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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會長吳鼐成醫生

吳鼐成醫生(右二)與香港老年學會委員。

歷任會長回顧專訪 創會群英譜

吳鼐成醫生自1975年開始，在九龍瑪嘉烈醫院任老人科主診醫生，參與

成立瑪嘉烈醫院老人專科病房，並在1988年晉升為老人科顧問醫生；直

至1994年12月因移民加拿大而離職。吳醫生於1999 年回港後繼續從事

老人專科服務和擔任多個機構之老人科榮譽顧問；，目前是基督教靈實

醫務協會的老人科顧問，並兼任基督教靈實醫院老人科榮譽顧問。吳醫

生亦參與各大學和機構之老人科學術講座；並發表不少論文及報告。

今年適值香港老年學會學會銀禧誌慶，作為創會先鋒之一的吳醫生，欣

然與我們分享其個人體驗及對本會的期望。

憑著一腔關懷長者之熱忱，吳醫生一貫

積極地推廣老年服務。他覺得跟隨著老

人科醫生在1981年成立了老人科醫學

會，業界仍缺乏一個平台；讓服務老人

的各個專業人士及照顧者互相交流及學

習。吳有容醫生在1986年創立的香港老

年學會由後，正好可著當此一角色。吳

鼐成醫生受邀加入為香港老年學會會委

員會，與各位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向同

一目標進發，加強關注意長者各樣之需

求，尤其在健康照顧上，希望為老人健

康盡一點力。

吳醫生在1988年擔任副會長，同年接任

會長，在任期間積極參與檢討安老服務

政策，尤其關注老人的醫療需要。由於

他因同時兼顧老人科醫學會及老年學會

兩個學會之工作，個人不希望由醫生主

導兩個組織，所以做了一年便卸任會長

一職。吳醫生覺得難忘的是各參與的委

員及會員都有一顆熱誠的人和衝勁。

吳醫生回顧在任期間(1988-1990)，正值

老年學會的幼年期，所以他的宗旨是大

前提下需先鞏固學會會務，推廣學會，

吸納更多有心人入會。當年各有心人士多

是在工餘時間開會、出錢出力當義工。

回顧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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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展望未來會務望

吳醫生認為老年學會過去集中培訓專

業人員和照顧者，但缺乏對長者本身

的關注；例如瞭解到身體隨年齡的變

化、怎樣正面地應付健康的衰退、明

瞭定期身體檢查的重要、與家人的溝

通、如何打發空閒的時間、男士退休

需的面對的問題、老人如何為自己增

值、如何使”未來人生”活得有意義

等等，目前都做得不足夠，此方面有

加 強 之 空 間 。 此 外 ， 吳 醫 生 冀 望 香

港老年學會除了在學術上作出的貢獻

外，可就社會責任角度，成為一股「

政治壓力，為長者謀取福利、權益及 

被認同。

吳鼐成醫生是一位公認敦厚，慈愛和非

常有經驗的老人科醫生，深獲同儕尊

敬。筆者於此特別感謝吳醫生惠寄資

料，和我們分享與香港老年學會的因緣

及道述近況。

—完—
吳醫生在晚會上發言。

吳鼐成醫生(右一)出席本會20週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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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有容醫生是香港老年學會首屆會長。25年時光彈指過，且聽他分享當

年創會之經歷，細說舊日足跡。

香港老年學會之成立緣起自世界衛生組織的老年工作小組會議。世界衛生組織於1980

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召開首屆亞太區區際老年學工作小組會議。會議採用閉門會議形

