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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六⼗歲或以上、需要在⽇常⽣活的不同範疇⻑時間由他⼈照顧的⻑者之⼈⼠；

⾮受薪照顧⻑者；以及

可以是⻑者的家⼈或親友，不論年齡、性別及同住與否。

「護⽼者」是：

護⽼，是政府、社會整體、家庭及個⼈的共同責任。⾹港的⼈⼝結構⾯臨急速的⾼齡

化，根據政府統計署2020年的資料，60歲及以上⼈⼝的⽐例，將會由2019年的27%
上升⾄2039年的40%。換⾔之，60歲及以上的⻑者⼈⼝在未來20年(2019年⾄2039
年)將上升⾄接近三百萬。⾹港擠迫的居住環境亦造成雙⽼家庭及獨⽼家庭數⽬上升，
以⽼護⽼的問題普遍，不同住的護⽼者亦因照顧⽽疲於奔命。

 
護⽼的過程由預備及計劃⻑者的照顧開始，到⻑者離世後，護⽼者還要重整⽣活規律

及處理哀傷的情緒。在過程中，護⽼者和⻑者⼀樣，會因年歲漸⻑或突發事故，⽽要

⾯對不同的挑戰和變數，例如雙⽅的⾝⼼健康狀況及關係變化、照顧模式的改變等，

以致護⽼者的照顧能⼒、⾃⾝的境況及需要，均會不斷轉化。然⽽，護⽼者往往將⻑

者的需要放在⾸位，⽽忽視個⼈的需要及如何適切地規劃和調節個⼈⽣活。沉重的護

⽼責任是護⽼者個⼈及核⼼家庭難以獨⼒承擔，當護⽼者的⾝⼼健康受損，甚⾄因照

顧責任放棄⼯作，最終只會增加照顧⻑者的社會成本。

 
⻑者勞碌半⽣建設社會，當他們⾝⼼機能衰退⽽需要被照顧時，社會整體及政府應作

出回饋，共同承擔照顧他們的責任，並為護⽼者提供⽀援。

護⽼者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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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港社會服務聯會⻑者服務制訂的【護⽼者服務發展策略⾏動⽅案】，為護⽼者政策

及服務⽅向訂⽴六⼤範疇及具體倡議項⽬，期望發動各界別關注護⽼者，按著相同的

範疇及發展⽅向，規劃未來三年可推⾏的具體政策、服務、措施等，在不同位置⽀援

護⽼者，讓他們在照顧⻑者的同時，亦有健康和平衡的⽣活。

引⾔

[1]⾹港特別⾏政區 政府統計處 《⾹港⼈⼝推算 20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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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制定護⽼者政策，全⽅位關顧護⽼者的需要

1 建議政府善⽤各政策局及部⾨相關數據及統計資料，以供整合及分析，⽤
於政策制訂及服務規劃，並向市⺠公開資料。

2 倡議進⾏全港及定期性的護⽼者統計，全⾯分析護⽼者狀況及需要，以便
針對不同年齡、性別組群或其他有特別需要的護⽼者之需要，規劃服務發展

⽅向及內容。

3 ⿎勵業界進⾏跨專業交流及合作，分享及累積護⽼者服務經驗。
 
4 ⿎勵護⽼者親⾝參與相關的政策倡議、學術研究及服務計劃等。
 
5 加強不同界別合作，進⾏實證為本的服務先導計劃，探索不同的服務模
式。

護⽼者在社區中擔當著重要的⻆⾊。應推⾏「護⽼者爲本」的理念、服務及

政策，保障護⽼者的權利及協助護⽼者能在照顧及個⼈⽣活中取得平衡。

發展⽅向

進⾏研究調查，結合數據及實務經驗，向公眾呈現護⽼者的需要。

以實證為本的先導計劃探索及回應護⽼者的⽀援需要。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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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確認護⽼者的⻆⾊、⾝份及貢獻

