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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現時，外傭在不少家庭中擔當著主要護老者的角色。社會福利署(社署)獲獎券基金撥款，在 2018 年推

行為期 18 個月的「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試驗計劃)，以加強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技巧，提高長者

在社區的生活質素，支援長者「居家安老」。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 教授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基本知識和技巧    

� 培訓外傭協助長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減少潛在風險    

� 透過受培訓外傭的照顧和支援，提高長者在社區生活的質素。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對象為已獲聘而現正或將會照顧長者的外傭，合共提供 300 個培訓名額，費用全免。 

� 所有參加試驗計劃的外傭需先獲僱主推薦／允許，其僱主亦需已購買法定要求的僱員補償保險。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社署與衞生署及非政府機構轄下的長者地區中心合作，在灣仔、九龍城及荃灣區推行試驗計劃。 

� 培訓課程於 2018 年第二季至 2019 年第三季舉行。 

� 培訓內容主要有共 11 小時的核心科目，涵蓋常見的護老課題及照顧技巧，亦有四項選修科目，教

授有關照顧認知障礙症及中風長者的技巧。 

� 試驗計劃下各項培訓課程將由衞生署轄下的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等擔任導

師。課程以英語或廣東話主講（如有需要，在課堂上可安排菲律賓、印尼及泰國語傳譯服務。）

講義備有中、英、菲律賓、印尼及泰文版本。 

� 外傭在完成培訓後，會獲頒發出席證書。 

� 為鼓勵外傭參與培訓，長者地區中心將為有需要的長者在其外傭參加培訓時段安排相關的照顧服

務或活動。 

通訊地址： 

督印人：戴秋華      印刷品：500 份 

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護老者泛指泛指泛指泛指為為為為 60606060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照顧的 18181818 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歲或以上人士，，，，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配偶配偶配偶配偶、、、、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外傭外傭外傭外傭、、、、親人親人親人親人、、、、朋友朋友朋友朋友等等等等    

**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無需任何費用，，，，歡迎為歡迎為歡迎為歡迎為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照顧居於元朗區長者長者長者長者之人士親臨中心之人士親臨中心之人士親臨中心之人士親臨中心，，，，向中心向中心向中心向中心社工社工社工社工/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職員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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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培訓內容包括八項核心科目和四項選修科目。 

有興趣的外傭，可在完成核心科目後報讀選修科目。培訓內容如下： 

核心科目(共 11 小時) 

� 長者的餵食及協助長者服用藥物 

� 慎防跌倒 

� 急救 

� 食物衞生及長者膳食安排指南 

� 長者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及警號 

� 協助長者沐浴及長者的口腔護理 

� 生命體徵觀察與技巧:量度血壓、體溫及血糖 

� 安全位置轉移工作坊 

選修科目(每科約 1-2 小時) 

� 認知障礙症長者膳食安排指南 

� 與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 

� 處理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行為及情緒問題 

� 照顧中風患者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對試驗計劃有興趣的僱主和外傭，可直接聯絡本中心職員了解有關計劃。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psfdh/) 

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急救急救急救急救常識常識常識常識    

日期︰1 月 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提高長者及護老者的基本急救知識。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    

日期︰1 月 3、8、10、15、17及 22日(星期二及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小組，讓護老者可以藉此舒緩壓力。 

名額︰6至 8人((((個別個別個別個別邀請邀請邀請邀請))))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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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從失眠到安眠從失眠到安眠從失眠到安眠從失眠到安眠    

日期︰1 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小組，讓護老者可以藉此 

舒緩壓力。 

名額︰6人((((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報名者請準時出席))))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家居安全家居安全家居安全家居安全、、、、預防跌倒的運動預防跌倒的運動預防跌倒的運動預防跌倒的運動」」」」    

日期︰1 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認識家居安全及介紹一些預防跌倒的運動。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元朗區福利辦事處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支援系列之護老支援系列之護老支援系列之護老支援系列之「「「「認知障礙症知多少認知障礙症知多少認知障礙症知多少認知障礙症知多少」」」」((((二二二二))))    

日期︰1 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簡介認知障礙症的成因及特徵。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十十十十))))    

日期︰1 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睡眠健康睡眠健康睡眠健康睡眠健康」」」」    

日期：1 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被照顧者 

內容：講解長期失眠的成因、影響及一些不適當 

的處理方法。同時，亦教授長者如何建立

健康的睡眠習慣。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敬老探訪護老敬老探訪護老敬老探訪護老敬老探訪    

((((此活動由元朗區社會福利署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社會福利署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社會福利署贊助此活動由元朗區社會福利署贊助))))    

日期︰1 月 3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集合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已登記為護老者義工 

內容：於朗屏邨內，探訪護老者家庭，藉此 

表達關懷。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P.4 

 

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壓力處理壓力處理壓力處理壓力處理    ((((一一一一) ) ) ) 認識精神壓力認識精神壓力認識精神壓力認識精神壓力    

日期︰2 月 11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中心活動室(一及二) 

對象︰中心會員 

內容：認識長期壓力對身、心和社交健康的影響及學習 

有效的減壓方法。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護老共聚慶繽紛護老共聚慶繽紛護老共聚慶繽紛護老共聚慶繽紛    

日期︰2 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至 3:3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聚及享用茶點。  

名額：25 人 

費用：$20  

合作機構︰元朗區福利辦事處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1111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新年環保飾物小手作新年環保飾物小手作新年環保飾物小手作新年環保飾物小手作    

日期︰2 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利用利是封製作吊飾。 

名額：10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護老者講座之「「「「認識護老者的壓力認識護老者的壓力認識護老者的壓力認識護老者的壓力」」」」    

日期︰2 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認識護老者的壓力及處理方法。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元朗區福利辦事處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十十十十一一一一))))    

日期︰2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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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舒緩壓力小組((((二二二二))))    

日期︰3 月 5、12、19 及 26 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透過小組，讓護老者可以 

藉此舒緩壓力。 

名額︰10人 

費用︰免費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護老者支援講座﹕﹕﹕﹕壓力處理壓力處理壓力處理壓力處理    ((((四四四四) ) ) ) 壓力與健康生活模式壓力與健康生活模式壓力與健康生活模式壓力與健康生活模式    

日期︰3 月 6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 

內容：練習鬆弛精神的技巧。 

名額︰20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2222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負責職員：余詠虹姑娘 

護老者講座之認識護老者講座之認識護老者講座之認識護老者講座之認識「「「「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    

日期：3 月 2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00 

地點：悅屏樓單位 

對象：護老者/被照顧者 

內容：講解肺結核病的成因、傳播途徑、 

病徵、斷診方法、治療及預防方法。 

名額：25 人 

費用：免費 

合作機構：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3333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護老茶聚鬆一鬆((((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日期︰3 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00 至 4:00 

地點︰悅屏樓廚房 

對象︰護老者 

內容︰與護老者共享茶聚，輕鬆一下。 

名額︰10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3333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負責職員：葉倩娜姑娘 

歡迎照顧歡迎照顧歡迎照顧歡迎照顧 60606060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長者長者長者長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之護老者    

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加入本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