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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要搞組合屋？

樓梯機服務

我 們 都 是

照顧者

立體焦點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
聯）是一個擁有超過 460 個非
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會員的聯
會組織，其會員為本港市民提供
超過九成的社會福利服務。社聯
與機構會員致力推動更完善的社
會福利發展及服務，鼓勵社會服
務機構作跨界別合作，並倡導公
平、公義及關懷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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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港照顧殘疾或長期病患人士的照
顧者超過 22 萬人，年逾 70 仍要照顧年邁配偶、
親人，甚至百歲父母的照顧者就多達 6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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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把心思都集中於被照顧者身上，
退後一步，可以求助他人以釋放繃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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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照顧者」與「照顧者」，兩者都同樣重
要。

攝影： Alan kwankit 、 Kenneth Chan

這是理所當然；但我們更想要提醒照顧者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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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的照顧者亦要面對個人事業發展與照顧者身份

立體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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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角色？

之間的衝突，若工作時間及地點未能配合家庭照顧工作、
或因疲憊而影響工作表現及工作滿足感，兩者未能兼顧

照顧者是指主要負責照顧身體、精神或認知有所缺

下，或被迫選擇脫離職場及放棄個人發展。

損，而需要長期照顧親友的人士，撇除受薪照顧者，多
數是被照顧者的配偶、子女或其配偶。即使家中有聘用
傭工 ／接受長期照顧社區服務 ／院舍服務，這些為照顧
家人而勞心勞力的無酬照顧者仍需負責及安排有關的照

支援照顧者的政策？

顧工作。
如被照顧者為長者，普遍出現「以老護老」狀況。
這情況與香港人口高齡化有關，亦因長者身體機能進一
步衰退，所需照顧愈多、能提供照顧的家庭成員愈來愈
少有關。

社聯業務總監鄭麗玲指出，華人社會和照顧者普遍

認為基於「家庭責任」而提供照顧是理所當然，這個觀念

較難改變，政府必須從政策入手，提供足夠而有質素的

服務予被照顧者，亦讓照顧者有選擇，兩者同樣重要，
有著相互依賴的關係。

目前安老及康復服務設計多數以「被照顧者」為本

位，忽略「照顧者」本身的需要，而且配套的服務量既不
足，亦不到位。社署津助院舍服務供不應求及輪候時間

長，部分私人院舍的服務質素成疑 ；暫託服務不只數量
不足，即使有位亦要面對跨區接送的問題，服務使用者
舟車勞頓，照顧者徙添憂心，面對突發狀況更是遠水不
救近火。

社聯業務總監
鄭麗玲

即使 2014 年首試推行「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

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及後再擴展至殘疾人士照顧者，
由關愛基金審批及發放每位合資格照顧者每月 2,000 的
津貼，惟限制甚多，申請者亦不可同時領取長者綜援
或生活津貼。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指出，目前

香港的照顧者服務「碎片化」
，支援「被照顧者」和「照顧

香港大學
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總監樓瑋群

者」的醫療及社福服務等各由不同人士跟進，即使地區
有資源，亦難以即時配對予有需要的照顧者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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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人『以老護老』，
50 歲的照顧 70 歲，
70 歲的照顧 9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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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1 歲，照顧 101 歲的媽媽」
：我想親手照顧
廿年多前，郭心婆婆入住安老院舍，這個是她自己
提出的要求，她不想太麻煩女兒轉明一家。
將媽媽送入院舍的決定經過很多掙扎，最終在媽媽
的堅持下，轉明只得跟著辦，申請屋邨內由社福機構營

這是這個世代每個家庭遲早

運的安老院舍，
「因為樓上樓下，方便隨時探望媽媽，否

都會面對的情況。」

則不作考慮。」一住便是廿多年，媽媽已經是百歲人瑞，
轉明自己亦退休多年。現在回想，若非找到一間令她安
心的院舍，由自己親自照顧的話，自己和媽媽也會一早

一名護老者說出了香港
「以老護老」的現象。

倒下來。
即使不是同住，轉明從未有一天離開媽媽，尤其媽
媽去年冬天外出後冷病入院，轉明每天探望媽媽兩三次，
其餘分少許時間幫忙湊孫、做家務、做運動。

一間安心的院舍對照顧者來說十分重要。轉明想像若
沒有院舍服務，自己和媽媽也會一早倒下來。

做運動的理由：「維持自己身體健康，沒
有病痛才可以來探望媽媽。」
女兒有時會「補位」探望婆婆，但始終不及轉明自己
親自見到媽媽一面：
「見不到媽媽會心掛掛，要看到她沒
事我才安心外出。媽媽不能自己上廁所，著尿片罨住不
舒服，試過因而尿道炎，要勤力點陪她上廁所。」