1 社會整體確認護⽼者對社會的貢獻，提升護⽼者對其⻆⾊的⾝份認同及價
值肯定。 
 
2 引起公眾對護⽼者的關注，營造社會對護⽼者的貢獻之正⾯氣氛。

照顧有⻑期照顧需要的⻑者是個⼈、家庭、社會及政府的共同責任。社會應

透過確認護⽼者的⾝份、他們對家庭及社會的貢獻，肯定他們的價值，並積

極為護⽼者提供實質協助及⽀援。

發展⽅向

建議政府推廣全港性的⼤型宣傳，推動社會及護⽼者確認護⽼者的⾝份及

貢獻。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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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
保障護⽼者獲取資訊、訓練及服務的權利

1 設⽴中央點收集與護⽼者相關的資訊，並定期透過不同平台發放各區的資
訊。 
 
2 ⿎勵以不同通訊模式發放護⽼者相關的資訊，例如電視、電台、網上平
台、熱線、報章刊物等，令資訊能廣泛地在社區流通，讓不同背景和教育程

度的護⽼者均能獲取所需資訊。

3 ⿎勵善⽤及開發溝通⼯具及資訊平台，改善護⽼者、⻑者、社會服務及醫
療單位等的溝通和資訊傳遞。

 
4 以護⽼者友善的⽅式提供及開辦切合護⽼者需要的訓練。
 
5 在現有的不同教育及培訓機制加⼊護⽼知識，讓年⻘⼈及中年⼈及早裝備
成為護⽼者。

護⽼者在不同的照顧階段都有機會遇上種種困難和挑戰，有⽤的資訊、訓練

和服務能減輕護⽼者的負擔和疑慮。社會應建⽴由護⽼者的⻆度出發、簡單

易明的資料系統，讓護⽼者能輕易獲得照顧⻑者的資訊、訓練及服務，減低

因無從⼊⼿⽽引起的徬徨及焦慮。

發展⽅向

由政府建⽴⼀站式的服務資訊平台。     
加強護⽼者培訓，提升課程質素，裝備護⽼者的護⽼知識、技巧及能⼒。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0 5

護⽼者服務發展 策略⾏動⽅案 2020-2023



範疇四
透過服務及經濟⽀援，減輕護⽼者的照顧負擔

1 提供照顧者津貼，以肯定他們的⻆⾊及付出，並⽀援他們在提供照顧時的
額外⽀出，包括但不限於交通、醫療及培訓等額外⽀出。

 
2 加強對護⽼者狀況及照顧能⼒的持續評估，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以個案管
理的模式予以⽀援。

 
3 增加社區上護⽼者個案輔導及⼩組服務，照顧護⽼者的不同需要，例如
⾝、⼼、社、靈的健康、照顧技巧及個⼈發展等。

 
4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到戶模式及中⼼模式)，減輕護⽼者的負擔。 
 
5 於社區上提供便捷和及時的緊急暫託服務，讓護⽼者有需要時可盡快安頓
被照顧者，以處理個⼈事務。

 
6 致⼒推⾏不同形式的護⽼者喘息活動，讓護⽼者有空間平衡個⼈⽣活，計
劃定期及充⾜的個⼈時間，避免⽣活偏重於照顧⼯作。

護⽼者為家⼈提供照顧，需要付出時間和⾦錢，例如覆診來回的交通安排、

為被照顧者特別準備的膳⻝、在家中配置輔助器材等。社會可以向護⽼者提

供實際⽀援，讓社會共同分擔照顧責任。

發展⽅向

改善及恆常化護⽼者津貼，並研究為護⽼者增加不同形式的經濟援助。     
推動以個案管理模式⽀援護⽼者。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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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五
關注護⽼者的健康與⽣活質素