式，當時共有12個國家參與，而吳醫生是代表屬於東亞區的香港出席會議。與會者需

代表其國家或地區代表需報告所屬地之背景及安老服務計劃。當年會議之主席是一位

泰國醫生，吳醫生與印度的代表則擔任秘書長；負責整理大會報告。吳醫生其後亦代

表香港出席在馬尼拉及福岡舉行之第二次與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創會緣起時

世界衛生組織於1981年在馬尼拉召開老年工作小組會議。

首任會長吳有容醫生

吳有容醫生是香港之代表。

國際老年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力倡透過多元專業協作以

提供整全之安老服務。吳醫生說香港早於1981年成立了老人科醫學會，惟會員全是

醫生。有見及此，吳醫生與數位定期在社聯會址晤談老年服務之同道合力籌組老年學

會，冀望藉此與國際接軌，促進交流。

香港老年學會於1986年成立，推選吳有容醫生出任首屆會長。學會其中一項使命是促

進香港與外國接軌及交流，向一些國家發展中之安老服務借鏡。吳醫生說環顧同區國

家；香港之發展其實不算落後。同區之日本在安老服務方面發展相較迅速，惜因受語

文所限，有礙溝通。當年時任亞太區老年學會主席之 Gary Andrew 教授認為香港在這

方面應可多出一分力，與其他地區分享心得。

歷任會長回顧專訪 創會群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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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二三事

來日之啟示

吳醫生難忘立會過程。創會之初約共有

10位會員，由於人手有限，吳醫生與同

業利用工餘時間處理籌備事宜。由於沒

有固定會址，瑪嘉烈醫院遂成為開會’

聚腳點’。尤幸有不少有心人出錢出

力；集資分擔註冊費用及一般支出，更

分頭透過電話招募會員，充分體現「齊

心事成」之精神，令作為會長的吳醫生

感動不已。吳醫生亦記得學會與昔日的

香港醫院事務署時有「拗撬」，許是觀

點或理念存在差異之故。雖然吳醫生在

任只是短短兩年，已為學會打好基石，

貢獻良多。

香港老年學會25年來朝著培訓人才，

促進與外界接觸之目標前進。學會路向    

確，現階段可說是達成既定目標，並加

入了國際老年學會成為會員。香港老年

學會已與香港老人科醫學會合力出版亞

洲老年學雜誌，建議可進一步與亞太區

老年科雜誌掛鉤，擴闊溝通平台，彼此

增進溝通及互相借鏡，辦好老年服務。 

吳醫生讚許學會舉辦之多元化課程涵蓋

甚廣，彰顯香港老年學會之特色。

吳醫生寄語老年學會之長遠目標是加強對

政府安老政策之影響力。學會應有能力集

結了不同背景人士對政策之意見，回應

香港政府安老政策作之餘，更應主動「發

聲」，提出建議。老年學會宜在安老事務

委員會謀取一個當然席位以維持聯繫及反

映意見。

吳醫生認為學會在不同專業之間及多元專業化方面仍有發展空間，例如推選他其他專

業人士出任會長，使在代表性上有所突破，促進會員互動及衝擊力。吳醫生建議可在

會章上註明會長之任期及連任限期，讓多些同事參與會務；有謂新人新思維，各自有

不同之發揮，應有助推動會務。

吳醫生與兩位繼任會長在晚會上合切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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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吳有容醫生被尊稱為香港第一代老人科專科醫生，可證諸於其診所掛著之照片。細看時

任老人科顧問的吳醫生與高足們在瑪嘉烈醫院之大合照，發現有不少醫生如今正是掌管

老人科的舵手哩!

