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流金頌」培訓計劃 

CTP001：健康老齡化及代際關係之凝聚 
 
 

公眾講座（五）：提高長者的社會融合與社區參與 



講座內容 
1. 社會融合與社區參與跟健康老齡化之間

的關係 
• 社會融合的意義 
• 社區參與的意義 
• 兩者與健康老齡化的關係 

2.   提升長者的社會融合與社區參與的方法 
• 透過態度轉變 
• 透過社會服務及策略 
• 透過社區資源 
• 透過社會政策 



遊戲 
《社會融合,由食開始》 



短片 
《亞視新聞：長者不懂用電話預約門診服務》 



社會融合的意義 



社會融合的意義 

社會融合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或不
同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 
 
根據目前社會學的研究，社會融合包括那幾個層面
還沒有一致的觀點。 
 
但有數個層面是值得留意的： 
心理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經濟融合。 
 



短片 
《亞視新聞：應主動接觸「隱閉長者」》 



態度是社會融合 
的基礎 

社會人士對長者的態度 長者對社會人士的態度 



短片 
《亞視新聞：長者開始適應使銀行櫃員機》 



社區參與的意義 



社區參與的意義 
因為社區與個人息息相關，社區的公共事務需要每
個居民來關心及處理。所以，社區參與是指個人投
入於關心及處理所住社區的各種公共事務。 



社會融合與社區參與
與健康老齡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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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健康老齡化？ 



健康老齡化：注重健康 

• 範疇包括：身體、認知、情緒、社會、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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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齡化：充滿生產力 

• 對家庭或社會，長者是機會、答案、資源、資產 
• 長者擔當很多有價值的角色，對社會、經濟及文
化帶來很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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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齡化：充滿活躍 

• 根據個人的興趣、能力及需要而持續參與社會、
經濟、文化、靈性及公共事務等多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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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齡化：充滿創意 

•  利用創意思想發掘意料之外的歡樂 
• 創意令人充滿生命力與滿足、連結與聯系、寬大
及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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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長者的社會融合
與社區參與的方法 

透過態度轉變 



一般社會人士 
對長者的負面態度 
來自對長者或老年 

的錯誤觀念 



錯誤觀念(1) 體弱多病 

年老便必然會體弱多病 



真相 (1) 問題來自疾病, 並非年老 

慢性疾病在長者較為常見，但亦並非必然，事實上
很多被認為是年老的象徵 
 
例如手震、駝背、甩牙等，均由於疾病而非年老就
必然出現的。 



真相 (1) 長者可以維持健康 

很多研究亦指出，長者若能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常做適合的運動、飲食均衡、戒煙少酒、維持適中
體重、保持心境開朗，對於預防或控制一些慢性疾
病、維持或改善身體功能，都有莫大幫助。 



錯誤觀念 (2) 需要被照顧 

年老就會行動不便，不能自我照顧，要依賴他人，
甚至要入住老人院。 



真相 (2) 多數能夠照顧自己 

一般只有約5%-10%長者在日常生活上需要他人照
顧，大部份65歲以上的長者均能獨立和自我照顧，
當中不少更擔當著照料家人的任務。 



真相 (2) 多數仍然活躍於社區 

在香港的長者當中只有約5%住在安老院舍；絕大
部份的長者仍活躍於社區中。 



真相 (2) 運動能維持體力水平 

雖然長者的體力會隨著年老而減弱，但如果能經常
做適當的運動，長者仍能保持充沛體力。 



真相 (2) 訓練與輔助器具可改善生活 

長者即使身體因退化或疾病而影響到活動能力， 
 
如果能得到適當的訓練和使用合適的輔助器具，活
動和自我照顧的能力是可以改善的。 



錯誤觀念 (3) 會無記性甚至癡呆 

年紀大了就會無記性、腦部功能下降，甚至「老年
癡呆」。  



真相 (3) 多動腦筋能保持記憶力 

在老化過程中，記憶力衰退的情況因人而異，亦會
受個人的健康情況、生活習慣、教育程度等影響。 
 
研究亦指出，常動腦筋，多思考的長者較能保持良
好記憶力。 



錯誤觀念 (4) 疏離社會及孤獨終老 

年老就會疏離社會，孤獨終老。 



真相 (4) 多數與家人保持親密關係 

雖然家庭趨於核心化，大部份長者仍和家人、親友
保持親密的關係。 
 
若未能與長者同住，家人亦可主動與長者聯絡以表
關懷，亦有助維持良好的關係。 



真相 (4) 可參與更多社交活動 

長者亦可以主動參與更多社交活動，結交朋友，擴
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錯誤觀念 (5) 對社會沒有貢獻 