1 將護⽼者的⾝⼼健康需要納⼊基層健康議題，加强社會對護⽼者的緊急及
⾮緊急⽀援配套，例如護⽼者⾝⼼健康檢查、暫託及⽀援服務等。

2 加强辨識及提倡關注護⽼者的需要，指出護⽼者的個⼈需要與被照顧者的
需要應得到同等重視。

 
3 ⿎勵家⼈⼀同分擔照顧⼯作和責任，為主要護⽼者提供空間關顧個⼈需
要。 
 
4 讓公眾了解護⽼者平衡個⼈⽣活與照顧⼯作的重要性，⿎勵發展鄰舍層⾯
⽀援網絡，舒緩護⽼者壓⼒。 
 
5 提升護⽼者關注⾃⼰在不同照顧階段之⾝、⼼、社、靈健康。

基於習慣或情感因素，⼤部分護⽼者偏向以被照顧者的福祉為⽣活的中⼼，

令護⽼者忽略個⼈空間及發展，⻑時間的照顧更有機會令⽣活失去平衡，⻑

遠對護⽼者的⾝⼼發展及社交網絡造成負⾯影響。社會應重視護⽼者的個⼈

需要，給予空間讓他們關愛⾃⼰，發展⾃⼰，關注護⽼者的個⼈健康及⽣活

質素。

發展⽅向

研究及推動以不同形式增加暫託服務、緊急⽀援服務、喘息服務，及以護

⽼者為本的醫療服務。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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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六
創造護⽼者友善的⼯作、學習及⽣活環境

1 由政府牽頭，引領公私營各⽅，由公共政策以⾄商業平台的範疇，共同在
各⾃範疇或透過協作，以不同策略營造護⽼者友善的社區。

 2 由政府主導，促進企業、學院及機構等設⽴護⽼者友善政策及措施，例如
彈性⼯作時間、護⽼者假期、僱員⽀援計劃及津貼等，⽀援在職或在學護⽼

者。

 3 參考資歷架構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勵企業及政府部⾨認可護⽼者在照
顧過程中學習的技能，讓他們有機會應⽤於相關的受薪⼯作上。

在職及在學護⽼者同時擔任僱員或學⽣及護⽼者的⻆⾊，⻑時間的兼顧容易

令在職或在學護⽼者⾝⼼疲累。為應付沉重的照顧⼯作，部分護⽼者更需要

離職或停學，繼⽽失去經濟能⼒及個⼈發展的機會，亦對個⼈⽣涯規劃造成

⻑遠影響。護⽼者友善的⼯作、學習及⽣活環境能有效紓緩護⽼者壓⼒，同

時避免⼈才流失，⻑遠對社會整體有正⾯效果。

發展⽅向

推動僱主制訂護⽼者友善的⼈⼒資源政策及措施。      
推動政府作為最⼤的僱主制訂護⽼者友善的⼈⼒資源政策及措施，以作榜

樣。

   
具體倡議項⽬

202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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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笑芬⼥⼠ 

樓瑋群博⼠

⿈耀明⼥⼠

梁贊權博⼠

陳頌皓⼥⼠ 
周惠萍⼥⼠

⿈禮財先⽣

⿈翠恩⼥⼠ 
唐彩瑩⼥⼠

李晴芳⼥⼠

⿈培⿓先⽣

社會服務總監(社會服務部)

總監

總監(安⽼服務)
⾼級督導主任

副總幹事

總監(持續照顧、國際及中國項⽬)
服務總監

服務總監(社會服務部)
服務總監(⻑者照顧 - 家居及社區照顧)
社⼯

⾼級經理(持續照顧服務)

救世軍

⾹港⼤學秀圃⽼年研究中⼼

⾹港中國婦⼥會

⾹港明愛

⾹港基督教服務處

⾹港復康會

⾹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救世軍

聖雅各福群會

召集⼈

委員

召集⼈

委員

蕭穎⼥⼠

邱綺雯⼥⼠

李蔭國先⽣

樓瑋群博⼠

⿈耀明⼥⼠

劉港⽣先⽣

⿈愛球⼥⼠

陳頌皓⼥⼠ 
周惠萍⼥⼠

⿈禮財先⽣

林錦利⼥⼠

唐彩瑩⼥⼠

李晴芳⼥⼠

⿈培⿓先⽣

服務總監(⻑者綜合服務)
總經理(⻑者服務)
安⽼服務部部⾨主管

總監

總監(安⽼服務)
⾼級督導主任

社會⼯作顧問

副總幹事

總監(持續照顧、國際及中國項⽬)
服務總監

服務總監(⻑者服務)
服務總監(⻑者照顧 - 家居及社區照顧)
社⼯

⾼級經理(持續照顧服務)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救世軍

鄰舍輔導會

⾹港⼤學秀圃⽼年研究中⼼

⾹港中國婦⼥會

⾹港明愛

⾹港家庭福利會

⾹港基督教服務處

⾹港復康會

⾹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救世軍

聖雅各福群會

（按機構筆劃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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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廈13樓
電話：(852) 2864 2929
傳真：(852) 2865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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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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