感謝吳醫生與我們分享歷史及創會體驗，以及對學會之支持和勉勵。

吳有容醫生在香港老年20週年晚宴任主講嘉賓。

梁醫生在中學的階段已對生物衰老產生濃厚的興趣，並在醫學院一年級

時候接觸到有關香港一些老人科的發展。於一九七七年認識來自聖雅各

福群會的黎秀姬女士，獲邀請為「松柏之聲」撰寫老人健康的文章，亦

因此拜訪了吳有容醫生數次，對香港老人科的服務有深入的了解，亦引

發起畢業後從事老人科的想法。從此與老人服務結下不解之緣。

參與老年學會的工作

梁醫生與香港老年學會結下不解緣。

現任會長梁萬福醫生

自香港老年學會於一九八六年創會時梁醫生已經參與為會員；因為較有興趣從事

長者的研究，而當時香港老年學會的委員希望學會能推動本港的老年學研究，希

望可以創辦一份學術刊物，所以獲得當時的委員李仁昌醫生邀請創辦香港老年學

報，並當上學報的總編輯，亦因此結識了一批來自不同界別的老年學術研究人

士，共同推動學報的出版，最終創刊號如期於一九八七年面世了，亦成為亞洲地

區的先驅。梁醫生其後並參與為學會的委員，但初期的主要工作為教育及出版方面。

歷任會長回顧專訪 創會群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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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醫生在參與學會過往二十五年的工作

當中，可以將學會的發展分為三個主要

階段。

第一階段是開始的五年，主要以專業學

會的定位以推廣老年學在專業人士的認

識，所以主力的工作在研究會、工作坊

及出版為主；亦為香港老年學會的未來

發展建立穩固的基礎。

第二階段是繼後的十年，在這階段香港

老年學會加緊了與國際老年學組織的聯

繫及一起工作，組織香港安老服務專業

人士及學者參與不同的國際會議，並組

織到國內、星加坡及台灣的訪問及交

流。學會亦著力關注本港的安老服務，

向政府及有關部門提供專業的見解。學

會亦開始每年舉辦週年學術會議，推動

多專業的共同學術研究及交流。香港的

老年學發展受到國際的確認，並成功申

辦第五屆亞洲大洋洲會議於香港舉行；

有關會議最終於一九九五年於本港舉行

了，會議的總參與人數達一千二百人及

來自多達三十三國家，亦創造了這國際

會議歷來最多人數參加的一次，再一次

証明香港在亞洲地區的老年學方面的重

要角色。

第三階段是最近的十年，亦是香港老人

人口進入急速增長的階段，各種醫療及

社會服務需求急速地增加。社會上的訴

求亦不斷地提昇，私營安老院舍亦急速

增加，引起社會對院舍質素的關注，及

長者的生活質素的要求。香港老年學會

在開始的十五年建立了穩定的基礎後，

這最近的十年就是以學會的所長去服務

本港的長者及安老服務，而老年學會有

關安老服務的見解亦很多時候得到政府

的接納。

在社會福利署鼓勵下香港老年學會在公元二OOO年成立香港老年學學院，並於翌年得

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提供三年的資助建立一個具規模的訓練學院，學會亦開始

有全職專業員工。經過十年的工作香港老年學學院得到業界的確認，為社會褔利署、

雇員再培訓局、技能提升計劃、各社福機構、私營院舍、澳門政府及國內院舍提供培

訓課程。學會於三年前遷址到尖沙咀亦令更多人方便參加訓練課程。

於亞洲大洋洲老年學會上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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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香港--1998年率團往新加坡交流及訪問。

2005年訪問澳門，加強彼此日後合作。 頒發證書與第一屆評審員訓練課程(2006年)畢業生。

2011年應邀訪問廣東省南海福利中心。

香港老年學會亦積極推動世界華人地區

長期照護會議，由二OO二年在香港舉辦

第一屆後今年已是第八屆，規模亦愈來

愈成熟。

香港老年學會的成立於一九八六年是証

明了創會元老的遠見，使本港能為亞洲

地區的老年學先鋒，做福本港長者。未

來二十年是亞洲人口老化的高峰期，寄

望老年學會能繼承創會的精神；為長者

創造美好生活。　

展望未來

香港老年學會亦一直關注香港的安老服

務質素，在二OO二年至二OO四年得

到政府獎券基金的資助為本港進行了香

港安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計劃成

功地於兩年內完成了三十九間院舍的評

審，計劃報告亦於二OO四年完成，並

得到社會福利署、衛生福利局、安老事

務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確認

及接納有關推行院舍評審的方法及自願

參與的評審制度。香港老年學會亦於二

OO五年獨力承擔開展香港安老院舍評審

計劃，梁醫生很高興由先導計劃至現在

已有超過一百間院舍申請及成功通過評

審以提高服務質素，証明有關標準及評

審並不是遙不可及。有關計劃的發展及

繼續的普及更可推動本港安老院舍的質

素。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更於二OO

八年獲得國際認可達國際水平。有關計

劃更推展到澳門，現在更有國內、星加

坡、馬來西亞在商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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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洪濤先生(Peter)是資深的社會

