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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學子開
九月學，要負責管接

年母親確診患上認知障礙
在2008
症後，黃英惜（Angie）就從工作

在最困難的時間，Angie 認識了
義工 David，能操潮州話的他上門探
上全身而退，回家照顧母親，直至母 訪同鄉的母親，令一直抗拒到中心接
親入住老人院，Angie 才可以鬆一口 受服務的母親願意打開家的大門，感
氣，並有空間關心在長期壓力下， 受別人關懷及接受一些認知訓練。
身、心勞累的自己。
「David 是義工，年紀比我大，初認
識他時，縱使他的身體不算太好，
但仍堅持跑步，由 10 碼，到半
碼，後來我知道他已完成全碼了。
他給的深刻印象是又玩得，又幫
人，漸漸地他就成為我人生的楷
模，我想自己的人生也要學像他
這樣活得有意思。」Angie 回想那
時片段說。
（右）積極參與不同活動，不但
• ANGIE
Angie 由全職工作到全職照
令自己體力更勝從前，亦得已重拾自
顧者，全天候照顧母親，由飲食、
信。
個人衛生、健康、醫療、心理、

關懷社區
◆諾 恆

◆ 李翊駿

殘疾人士從年輕到老年時期，就
業率遠比一般康健人士為低。年
紀越大，從事經濟活動的機會越
少。他們的貧窮率較一般身心健
康人士為高，暮年生活困苦者亦
多於常人，依賴社會支援維生的
機會高於一般長者 。《 香港殘疾
人士貧窮情況報告 》同時指出，

— 黃英惜

短評

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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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入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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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了。為數眾多照顧殘疾長者
的年邁雙親在此階段 ， 多感徬
徨，以其年限快到，恐遺下殘疾
兒女無人照顧。
香港政府目前缺乏針對性
政策，應付這些具特殊背景殘疾
長者的晚年身心社會需要。社會
福利署只按一般做法，盡量為這
些人士提供老
有所屬和持續
照顧的社區照
顧服務 ， 支援
他們留在家園
生活 。 然而當
照顧其日常生
活需要的父母
百年歸老後，誰來照顧他們呢？
此時此際 ， 安排他們入住
安老院舍是其中適當的選擇之
一。可惜特殊的和一般性的安老
院舍需求大，僧多粥少，排期需
時。政府若不盡早制訂針對性策
略，應付這些失去年邁父母照顧
殘疾長者之所需，只怕引來社會
不安。

感恩遇到人生的啟模

65

政府的經濟援助實際有效減低這
些白首殘疾人士的貧窮百分率。
殘疾長者的特質是從年幼
到年老 ， 貧窮率高 、 教育程度
低 、 就業率差 、 收入不穩 、 自
顧能力弱。留在家中生活的殘疾
人士均需家人照顧，照顧者不少
為雙親。當這些殘疾人士踏入花
甲之年，照顧的雙親亦已是耄耋

管送的公公婆婆又回覆了正常的生活
行程，孫兒女上學時間，可以去買餸
及打理家務，他們一放學，就是打仗
的開始。
在工作上，接觸很多老友記又或
剛從職場退下的人士，各人都有不同
的故事，從他們身上也有很多啟發。
在臉書中看到認識的幾位 60 多歲的退
休人士，參加 CAT WALK（貓步，
即模特兒展示穿上新穎時裝 ），當中
曾聽他們一位說自己沒信心站在眾人
前說話，見到那麼多人看著自己，會
腳軟。如今，走貓步，是不用說話，
又可給自己機會嘗試新東西，妙極！
另有表演天份奇高的女士，連拍劇的
導演也認為她有上鏡天份，可是，她
談從前怕被人笑而沒有參與任何話劇
及歌唱活動，現在一把年紀，認為更
不想 「攪咁多野 」，平日自娛或只跟
親朋唱歌玩樂。
從不同人身上，看到不同的生活
取態，兩個老友記的例子，前者生活

多了姿彩，日常時間一定要作出不同
安排，伴侶及家人反應等都需要考慮；
後者，可以維持恆常生活模式，自己
感到沒有一丁點損失，樂於自我陶醉
或與親朋分享，不一定要站上台階受
人矚目。兩者的生活態度，沒有那一
方比那一方好，而是要明白自己，也
聽聽別人，再作決定和選擇。
最近讀陳美齡一本書，她早年在
史丹福大學完成教育系博士課程，三
個兒子也考上這所在本年度全球排名
第三的世界級學府。看她的書，不是
打算要把子女送上史丹福，而是大家
同為母親的角色，對子女成長，我想
了解下她的理論及想法，同一件事
情，有很多角度去思考，她的考慮及
見解是甚麼呢？當然大家有很多不
同，從她身上，有那些是可取之處，
值得參考及學習。在整理自己的價值
觀及生活情況下，轉化為適合自己的
一套。
身處人群中，細
心聆聽多思考，必為
生活帶來更多啟發。

