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制訂建議階段」
工作坊
討論大綱
前言
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已於 2015 年 1 月底完成第一階段，
即「訂定範疇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安老事務委員會參考了顧問團隊所整理
及分析的意見之後，歸納出持份者所關注的六項範疇，進行第二階段 －「制定
建議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進一步和持份者商議及探討可考慮的方案。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主要範圍包括：
一、「長者」的定義及安老服務的目標服務使用者
二、安老服務
 積極樂頤年
 社區支援及照顧服務
 照顧者支援
 住宿照顧服務
 各項安老服務的銜接
 服務質素監管機制
三、人力及培訓問題
四、處所及空間
五、安老服務的可持續融資安排
六、其他課題
 安老服務和其他界別、政策局及部門的銜接
 計劃服務的模式
 資訊科技及訊息發放
 認知障礙症患者服務
 對少數族裔的支援
 善終照顧
安老事務委員會按不同範疇，根據上一階段所得的意見，列舉相關問題，透過
工作坊、研討會等形式，邀請相關的持份者商議具體的方案，作進一步的考慮。

安老服務和其他界別、政策局及部門的銜接
長者往往因健康狀況改變而有不同的護理及社區支援的需要。要發展優質而又
持久的長期護理服務，就必須要顧及長者在醫療、護理／起居照顧和支援的需
要。行政長官在 2014 年的施政報告中，亦有提及整合長者服務的措施，探討以
試點形式設立綜合長者服務中心的可行性，在社區為長者提供一站式、跨專業
的醫護及社會服務1。
現有醫社合作項目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勞工福利局與社會福利署（社署）在 2008 年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合作，以
試驗模式在三個地區推行「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計劃。主要為醫管局轄下
醫院的 60 歲或以上，即將離院但很有可能再次緊急入院的病人（例如患有多種
疾病及／或長期疾病的長者）提供「一條龍」服務。每間參與計劃的醫院都設
有「出院規劃隊伍」（包括醫生、護士、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與由醫
管局委託的非政府機構負責營運的「家居支援隊伍」（由社工及護理員組成）
合作2。服務內容包括出院前規劃、出院後的過渡性復康服務和家居照顧服務；
以及為他們的照顧者提供培訓及支援，減低他們再次緊急入院的風險，讓他們
可以繼續在家中安老。
三個先導計劃的成效評估顯示參加者在參加計劃後，其身體機能及健康方面的
生活質素均有所改善，長者再次緊急入醫院的情況減少，而照顧者的壓力亦顯
著減低。因此，政府由 2011-12 年度起全港推行「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每
年可服務約 33 000 名長者3。
醫管局的長者社區外展服務

社區老人評估服務
根據《安老院規例》第 34 條，安老院應安排註冊醫生定期到訪，為住客檢查身
體、 診症或作跟進治療。醫管局自 1994 年開始成立社區老人評估小組，是一
項以社區為本的老人專科服務，透過外展服務，為居住於資助或私營院舍的長
者提供跨專業的醫療評估和護理。
社區老人評估服務小組／到診醫生到訪院舍的總數已由 1998 年的 52,500 次，
增加至 2010 年的 744,700 次， 增幅達十三倍4。這項服務現時共覆蓋約 64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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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約佔全港九成合適而有需要的安老院舍 5。另外，醫管局會在 201516 年度開始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的服務，以支援居於安老院舍中患有末期疾
病的院友，改善他們的護理質素6。

老人精神科外展服務隊
醫管局透過轄下的老人精神科外展服務隊，提供外展服務予居於安老院舍而患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長者。服務包括制訂治療方案、監察患者的康復進展及覆診。
如有需要，外展服務隊亦會就護理患有各種精神健康問題的長者所需技巧，為
安老院舍的員工提供培訓。目前，老人精神科外展服務涵蓋全港大部分受資助
安老院舍及逾 200 間私營安老院舍。
衛生署提供的長者外展及社區服務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自 1998 年起投入服務，18 區都有設立，為安老院舍及其他
與長者有關的機構的長者及照顧者提供健康教育推廣活動和健康諮詢服務。提
高長者的健康知識和自我照顧能力，以及加強護老者的長者護理的健康知識及
技巧7。社署會定期向衞生署提供全部非資助安老院舍的最新名單。長者健康外
展隊伍會主動為過往較少探訪的非安老院舍舉辦健康推廣活動8,9。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
衛生署於 2010 年 12 月成立了一個由牙科專業、學術 界、病人組織、醫院管理
局的代表，以及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和社 會福利署代表組成的基礎牙科護理
及口腔衛生專責小組，並於 2011 年 4 月開始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為期三年
的長者基礎牙科服務先導計劃，為因體弱多病而無法獲取傳統的牙科護理服務，
居住在安老院舍或使用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提供免費的基礎牙科及口腔護
理外展服務10。 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開始，「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正式成
為恆常化計劃，由衞生署資助及負責監管11。

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
衞生署在 2013 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為期兩年的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
資助一萬名合資格長者進行健康評估。及早識別風險因素（包括生活模式）及
疾病和推廣「康健頤年」的訊息，務求適時和針對性處理風險因素和健康問題12。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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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
安老院舍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自2010年6月起推行，旨在提升
安老院舍及其員工的藥物管理能力。自試驗計劃推行至今，已有約8 830名居於
參與試驗計劃的安老院舍的長者接受服務。截至2015年2月底，到訪藥劑師已為
94間安老院舍進行了6 277次探訪，服務時數為23 542小時，完成9 487次藥物協
調、9 918次藥物覆核，並通過電話答覆196個查詢。政府正檢討試驗計劃的成
效，並會參考檢討結果考慮未來路向。