服務工作者及醫療服務系統管理

人。他於1978年負笈夏威夷，

攻 讀 公 共 衛 生 服 務 碩 士 課 程 ，

主修老年學；可以說是香港老年

學先鋒之一。他曾在聖雅各福群

會、耆康會及流金頌等等機構服

務。Peter曾在香港理工大學任

教；於培育後進之餘，致力有關

社會服務與醫療服務體系之學術

研究。

首任秘書長陳洪濤先生

Peter於醫療服務系統管理方面之

經驗源於加拿大。自1987年舉家

移民加拿大後，Peter獲溫哥華市

的烈治文全科醫院聘任為Peter之

經理；於長期照護，Peter，出

院計劃，病人輔導及健康輔導，

質素及風險管理方面取得豐富經

驗。旅居加國期間，Peter與香港

社福界之聯繫不斷；於Peter年獲

香港衛生福利局邀請參與製訂長

者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並與社福

界同工合作著書以推動社會服務

質素標準。Peter說在過去工作生

涯規劃中，有三分一時間從事社

會服務；三分二時間負責醫療服

務管理。

香港老年學會創會至今已屆25

年，我們邀請其中一位創會元老

Peter ”想當年”一番。

創會緣起

Peter說當年來自香港醫療界及社福界長

者服務之代表如吳有容醫生、鄭錦雄先

生等定期在社會服務聯會之會面，探討

與香港安老服務有關事宜。這群志同道

合之士預感香港人口日漸老化，老年人

面臨之問題漸增，應適時開始做一些功

夫，這想法遂成為成立香港老年學會之

構思。創辦學會工作主力由二位醫生及

二位社會工作者負責。Peter是首任秘

書，親歷當年與創會成員們凡事親力親

為的時光。1986年創會之初只得約10位

來自不同界別的會員，當年學會並無經

費，籌會成員需自掏腰包繳交社團註冊

費。創會同年，Peter與鄭錦雄先生(本會

第二任會長)和當時之理工學院社會科學

部門合作培訓老年服務社工。

陳洪濤先生(左一)及鄭錦雄先生(右一)與培訓課程師生合照。

歷任會長回顧專訪 創會群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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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展望 後記