但凡自己有能力，轉明都會掏出時間，親
手服侍媽媽，幫媽媽完成做不到的部分。
轉明本身也是一位年屆 71 歲的老人，本應可以好好
享受退休生活，而她選擇把自己所有時間都投放於照顧
媽媽。

她也有感覺快要倒下來的日子，思想上想
要「偷懶」，少去一次探望，但行動上不曾
這樣，「休息廿分鐘再下樓」。
照顧好媽媽，自己就心滿意足，轉明不覺得這種叫
「勞碌」
。

05

轉明每月都主動參與照顧者同路人小組會，
「聽多點，
知道多點；不過我時間唔多，要照顧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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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亦可以感受到對方的壓力，

如果沒有豁達的性格，大概難以承受這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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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是同路人，不用說

「我的丈夫和奶奶，
一個月內相繼中 風 」
：但始終跨過了

「豁達」並非放手不理，而是照顧者處理自己思緒時

的心態，盧太形容 ：
「平常心」
。

8 年前，丈夫突然中風。儘管盧太早知丈夫的家族病

可以吐苦水，可以交換知識。」

史，自己也有多次照顧中風親人的經驗，病魔到臨侵襲

有了同路人的支援，照顧路上

感覺徬徨以外，盧太沒有想得太多，著眼

不是單打獨鬥。

於面前每一步，見招拆招。

摯親，始終無力招架。

盧生盧太是香港復康會「SmartCare 有您友里」照顧者
支援網絡計劃的義工，以過來人身份向同路人分享。

說起照顧的點滴實在太多。起初半年盧生雙腳無力，

但家中空間有限，無法讓輪椅內進，盧太要獨力半扶半

抱丈夫入屋，
「那時先生比現在重 20 磅」；還有每天替丈
夫洗澡的一年多。現在的輕描淡寫，其實承載著一個家

庭當時難以言喻的壓力。
「家人有事，需要我的照顧，這
是沒法改變的事實。」

照顧者和被照顧者是「兩個人，走一條路」
，照顧者

不肯定患者將來會否好轉，交替於壓力與期望之間。盧

生有時會因無法用言語清晰表達自己而發忟憎，盧太選
擇「由得他」
，讓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也慢慢冷靜下來，讓
思緒放輕鬆，
「你總無法事事圓滿辦到。」

上

網

睇

片

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
「 SMARTCare  有您友里」
照顧者支援網絡計劃

「如果自問已付出十分的耐性和愛心，對
方仍未見好轉或發脾氣，就要有平常心，
調整自己的心態，放鬆點。」盧太對同路
人分享。
盧生是家庭中第四位中風者，也是唯一的康復者。

他現在可以牽起盧太的手散步、幫忙做家務、以至調換

角色，照顧盧太。盧太去年因過度操勞令膝關節退化，
雙腿呈 O 型，必須做手術。那段日子，盧生好好照顧盧
太，就如盧生中風後那數年，盧太付出的愛與忍耐。

查詢： 2549 7744

照 顧 者 資 訊
家人急性中風，自己突然擔起照顧者角
色，內心感覺震驚又混亂。香港大學秀圃老年
研究中心「風起航：中風家庭支援行動」出版
「中風家庭實用手冊」
，圖文並茂羅列患者入院
至融入社區不同階段的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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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是一個人的事，
是一家人的事 ...