遙距使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
政府於 2009 年推展一項為期 10 年並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電子健康紀錄計劃，以
開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讓不同的公營及私營醫護提供者（包括安老院舍）
可在取得醫護接受者同意後，互通電子健康紀錄。以改善長者的長期病管理與
預防工作、減少服務重疊，以及更充份善用資源來支援年長病人及其照顧者 13 。
就有關系統在保障資料私隱及系統保安等方面，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電子健
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而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有關條例草案的
條文14。
第一組討論大綱：社會服務及醫療系統的銜接
1. 如何促進跨專業、跨部門及跨界別之間的合作及協調？特別在銜接社會服
務及醫療系統時，以甚麼模式進行最為恰當（包括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
及公營機構，如醫院管理局、衛生署等之間的協調）？具體問題包括：
i. 如何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住宿照顧服務之間的無縫銜接？如何改善為
離院的年長病 人提供 出院後的服務 （包括 「離院長者綜 合支援 計
劃」）？
ii. 如何改善不同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及基層健康服務（如長者健康中心、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普通科門診診所、醫院管理局的社區外展服務及
私人執業醫生等）的協調和銜接？可否設立一個跨部門、跨界別的服
務對象訊息系統？（如加強運用醫管局的電子病歷系統，以改善社區
長者的長期病管理與預防工作，減少長者到醫院覆診的需要？透過社
區支援服務，協助社區長者改善長期病管理？）

13
14

此議題亦在 2015 年 6 月 25 日的小組會議中討論。
2015 年 6 月 19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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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在協助長者在社區生活方面的措施

長者優先配屋計劃
房屋署長者優先配屋計劃讓合資格的長者盡快得到公屋分配。計劃的對象包括
單身的長者及與長者同住的家庭，而長者也可選擇與其他長者一同居住。計劃
下的項目包括：(1) 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鼓勵較年青的家庭照顧年長父母或親
屬；(2)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及(3)共享頤年優先配屋計劃。讓合資格的
長者可比一般家庭申請較早獲得處理。

緊急召援系統
房屋署為符合資格及住在公屋的獨居長者，或所有同住的成員都年滿 60 歲的長
者家庭，提供緊急召援系統安裝津貼15 。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放予合資格的長
者住戶，用以支付安裝緊急召援系統的費用，此特別津貼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2,500 元16。

為長者提供合適的居住環境
目前為長者提供的租住公屋主要有兩類，分別為長者住屋及小型獨立單位：
 長者住屋二及三型單位：長者住屋二及三型單位屬院舍式的公屋，設有 24
小時福利工作員，提供照顧、送院及長者緊急服務。長者住屋二型設計有
共用廚房和廁所設施，而三型設計單位內有獨立廁所，廚房設施則共用。
 小型獨立單位：小型獨立單位屬住宅式設計，供 1 人至 2 人，2 人至 3 人及
輪椅使用者居住，單位內有獨立廚房及浴室，並安裝室外及室內晾衣等設
施及鋪設防滑地磚，部份樓宇裝有消防花灑系統及煙霧／熱力感應系統。
另外，房屋署自 2002 年起在興建新的公共屋邨時採用通用設計17。該設計考慮
到「安全」及「方便使用」等元素，目標是讓住戶在因年老或健康情況轉差而
行動不便時，無需遷出現時的單位，仍可留在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得以
「居家安老」
。

單位改建
房屋署自 1982 年起，開始因應個別住戶的需要，按照其治療師的建議在單位內
進行改建或改裝工程18 。例如：為方便輪椅使用者出入，房屋署會盡量為他們
編配有升降機到達的樓層單位、擴闊門口等。居住單位如需改建，例如：拆除
浴缸並改為淋浴間、在浴室加設扶手及加高露台的地台使與廳房地面齊平等。
房屋署會負擔所涉及的工程費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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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長者則可以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特別津貼安裝緊急召援系統。
勞工及福利局網頁，立法會事務。取自：http://www.lwb.gov.hk/chi/legco/22042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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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的長者使用、減低門檻高度，方便改成斜面以便輪椅通過、於廚房門裝設玻璃嵌板方便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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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委員會網頁。取自：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physically-disabled/index.html

房屋協會長者安居樂住屋
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是 1997 年施政報告承諾推行的一項房屋計劃。目的是為健
康良好及具自理能力的中等收入長者，提供一個額外的住屋選擇。這類住屋結
合住宅康樂設施及醫療護理等支援服務，並按自負盈虧及用者自附的原則運作。
房屋協會於 2003 及 2004 年推出將軍澳的「樂頤居」和佐敦谷的「彩頤居」20。
此外，
「長者樂安居」計劃轄下的樂頤居及彩頤居亦提供暫託服務，讓有需要的
住戶可以間歇性入住位於屋苑低層的護養院。當他們的健康好轉時，便可以返
回自己住所21。

在公共屋邨提供社會福利設施
房屋委員會在規劃新公共屋邨時，會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為提供社
會福利設施的基準，亦會諮詢社會福利署及區議會的意見，盡可能容納福利設
施22。此外，房屋署會定期向社署提供可用作福利用途的空 置公共屋邨非住宅
單位名單，予非政府機構考慮租用作福利用途23。
第二組討論大綱：社會服務和其他如香港房屋協會／房屋署等部門／機關的
銜接
不同界別、部門及單位的服務提供者如何可以更好地共享人力資源、空間、
設施、設備及資訊？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如何可以更好地互通以協助精簡行政
程序，如轉介、用者資料萃取等？若是，應由甚麼單位去擔當這個角色？

香港大學顧問團隊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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