陳、鄭兩家合家歡

Peter離港期間及回流後仍不時參與學

會活動，對學會之發展及業績予以正面

肯定。展望未來，Peter指出學會於研

究及教育方面需因應轉變中的安老服務

需要，提供較前瞻性的培訓，如慢性

病、長期照護，個案管理、臨終期照顧

以至長者理財知識等等，推進及需具名

更。Peter建議「安老院舍評審計畫」應

該成立為獨立組織，集焦安老院舍的服

務質素。此外，Peter寄望指出學會加強

其倡導者之角色，透過社區參與，提議

及評論相關政策及現象，加強其於香港

安老服務政策之影響力。

鄭錦雄先生與Peter先後移居加國，兩家

庭時有往還，共享親子之樂。鄭錦雄先

生現居多倫多市，而Peter則穿梭港加，

香港與溫哥華市”聲音兩邊走”。

Peter之經歷及經驗多采多姿，未能盡

錄。可敬的是其終身學習不倦的精神，

我們期待分享他修畢香港大學博士學位

課程的喜悅。

回顧創會路

周永新教授是社福界之資深工作者。除了在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任教，

周教授在70年代已開始關心老人服務；在80年代初更積極參與政府安

老服務政策檢討，極力倡議養老，敬老和愛老；並與陳炳麟先生合作為

「松柏之聲」撰稿。周教授在1982年參加聯合國在維也納舉行之「世

界關注老人大會」，代表東方發展中地區發言。周教授致力學術研究，

發表了不少有關孝道及社會保障方面之研究報告及著作。

前任會長周永新教授

周 教 授 是 香 港 老 年 學 會 創 會 先 鋒 之

一。80年代中，一班從事安老服務之

同工如醫生及為社工等常定期在社聯開

會；如鄭錦雄先生，吳有容醫生，文慧

堅女士等等。周教授與吳有容醫生等同

道對老人服務之理念相近，開始籌備組

會工作。於1986年創立了香港老年學

會，由吳與有容醫生膺任首屆會長。周

教授回想學會成立初期，一群志同道合

之專業人事增加了分享護老經驗的機

會，給予有關當局對制訂安老政策之意

見，各執行委員會同事可謂出錢出力，不

介意四出在大學或醫院借出之地方開會。

周永新教授在1990年至1991年接任為本

會第五任會長。他的理念是希望香港老

年學會可以對外接軌。在任會長期間，

因著培訓之適切性，開始舉辦長者服務

課程。由於當時未有會址，舉辦課程每

每需向醫院、大學或社福機構如社聯、

小童群益會及青年會等商借課室。因學

會沒有固定收入，大多數課程講者都是

由委員以義務性質授課，至學會經費漸

趨穩定後才有能力聘請兼職文員及藉研

究助理襄助會務。 周教授因公職繁多，

做了一年多會長便退位讓賢。周教授很

懷念當年各人同心協力之可貴精神，亦

難忘其在任期間，攝合了李翊駿教授和

夫人一段美滿姻緣。

香港老年學會在1995年成功舉辦了亞洲

及大洋洲區老年學研討會，接待逾千來

自世界各地之參加者。周教授為老年學

會在創會區區數年便獲國際認同及成就

而感到驕傲。 

歷任會長回顧專訪 創會群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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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員以義務性質授課，至學會經費漸趨穩定後才有能力聘請兼職文員及藉研究助理

襄助會務。周教授因公職繁多，做了一年多會長便退位讓賢。周教授很懷念當年各人

同心協力之可貴精神，亦難忘其在任期間，攝合了李翊駿教授和夫人一段美滿姻緣。

香港老年學會在1995年成功舉辦了亞洲及大洋洲區老年學研討會，接待逾千來自世界

各地之參加者。 周教授為老年學會在創會區區數年便獲國際認同及成就而感到驕傲。

展望成長途

周永新會長與1990-1991年度委員合照。

周教授在第五亞洲/大洋洲區老年學研討會上演講。

香港老年學會其後持續發展，由刊製會

訊至發行亞洲老年學及醫學雜誌，贊助

國際性會議，首辦安老院舍評審計劃等

等，會務蒸蒸日上。他語重心長地說出

以下對學會的期望：

1 吸引多些多元專業人士加入學會

2 舉辦多一些有老年服務課程，提升 

 護老者質素及穩固學會之經濟來源

3 香港老年學會會務推廣努力以赴， 

 與更民間團體合作，以加強支援長 

 者之需要

4 增加進口有關老問題之研究，加強 

 公眾教育.

周教授認為現時學會的院舍評審計劃，

有機會提升老人院舍服務質素，遺憾的

是目前仍未得到政府配合；政府於此方

面之支援不足。若政府的認可性增加，

可藉評審計劃為條件；若院舍未能符合

標準，社會福利署可限制該院舍之營

運，相信能讓院舍提高警覺。此外，學

會要加強爭取參與制定老人政策及制度

之機會，加強學會的權力，提出多些建

設性建議與有制定關老人政策之機構。

希望能有政府支持及與之成為合作伙

伴，使學會更上一層樓，吸引多些有心

人入會，共同關心長者問題，更要準備

新血與及預備有心人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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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新教授在本會20週年晚宴喜遇舊雨新知。

