓太太來說滅虱服務簡直怨蝨患的問題;而對於照顧者卓太太來說滅虱服務簡直
是幫了她一個大忙。於滅虱之後她可以有足夠的精神是幫了她一個大忙。於滅虱之後她可以有足夠的精神
去照顧丈夫及女兒，自身壓力又減少了，心情亦因家去照顧丈夫及女兒，自身壓力又減少了，心情亦因家
居環境變得友善又舒適而變得比以前更開朗。居環境變得友善又舒適而變得比以前更開朗。

滅蟲公司協助卓先生進行滅虱服務滅蟲公司協助卓先生進行滅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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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劉小姐:「感恩有幸成為是義工劉小姐:「感恩有幸成為是
次活動的義工之一，可以上門探次活動的義工之一，可以上門探
訪不同的長者，親身了解他們的訪不同的長者，親身了解他們的
生活環境和身體狀況，透過溝通生活環境和身體狀況，透過溝通
來明白他們的需要。是次活動經來明白他們的需要。是次活動經
歷難忘深刻，令我明白社會中有歷難忘深刻，令我明白社會中有
許多人需要得到協助，期望日後許多人需要得到協助，期望日後
會有更多義工機會。」會有更多義工機會。」

長者社區支援服務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九龍城活齡中心九龍城活齡中心
地址：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55–61號同興花園第2座1樓地址：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55–61號同興花園第2座1樓
電話：2711	2488電話：2711	2488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上環服務中心上環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181–183號新紀元廣場低座地下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181–183號新紀元廣場低座地下
電話：2546	3332電話：2546	3332

愛東服務中心愛東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地址：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電話：2564	7555電話：2564	7555

長洲服務中心長洲服務中心
地址：長洲長貴邨長廣樓地下101	-	103號地址：長洲長貴邨長廣樓地下101	-	103號
電話：2986	8616電話：2986	8616

坪洲服務中心坪洲服務中心
地址：坪洲金坪邨金坪樓N10B地下地址：坪洲金坪邨金坪樓N10B地下
電話：2559	7773電話：2559	7773

南丫島服務中心南丫島服務中心
地址：南丫島榕樹灣大街31號A地下B座地址：南丫島榕樹灣大街31號A地下B座
電話：2982	4411電話：2982	4411

梅窩服務中心梅窩服務中心
地址：大嶼山梅窩銀灣邨銀日樓102號地下地址：大嶼山梅窩銀灣邨銀日樓102號地下
電話：2984	7920電話：2984	7920

齡活大使分享

義工洪先生:「在義工探訪的過程中，我看見部分長義工洪先生:「在義工探訪的過程中，我看見部分長
者沒有子女，他們能夠自力更生，真是難能可貴。是者沒有子女，他們能夠自力更生，真是難能可貴。是
次活動讓我更深入看見社區的需要，有時自己都有需次活動讓我更深入看見社區的需要，有時自己都有需
要，都要人幫，要，都要人幫，
更何況是長者呢?更何況是長者呢?
我期望能更多參我期望能更多參
與義工服務，讓與義工服務，讓
我認識不同的人我認識不同的人
及事物，了解他及事物，了解他
們的生活環境及們的生活環境及
個人的態度。」個人的態度。」

家福會安老服務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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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服務中心大澳服務中心
地址：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幼稚園座1號地下地址：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幼稚園座1號地下
電話：2985	5797電話：2985	5797

順利服務中心順利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10	-	11號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10	-	11號
電話：2798	8189電話：2798	8189

順安服務中心順安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順安邨安逸樓地下1	-	4及9	-	12號地址：九龍順安邨安逸樓地下1	-	4及9	-	12號
電話：2793	1670電話：2793	1670

牛頭角服務中心牛頭角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牛頭角樂華南邨展華樓地下141–150號地址：九龍牛頭角樂華南邨展華樓地下141–150號
電話：2796	4880電話：2796	4880

麗閣服務中心麗閣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菊樓129號地下地址：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菊樓129號地下
電話：2361	8212電話：2361	8212

健明服務中心健明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將軍澳健明邨彩明商場1號平台1號地址：新界將軍澳健明邨彩明商場1號平台1號
電話：2791	7230電話：2791	7230

葵芳服務中心葵芳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106號地址：新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106號
電話：2426	9666電話：2426	9666

象山服務中心象山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荃灣象山邨秀山樓地下27–30號地址：新界荃灣象山邨秀山樓地下27–30號
電話：2411	3052電話：2411	3052

長亨服務中心長亨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
電話：2436	9090電話：2436	9090

宏福服務中心宏福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青衣青敬路75號宏福花園1座地下地址：新界青衣青敬路75號宏福花園1座地下
電話：2436	1413電話：2436	1413

日間護理服務日間護理服務
利富服務中心利富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
電話：2174	773電話：2174	77377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順利服務中心順利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10	-	11號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10	-	11號
電話：2798	8189電話：2798	8189

麗萱服務中心麗萱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萱樓102號地下地址：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萱樓102號地下
電話：2350	0955電話：2350	0955

大窩口服務中心大窩口服務中心
地址：新界葵涌大窩口邨富安樓平台114	-	115號地址：新界葵涌大窩口邨富安樓平台114	-	115號
電話：2436	9062電話：2436	9062

大澳服務中心大澳服務中心
地址: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幼稚園座1號地下地址: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幼稚園座1號地下
電話：2985	5797電話：2985	5797

梅窩服務中心梅窩服務中心
地址：大嶼山梅窩銀灣邨銀日樓102號地下地址：大嶼山梅窩銀灣邨銀日樓102號地下
電話：2984	7920電話：2984	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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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服務中心坪洲服務中心
地址：坪洲金坪邨金坪樓N10B地下地址：坪洲金坪邨金坪樓N10B地下
電話：2559	7773電話：2559	7773

長洲服務中心長洲服務中心
地址：長洲長貴邨長廣樓地下101	-	103號地址：長洲長貴邨長廣樓地下101	-	103號
電話：2986	8616電話：2986	8616

南丫島服務中心南丫島服務中心
地址：南丫島榕樹灣大街31號A地下B座地址：南丫島榕樹灣大街31號A地下B座
電話：2982	4411電話：2982	4411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啟業服務中心啟業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樂樓地下G11號舖地址：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樂樓地下G11號舖
電話：2387	7312電話：2387	7312

利富服務中心利富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地址：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
電話：2174	7737電話：2174	7737

長者及照顧者心理健康服務長者及照顧者心理健康服務
預設照顧計劃預設照顧計劃
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地址：新界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
電話：2482	1303電話：2482	1303

躍動晚情 - 「關懷熱線」 服務躍動晚情 - 「關懷熱線」 服務
地址：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地址：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關懷專線:	27932822關懷專線:	27932822

以家為本 認知障礙評估及支援計劃以家為本 認知障礙評估及支援計劃
地址：九龍順安邨安逸樓地下1	-	4及9	-	12號地址：九龍順安邨安逸樓地下1	-	4及9	-	12號
電話：2793	2115電話：2793	2115

捐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主辦機構：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計劃夥伴：
嶺南大學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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