總結

「護老者好疼鍚被照顧者，情緒隨被照顧者的情況好

壞而波動，這是理所當然，亦不需要『消除』這份情感。

救世軍護老者服務社工
李晴芳

我們只希望讓護老者知道，這份基於情感產生的壓力可
以透過分享與傾談得以抒發。」

「照顧者為本」
的服務政策

「
『照顧』不是單由一個人便可以處理，這不是照顧者

一個人的事，是一家人的事。我們見到較成功的照顧個

案，是由一至兩位貼身照顧，背後亦有『團隊』
，晚輩會
幫忙分擔，減輕主要照顧者的孤單感與壓力。」

「無論年輕或老年護老者，都不易拿捏『什麼時間要

放手』
，放開讓他人幫忙。的確當中會有很多掙扎，但如
果可以適時放手，不用虚耗整份心思做最貼身的事，就
會有『享受』的空間。」

「
『護老』不是一份工作，過程中護老者與長者有情感

的交流，但當護老者自己的心思都全被虚耗時，就不能
有這個感受。」

李晴芳／救世軍護老者服務社工 的分享

照 顧 者 資 訊
不少社福機構都有為照顧者和被照顧者
提供地區支援服務，惟照顧者未必懂得求助，
初為照顧者或更感覺無從入手。香港明愛設
立「照顧者支援熱線」
，為全港照顧者提供支
援。接聽熱線的社工會協助連繫合適服務及
提供情緒支援。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熱線： 3892 0101
熱線服務時間 : 周一至周六： 10 : 00 - 18 : 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服務政策必須以「照顧者為本」
，整全
考慮家庭的需要，視「照顧者」和「被照
顧者」作為一整體服務對象，由個案經理
作專業跟進；醫社合作是推動「照顧者為
本」的服務政策的關鍵。
公眾教育亦是重要一環，讓照顧者明
白與接納「適時喘息」的重要性，背後需
要正規政策、家庭、商界及社區的支持。
同路人的支援亦十分重要，義工以外，也
可聘請社區上曾受相關訓練的過來人，為
區內有需要的照顧者及其家庭擔起輔助的
角色；若企業能提供彈性上班時間及照顧
者假期等支援工作照顧者的相關政策，對
照顧者整個家庭都十分重要。
延

伸

閱

讀

《社聯政策報》第二十四期
「支援照顧者」

政府統計處按住戶調查數據所得，
估算在 2013 年，照顧殘疾或長期病患
人士的「家庭照顧者」
（與被照顧者同住、
有親屬關係、非受薪）共有 22.9 萬人，
較 7 年前增加 39%。96% 為被照顧者
的直系親屬，因著與被照顧者的親密關
係而出盡心力，情感與行動上都不易抽
身。近一半（47.5%）家庭照顧者為 60
歲以上。

09

10

量等等，都並不一樣。組合屋是一種現代化、

申請者輪候時間平均超過 5 年，住屋問題確

創新的房屋形式，而且置入社會服務以回應

如以往般嚴竣。然而，當年的臨屋與現時的

基層所需，跟欠缺配套的簡陋臨屋截然不同。

組合屋，無論在政策目標、定位、規模、質

Q3
Q4

何減低建材損耗，以至室內設計等方面的規

經驗和技術，及提供產品符合歐美國家要求

格，及組合屋在工地上不同的配置方法，務

的檢測證書證明。

求符合基本宜居要求。

計劃的進展如何？住戶需要共住單位、共用設施嗎？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首個項目位於深水

，及「3
住戶」單位（實用面積約 20 平方米）

埗區，預計本年第四季開始工程，明年第三至

人住戶」
（實用面積約 26.73 平方米）
，並在

第四季入伙；會有 3 棟 3 層高的組合屋，提供

地下預留 3 個單位為無障礙單位（實用面積約

專

米。
每個單位附設獨立洗手間及浴室、電熱水

不是共住單位。組合屋規格分為「1 人住

爐，另設有使用電爐及抽氣系統的煮食空間。

，
「2 人
戶」單位（實用面積約 13.36 平方米）

訪

Q5
社聯行政總裁

蔡海偉

如何透過為基層住戶提供支
援服務，達至改善他們貧窮
和社會孤立的處境？
為入住的居民提供適切社會服務是社會房
屋的核心元素，針對以下兩個層面：
「個人」層面：支援住戶學習生活技能，例
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源，以增強他們面對
逆境的信心與能力，提升他們在私人市場租賃
之能力，協助租戶自力更生。