周永新教授在週年晚宴上演講。

後記

周教授熱心老人服務，關注弱勢社群之保障，相關著作和文章無

數。筆者特別感謝周教授撥冗接受我們「話家常」式的訪問。訪

問期間適值「關愛基金」之籌募備受大眾關注；只見周教授既要

接待在辦公室外等候的電視台之記者，同時需要內接聽不少垂詢

意見的電話。都說周教授在社會福利界擁有崇高之地位，信焉。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
計劃」5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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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香港老年學會正式成立

由一群熱心安老服務的安老服務
的專業人士成立香港老年學會

1989
成為國際老年學會會員

里程碑

1987
香港老年學報創刊

1995
舉辦第五屆亞洲/大洋洲老年學會議

1997
上海老齡問題國際研討會

香港代表抵達上海,機場與接機者合照留念

1993
廣州交流活動

香港老年學會首次踏足祖國與廣州
同業作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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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香港老年學院開幕暨十五週年記念

老年學會委員與各主禮嘉賓在藍田會址合照

2002
舉辦第一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顧會議

精英雲集香港會場一同討論
及交流長者長期照顧服務發展及趨向

2000
成立香港老年學學院

2005
開展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得到行內熱烈支持，
各評審委員會及顧問合照

2006
與香港老人科醫學會合作出版
《亞洲老年學及醫學雜誌》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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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週年慶祝活動

2006
為澳門特區政府進行一系列
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之研究

2006
舉辦國際長者高峰會

2008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獲得

「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ISQua”的「評審標準」認證

2008
出版《安老院舍醫護專業服務手冊》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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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設立香港護老者支援中心

高級職業治療師向各使用者介紹各用具之使用方法

2009
搬遷到尖沙咀新會址

2010
與救世軍合辦香港安老院舍

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2010
蘇洲南京交流團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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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出版《長者及殘障人士個案管理手冊》

2010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

5週年慶祝活動

2011
25週年慶祝活動

2011
為順德區樂從鎮進行長者居家養老服務示範點顧問服務計劃

香港老年學會總監與佛山市順德區樂
從鎮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居副股長進行簽約儀式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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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年學學院十週年回顧

香港老年學會一直致力推動香港安老服務

的發展及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學會有見

於本港人口老化的加速及社會上對護老知

識需求的殷切，於2000年11月正式成立

了香港老年學學院，為從事安老服務的同

工提供專門的專業培訓課程，學院至今已

舉辦1,000多項培訓課程，為超過20,000

位學員提供專業之安老服務培訓。

香港老年學學院於2001年獲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於九龍藍田設立會

址。並於2009年本會再獲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及和富社會企業贊助設立及

搬遷到位於九龍尖沙咀的新會址，改名

為「香港老年學學院-和富訓練中心」。

回顧學院十年，我們一直努力推動老年

學培訓水平。本學院為各類安老服務工

作人員包括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社會工

作者、保健員、個人照顧員及家居護老者

等，提供各種專業及非專業的培訓課程。

為了提升教學質素，學院的教師團隊由資

深醫生、護士、復康及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等組成，課程內容結合理論及實例示範，

務求學員能在日常護老過程中學以致用。

本會曾舉辦不同類型之研討會、講座、

訓練班、工作坊、本港及世界性研討

會。同時，與不同機構合辦在職培訓課

程給其員工進修：救世軍港澳軍區、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明愛、香港家庭

福利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基督教家

庭服務中心、東華三院、保良局、嗇色

園、仁愛堂等等。此外，更獲得社會福

利署、香港賽馬會、僱員再培訓局、安

老事務委員會等撥款，開辦不同類形的

訓練課程。 

學院至今已舉辦1,000多項培訓課程，為超過20,000位學員提供專業之安老服務培訓。而本學院曾舉辦的課程列出如下：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 ． 保健員文憑課程 ．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證書課程
全日制就業掛鉤 ． 醫院健康服務助理證書課程 ． 起居照顧員訓練課程