年老便沒有能力再貢獻社會。 



真相 (5) 很多長者仍頭腦靈活 

雖然長者的身體機能漸漸退化，但每人老化的速度
都不同，不少過八十歲的長者仍精神奕奕、頭腦靈
活、健步如飛。 



真相 (5) 可以繼續貢獻社會 

另外，長者擁有豐富的經驗，是社會寶貴的資源，
仍然可以「老有所用」。長者在社會的角色應該重
新塑造，使他們繼續貢獻社會。 



錯誤觀念 (6) 沒有性方面的需要 

長者沒有（也不應該有）性需要，而且不少長者亦
有性功能問題。 



真相 (6) 仍渴望及享受性生活 

不少調查指出，很多長者對性仍感興趣、亦渴望享
受性生活、希望能得到情感上的滿足和親密關係。 



真相 (6) 良好伴侶溝通或輔助十分重要 

長者即使在晚年出現自然的性能力退化，但若能與
伴侶在心靈上有良好的溝通，及在性生活上互相配
合，加上適當的輔助以改善性功能問題，亦可擁有
滿意的性生活。 



錯誤觀念 (7) 失去學習能力 

年紀大了就會失去學習能力。  



真相 (7) 學習能力仍然存在 

雖然長者的學習能力會受到個人的健康狀況、過往
經驗和學習動機及興趣所影響，但研究和經驗都顯
示，長者的學習能力並不比年輕時低。 



真相 (7) 保持學習興趣 

長者應對學習保持興趣，亦不必介意向較自己年輕
的人請教，以開放的態度看事物，實行「活到老，
學到老」。  



錯誤觀念 (8) 多數是頑固及執著 

長者都是頑固和執著的。 



真相 (8) 因未能適應改變而會情緒化 

成年之後，除在特殊的情況下，人的性格很少會改
變，但人的思想、情緒和行為均受到生活壓力及身
體狀況等因素影響。 
 
長者要面對角色轉變、身體功能衰退等問題，若長
者未能適應，又不找人協助，就較容易會有情緒化
的表現。 



錯誤觀念 (9) 不能改善健康 

年老便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改善健康。 



真相 (9) 戒煙能夠改善健康 

研究指出，就算是吸煙超過20年以上的人士，戒
煙1至5年後患上心臟病和肺癌的機會可減少一半。 



長者對一般社會人士 
的負面態度 

來自對一般社會人士 
的錯誤觀念 



錯誤觀念 (1) 社會人士對長者無興趣 

無人有興趣聆聽或知道他們的感受 



真相 (1) 很多人士對長者有興趣 

很多人士，包括長者家人或護老工作者，都有興趣
聆聽或知道長者的感受。 



錯誤觀念 (2) 長者意見是過時的 

一般社會人士認為長者的意見是過時的。 



真相 (2) 長者累積了很多寶貴的智慧 

很多人士都相信及認同長者的意見，尤其是很多長
者在過去的人生裡都累積了很多寶貴的人生智慧。 



提供更多有關長者及 
年老方面的公眾教育 



為長者提供持續教育
或學習的機會 



提升長者的社會融合
與社區參與的方法 
透過社會服務及策略 



短片 
《亞視新聞-長期病患者接受培訓重投社會》 



提升長者的社會融合
與社區參與的方法 

透過社區資源 



公共設施的規劃與管理 

如：居住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地區議會、居民大
會等。 



投入於社區的環保活動 

如：自願或非牟利機構的各種回收工作，如衣服、
廢紙、膠樽、鋁礶等。 



參與社區聯誼的活動 
 
如：各類宗親會、由各種機構、政黨或政府舉辦的
居民節日餐聚或旅行等。 



參與有組織的社區組織 
 
如：各區的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機構、地區的宗
教組織、地區的政黨等。 



支持社區事務的各種需要 

居民出錢或出力支持各種社區事務的需要、鼓勵區
內所認識的其他居民加入支持的行列、尋求區外其
他人士的經濟贊助等。 



提升長者的社會融合
與社區參與的方法 

透過社會政策 



政府和企業 
應如何改善 

長者就業情況 



善用長者經驗 
肯定長者對社會的貢獻，工商界應善用退休員工的
豐富經驗和知識，以不同形式聘用長者。 



善用長者經驗 
政府應推出專責促進長者就業的支援計劃，使有能
力及意願工作的長者得以繼續發揮工作才能。 



促進長者創業 
鼓勵長者持續發揮工作才能，籌組創業行動，例如
組織合作社，讓不同學歷及技術的長者都可參與，
非政府機構在當中亦可擔任促進者角色。 



促進長者創業 
鼓勵金融界為長者提供信貸服務，讓長者在籌組業
務時獲得信貸，解決融資問題。  



就業環境 
鼓勵靈活工作，推動企業實行延長工作年限政策，
採取彈性的退休計劃，例如在「正式退休」後，仍
以不同形式（全職、合約、兼職、半職）繼續為公
司工作，讓長者由減少工作時間開始逐漸過度至退
休。 



就業環境 
當政府及企業向長者推行自願退休計劃時，考慮年
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會遇到比年輕同事更多
的不利情況，如福利被剝削，或者失去工作。 



就業環境 
工作間內推動職安意識，提高和促進年長員工的職
業安全意識，以維持他們的工作能力及得到保障。 



就業環境 
檢討 60 歲或以上人士的勞工保險政策，讓僱主可
符合勞工法例聘用長者，並為長者提供適當保障。 



肯定長者及護老者的貢獻 
嘉許長者擔任義工的奉獻精神，向公眾宣揚長者的
付出。 



肯定長者及護老者的貢獻 
對於默默在家庭中擔當照顧者的人士，更需予以肯
定，充分認同他們在履行無償的家庭崗位之貢獻。 



肯定長者及護老者的貢獻 
訂立長遠的支援護老者方案，並善用他們照顧長者
的實戰經驗，為長期護理服務提供有質素的人力資
源。 



與長者就業有關的服務 
希望喚起社會各界對長者工作之關注，並呼籲工商
界聘用長者，提供就業機會，讓有需要的長者獲得
更多生活選擇，豐盛愉快的晚年，並希望將這個信
息帶到社區每一角落。 



講座結束 
多謝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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