本港有不少可供短期使用的土地，包括政

劃」
，提供過渡性社會房屋的同時，亦需要有

府和私人公司的閒置土地，還有部分臨時停車

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管理及提供社區網絡和

場上蓋，若以組合屋方式興建過渡性房屋，絕

支援服務，協助基層住戶改變貧窮和社會孤立

對可加快幫助基層改善住屋和生活質素。海外

處境。

「社區」層面：透過學習群體生活及營造
社區，與鄰居及外界建立關係，改善自己的生
活質素，同時亦得到社區人士的認同。

資金方面，我們建議由政府承擔，用 10

本。當土地的租約完結後，組合屋可以拆卸， 億元設立「社會房屋基金」資助興建組合屋，
如同社聯早前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

港法例的基本要求，製造商須具備相關生產

單位。

社聯提出的
「組合社會房屋計劃」是什麼？

搬去其他地盤重新組裝。

同時，我們與來自建築專業的義工團隊
研究，組合屋在室內溫度控制、裝拆過程如

如果可以善用，將可以建造數以千計的組合屋

組合屋？
的經驗亦証明組合房屋可以縮減建築時間和成

絕對不是。我們研究的預製組合屋，在
防火、防風、防噪音及環保方面均要符合香

26.73 平方米），設計的人均居住面積符合公
較少，但政府在不同地區都有不少閒置土地， 屋基本要求，即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 7 平方

點解要搞
Q1

組合屋是否由舊貨櫃改裝而成？

約 90 個單位、供 150 人入住。這個數目雖然

深水埗組合社會房屋項目的設計概
念圖，外觀新穎而富活力，並有充
足的玻璃窗以達到採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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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基層公屋輪候數目近 28 萬，一般

會 客 室

會 客 室

Q2

組合社會房屋如同以往的臨時房屋區嗎？

以及支持非牟利機構或社企營運組合屋和共享
房屋，預計可提供數千個過渡社會房屋單位。

社聯提出的「組合社會房
屋計劃」參考海外經驗，
圖為荷蘭組合屋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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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一刻

社區側影

每一段心聲，
都總有一雙耳朵願意聆聽；
每一個壞處境，
都有同路人和你共同應對。

義工持續訓練，加強接聽熱線的義工對不同性格人士的理解。

青少年自殺個案近年不斷發生，為社
會亮起紅燈。生命熱線（機構）於 2016 年
3 月開展了「青少年生命專線 2382-0777」
（專線）
，專線於 2017 至 2020 年更獲香港
公益金資助港幣 162 萬，在下午二時至凌
晨二時，為 24 歲以下有情緒困擾及自殺
念頭的高危青少年提供熱線支援。
機構會招募義工及提供一系列的培
訓，以裝備他們透過專線提供益友服務，

樓梯機服務

成為青少年在困境中的「伙伴」
，聆聽他
們的心聲，讓情緒得以紓緩，重拾生命動
力。
此外，機構亦會到中學和大專院校舉

何婆婆本身是活潑的長者，喜歡在社區四圍走。一次在街上跌倒導致盤骨撕裂，

辦講座及展覽，並透過中學和青少年中心

自此腳部無力上落樓梯，令居於村屋的她難再隨意外出。今年四月社聯聯同四間協辦

向青少年派發印有鼓勵說話的心意卡，一

機構推出「落得樓」樓梯機服務試驗計劃，何婆婆終於可以透過服務幫忙，穿越樓梯的

方面為青少年打氣，另一方面鼓勵他們有

障礙，走出社區。

需要時致電專線。

「落得樓」樓梯機
服務試驗計劃
樓梯機由兩名已受訓練的操作員一前一後操作，確
保服務使用者坐得安全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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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不設升降機舊式樓宇的長者或殘疾人士，因身體
限制而未能自行上落樓梯，日常及社交生活大受影
響。
「落得樓」樓梯機專人服務協助他們跨越障礙。

首次申請及
一般查詢電話：

9668 3058

「如果一個人有情緒問題時，你覺
得會是怎樣的呢？」同學們都把
自己觀察到的畫出來。

同學們認為如果一個人出現情緒
問題時，會出現肚痛、自我傷害
或逃避問題等生理反應和行為。

於香港教育大學舉辦展覽及互動
活動，學生寫下鼓勵字句，為自
己學校的同學們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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