安老照顧業技能提升計劃 ． 安老照顧基礎訓練 ． 安老照顧護理技巧增修

  ． 長者心理衛生及常見精神病的護理 ． 社區及安老院舍護理技巧

  ． 失禁處理及傷口護理 ． 老年痴呆症護理

  ． 長者復康治療技巧 ． 安老服務溝通技巧

  ． 安老院舍常見的意外及處理 ． 長者嚴重急性疾病、傳染病預防、控制及護理

  ． 應用的醫學詞彙及藥物的認識 ． 長者常見的精神問題及處理

  ． 安老院舍優質服務及管理 ． 長者活動帶領技巧

社會福利署 ． Working with Elders with Dementia for Care Staff

  ． Working with Elders with Dementia for Professional Staff

  ． Training Course on Elder Abuse for Care Staff

  ． Working with Elder Abuse Victims and the Abusers for Professional Staff

  ． Training Course on Working with Elders with Emotional/Mental Problems for 
   Care Staff and Health Workers

  ． Training Course on Working with Elders with Emotional/Mental Problems for 
  Professional Staff

  ．  Training Course on Giving Support to the Carers of the Elders

  ．  Training on Stress Management

  ．  for Care Staff working in Elderly Setting

  ．  Workshop on helping older adults with suicidal tendencies

  ． Advanced Skills Training on Safe Manual Handling Operations for Care of
   elderly in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settings

保健員訓練課程 ． 見習保健員訓練課程 ． 保健員訓練課程

  ． 高級保健員訓練課程

老年學專業課程 ． 老年學基礎証書課程 ． 老年學文憑課程

護老者課程

不同專業團體合辦專業進修課程

不同非政府機構合辦度身訂造課程

澳門社會工作局主辦度身訂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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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服務特色�

1.	 豐富辦學經驗 本 會 是 一 所 非 牟 利 的 安 老 服 務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 紮 根 於 香 港 二 十 年 ， 累

  積了寶貴的教學經驗，對安老院舍、社區照顧及護理照顧有深厚的認識，能充份 

  掌握從業員的工作需要、學習需求及工作環境，從而設計及提供適切訓練課程， 

  提升其工作技巧，改善業界服務質素。

2.	 精裝筆記，完善課程指引 學院有完善的課程指引、嚴謹的導師守則、精裝筆記及課程評估制度。更會嚴格遵守撥

  款機構的指引，不斷改良教學方法，定期整理筆記，增加學員的學習興趣及吸收能力。

3.	 持續課程質素改善 學院一向重視教學質素，著重持續質素改善，經常定期舉辦導師分享教學會議，檢討教

  學方法及進度，跟進學員評估意見，改良教學質素。

4.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課程， 學院設有執行委員會及管理委員會監察本會運作，而課程發展委員會更會負
	 監察教學質素 責審核課程，提供方向性指導，檢視課程，監察教學質素，評估學員學習需要、設計最