香

◆ 謝文慧

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在 2014
年 月發表了第 號 ， 題
為《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的
專題報告書。內中統計數字分明
見到殘疾人士受惠於目前良好的
社會、經濟和醫療技術發展，普
遍延長了壽命。從前少有殘疾人
士能活到退休年齡，今天卻大有
人在 。 殘疾人士
踏入老年後面對
的問題明顯與一
般長者有異。
一般身心健
康良好長者退休
後 ， 有生活過得
愜意者 、 有過得
鬱悶者、有過得艱難者，不一而
足。陷入貧困境地者亦不少。殘
疾長者也有此現象。然而其境況
良好者，卻屬鳳毛麟角。根據政
府統計處在同年出版的《 香港殘
疾 人 士 貧 窮 情 況 報 告 》， 在
名（佔整體人口的 7.4%
）
499,000
在家生活的殘疾人士中，近六成
為 歲或以上長者。這些男女

編者的話

處處都有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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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安全等等都一手包辦，壓力之
大，旁人不會明白。Angie 表示每個
人都要面對自己的生活，特別對長期
照顧長者的照顧者來說，隨時面對年
老父母的離開。為提升自己的正能
量，她閒來就以種植小盆栽來減壓，
她說看著生命的成長和收成，令自己
充滿朝氣和快樂。
Angie 體力上經常透支，結果坐
骨神經痛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之後對
自己的體力更失去信心，就在這時，
她又再次想起 David，「當時心想，
他可以跑馬拉松，做運動，我也應該
可以的。」後來，Angie 踏出人生的
第一步，參加各樣不同的活動，包括
歷奇（當中亦有一些高結構的活動）、
拉闊假期（到韓國體驗農耕工作 ）及

泰拳班等等。經過一段段的練習日
子，Angie 體力得以恢復，亦重拾自
信，及後更參加了教導長者做運動的
大使活動，成為今天的黃教練。
Angie 感恩地分享，「現在母親
在老人院得到照顧，除了定時探訪
外，我希望可以運用專長，為長者做
一些實際又到位的義務工作。透過上
課、練習及考核，現在我會上門教長
者做運動。有次我拍下長者做運動的
片段，鼓勵她跟子孫分享，後來她的
女兒告知婆孫兩人對做運動、減肥等
引發很多話題，婆婆很開心，我也感
到很快樂和滿足。我相信生命影響生
命，從前 David 影響了我，我也希
望感染別人，大家可以擁有更美好的
人生。」

「星級導師 」分 享 生 活 智 慧

戰後嬰
隨著「
兒潮一代 」

漸漸進入退休年齡，針對高學歷年
青長者的服務需求大增，傳統長者
服務亦要來個大革新，以回應這群
第三齡人士的需要和期望。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福利協會）
「第三齡人
士教育發展」團隊亦與時並進，設計
不同創新及多元化的課程，並加強
課程的專業度，以吸引一班剛退休
的人士參與，讓他們善用餘暇，正
如本年度推出的全新「星級導師」課
程系列。

本土「星級導師」

究竟什麼是「星級導師」課程？

福利協會助理總幹事岑家雄作了詳盡 『長者活動也可以是新潮、型格、專
介紹：「此計劃邀請 12 名城中名人 業的！』。」
及資深傳媒人組成『星級導師團 』，
實踐「無牆教學」
未來日子「星級導師 」計劃將
按他們不同的專長推出不同的課題，
內容包羅萬有，例如已安排分享的 繼續走出中心，於不同區舉行座談
有黎燕珊的『女人當自強』及倪秉郎 會：資深藝人梁舜燕女士將於 10 月
（地點：
談太極養生。此外，亦邀請了粵劇 20 日與長者暢談「儀容修養」
名伶蓋鳴暉介紹粵劇的特色、醫師 九龍沙田坳道 6 號香港聖公會聖十架
；廟街歌王尹光先生將於 11 月
翁月華與觀眾分享自然療法等。其 堂 ）
他嘉賓包括︰石修、尹光、柳影虹、 11 日與歌迷們分享地道流行曲的創
梁舜燕、李曾超群、黃韻材、陳敏 作（ 地 點 ： 九 龍 灣 宏 照 道 3 8 號
；
兒及盧世昌。我們期望此計劃可以 Megabox 12 樓 2-20 室通利演藝廳）
透過各導師的專業分享吸引退休人士 知名藝人陳敏兒女士將於 12 月 16
（地點：
參與，亦旨在改變社會對長者的固 日分享如何培養「喜樂的心」
有觀感，推動長者服務的全新概念： 灣仔堅尼地道 112 號聖雅各堂）。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18
3717 與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黃凱鳴姑娘聯絡。

• 星級導師（右起 ）盧世昌、梁舜
燕、陳敏兒、翁月華和倪秉郎齊
齊出席「星級導師計劃」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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