  新課程。部份委員現擔任教學、行政管理醫護工作，有些更是公營機構的顧問，對 

  業界有深厚認識。此外，他們更會擔任導師或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本會導師行列。

5. 	 提供持續及深造課程 學院的服務宗旨是提供持續教育，鼓勵業界從業員持續進修，除舉辦初階及入門安老服

  務課程給不同職級及不同專業外，亦舉辦深造班及進修課程給業界不同專業人士，提供 

  持續進修渠道，鼓勵終身學習。

6. 	 強大導師網絡 學院設有強大的導師網絡，網羅不同專業人士參與培訓工作，培育人材。三十多位導師

  的人際關係網絡廣闊，如本會課程有增加，他們可以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成為本會 

  導師。他們大部份來自不同公營醫院、社區老人服務單位、安老院舍、大專院校、護理 

  訓練學院等，故其工作經驗廣闊，對安老照顧業有深入認識，可提升同業工作技巧。

7. 	 提供職業治療師 學院聘用職業治療師擔任教學工作，並且提供免費購買復康用品諮詢服務給學員，解答
	 購買復康用品諮詢服務 學員對長者康復的疑問。

8. 	 會員人數眾多，通訊網絡強大 本會會員人數眾多，有600多名會員及50多名機構會員。此外，本會網絡團體眾多，

  本會經常聯系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非政府機構、全港700多間資助及私營安老院 

  舍、報館等不同機構，透過出版課程單張、半年年刊及郵寄宣傳物品給會員及不同團 

  體，可傳遞此課程資料及掌握業界最新發展。

9.		 訓練物資齊備，參考書籍眾多： 學院訓練設備齊全，教材充裕，訓練空間廣闊，環境優美，交通方便。此外，本

  會已添置約值二十多萬港元的教科書本、視聽教具及人體模型，讓導師使用、進 

  修及更新教學資料。末來，更會公開圖書資源給學員使用。

經過十年的培訓經驗，	 1.  繼續發展現有的培訓課程 2.  開拓天老年學專業文憑及証書課程

學院未來發展： 3.  開辦中國及海外訓練課程 4.  為非政府機構及社會福利署開辦度身訂造課程

 

香港面對急劇的人口老齡化，根據香港

政府統計處於2010年的人口推算，65歲

或以上人士佔總人口的百分比，將會由

2009年的13%，增加到2039年的28%。  

隨著人口結構性的轉變，市民對長者社

區支援服務及安老院舍服務的需求將持

續增長。根據海外經驗，65歲或以上的

人士當中有1-5.5%需要住院照顧。安老

院舍服務質素備受社會人士的關注，香

港政府就安老服務行業制定不同的條例

及措施監察服務質素，但這些監察仍然

不足以確保安老院舍服務質素。 

香港老年學會始於2002至2004年，獲獎

券基金撥款，進行為期兩年的「香港安

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目的是制

定安老服務質素之標準、評估院舍護理

成效、推廣持續質素改善的理念。  並於

2005年3月，在社會褔利署及衛生福利

及食物局支持下，正式推出「香港安老

院舍評審計劃」為全港安老院舍設立的

一個自願性參與的評審計劃，目的是協

助院舍提昇服務質素。參與「香港安老

院舍評審計劃」的院舍須先建立院舍內

部評核及員工培訓等機制，然後接受由

專業評審員進行的實地評審，評審員來

自香港安老服務界的資深人士，包括：

醫生、護士、社工、職業治療師及物理

治療師等。在評審的過程中，評審員以

專業的眼光及知識，根據40項客觀的

評審標準，全面核實院舍服務的質素，

並提出改善的建議和跟進建議的執行情

況。  院舍參與評審的周期為五年，第一

年作全面的評審，第二年至第五年分別

就需要改善的項目及個別評審標準進行

覆審，期望透過持續的監察，確保安老

院舍能保持一定質素。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5 年回顧

「評審標準」主要範疇包括：院舍管

治、環境衛生及安全、設備、服務流

程及照顧過程、資料管理與溝通等。

於2008年5月獲得「國際健康照護品質

協會」“ISQua”的「評審標準」認證。

是次得到國際的認證，除提昇「香港安

老院舍評審計劃」的質素外，亦確立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在推動優質

安老院舍服務方面，得到國際機構的認

受性。  當本港的安老院舍在參與及完

成「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的評審而

獲得通過，這些院舍都能達到合適的水

平。  長者及家人在選擇有關院舍時候亦

可以更安心。

由全港首間護理安老於2005年9月成功

通過「評審計劃」評審認證；及至2010

年9月的五年期間，全港已有超過80多間

院舍包括津助及私營安老院參與「先導

計劃」和「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評

審認證。2010年11月，澳門一所安老院

舍亦成功通過「評審計劃」評審認證，

此標誌著「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跨

出香港，為境外華人社會提供安老院舍

評審服務；2011年12月，「香港安老院

舍評審計劃」將為深圳一所安老院進行

評審，這種種成績不祗顯示「香港安老

院舍評審計劃」的成功，更顯示香港、

澳門及祖國等地越來越重視安老院舍的

服務水平，實為耄耋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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