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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外展培訓服務系列 

 
 認知障礙症系列 - 對象: 護老者 

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01 認識認知障礙症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講解認知障礙症發病原因、症狀及不同藥物及非藥物治

療方法。 

職業治療師/護士 1 $1200 

CT02 認知障礙症的藥物治療、常見副作用及處理手法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介紹認知障礙症的藥物，其副作用及解決方法。 

護士 1 $1200 

CT03 應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名額: 100 

講解認知障礙症患者出現不同行為及情緒問題的原因、探討合適的解

決方法。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04 互動健腦操 

-名額: 100 

簡介健腦操於提升腦力，減緩腦退化的原理，在小組中引導參加者體驗

多元化的肢體協調健腦操運動。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05 記憶加油站 

-名額: 100 

簡介圖象化記憶原理，引導參加者實習聯想記憶，故事記憶法等，以提

升參加者的記憶技巧及想像力，強健腦筋。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06 家居多感官刺激訓練 

-名額: 100 

教授運用簡單物資，在家中為長者提供視，聽，嗅，觸覺等多感官刺激

訓練，提升體弱長者對外界刺激之反應。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07 

◇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日常運動訓練 

-名額: 100 

講解認知障礙症患者可以在家中進行，能保持自我照顧能力及防跌

的日常運動。 

物理治療師 1.5 $900 

CT08 音樂治療與認知障礙症工作坊 

-名額:8-10 

以小組形式進行工作坊，音樂治療師會利用各種簡單的樂器讓參加

者感受音樂，從而透過節奏，帶領技巧及心理輔導，改善認知障礙

症狀。 

音樂治療師 1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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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者服務系列-對象:護老者 

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09 長者的營養需要 

-名額: 100 

了解長者的基本營養需要、長者營養過剩或過少的健康問題，並會教

導幾道有營菜式供老友記參考。 

護士 1 $1200 

CT10 安全家居好安心 

-名額: 100 

講解常見家居陷阱, 減低長者在家中跌倒及受傷的方法、家居改裝

的注意事項等。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11 扶抱轉移技巧訓練 

-名額: 100 

教授常見的扶抱轉移及助行技巧，及介紹合用的輔助工具如轉移板，搬

扶腰帶。 

職業治療師 1.5 $1800 

CT12 輪椅多面睇 

-名額: 100 

簡介不同款式之輪椅及其特定用途(如:家用特輕輪椅，大輪及小輪輪

椅，電動輪椅等)，使用之注意事項及扶抱轉移需知等。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13 柏金遜症復康及輔助工具 

-名額: 100 

簡介柏金遜症患者的特徵，訓練重點及適用之輔助工具(如:防抖匙，雷

射光助行器)。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14 身體減壓法寶 

-名額: 100 

講解減壓復康用品如:多功能電動床，氣墊床，座墊及合適運動的配合

能如何幫助體弱長者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環及姿勢，讓身體受壓點減壓，

預防壓瘡。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15 約束點用好? 

-名額: 100 

為了家中長者的安全及照顧上的便利，約束物品(如:防撕片褲，流動桌

板，約束手套等)有時需大派上場。治療師將講解使用需知及其他有效

方法的配合。 

職業治療師 1 $1200 

CT16 

◇ 

防跌你要知 

-名額: 100 

講解跌倒常見原因及如何減低跌到的傷害，示範增強下肢肌力及平衡

的訓練。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17 

◇ 

肩頸減痛好容易 

-名額:50 

以工作坊形式講解日常出現肩痛的原因以及教導護老者減低肩頸的

動作。 

物理治療師 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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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18 

◇ 

減痛從日常生活開始 

-名額:50 

以工作坊形式講解日常生活中引致痛症的原因及錯誤姿勢，以及教授

護老者如何透過改善姿勢及伸展運動等減低痛症出現。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19 

# 

關顧天使 – 與護老者談生死 

-名額:30 

用生命回顧元素，討論何時與被照顧者討論生死，處理未了心願。探 

討後事安排，如殯儀程序，殮葬方法。 

社工 2 節 

(每節2

小時) 

 

共4小時 

$3200 

 

CT20 

◇ 

良好姿勢與脊椎健康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教授如何保持良好姿勢與維持脊椎健康

的日常習慣及居家運動。 

物理治療師 1.5 $900 

CT21 

◇ 

了解腰背痛和自我管理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講解腰背痛成因、預防方法和如何處

理腰背痛。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22 

◇ 

了解膝關節疼痛和自我管理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講解膝關節成因、預防方法和如何處

理腰背痛。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23 

◇ 

了解關節炎和自我管理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講解不同關節炎成因、分辨方法、自

我管理技巧和如何處理腰背痛。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24                                                                                                                                                                                                                                                 認識腸胃病及大腸癌預防方法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探討各類常見腸胃病的成因及預防方法，並會介紹政府的 

大腸癌篩查計劃。 

護士 1 $1200 

CT25 了解三高及血管疾病 

-名額: 100 

利用擬人法和故事的方式，解釋何謂三高、三高帶來的健康問題以及

對血管的影響，最終故事的主角生死與否由觀眾決定。 

護士 1 $1200 

CT26 如何預防骨質疏鬆及解決關節問題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了解骨質疏鬆及關節問題的成因、風險、改善方法。 

護士 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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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27 傷口護理及防止壓瘡處理 

-名額:100 

教導傷口護理的基本原則及醫療用品的種類，亦會示範清洗傷口的

方法。並簡述壓瘡的種類，成因及預防方法。 

護士 1.5 $1800 

CT28 家用急救處理 

-名額: 100 

以講座形式探討常見家居意外，包括：流鼻血、燒傷、頭暈、外傷

出血、跌倒。 

護士 1 $1200 

CT29 骨質密度檢查 

-名額: 最多30 

會提供骨質密度測試，在場護士亦會分析測試結果並提供飲食及運動建

議。 

護士 3 $2400 

CT30 主題驗身計劃 

-名額: 15人為一節，上限30人 

抗疫在家多月，運動量一定會比可外出的日子少，令身體的新陳代謝率

減慢，導致脂肪積聚，最終容易引起肥胖、糖尿、心血管等疾病。此活

動可以讓參加者定期進行檢身，盡早了解自己的健康。 

計劃包括：檢驗血糖、血壓、血脂、骨質密度，並由護士解釋結果。 

護士 1節 

(每節3

小時) 

$2400 

CT31 觀眼知風及腦動力計劃 

-名額:15-30 

以拍攝眼底(視網膜)影像分析個人患上中風或認知障礙風險，並有護士

即場作基本身體檢查(包括血糖及骨質密度測試)。 

專業同工 4 每人$550 

CT32 「同理．護理」深度遊 -體驗活動 

-名額：12-32 

讓護老者體驗體弱長者的家居生活障礙、中風後的生活障礙、認知障礙

症患者及的生活、視障患者的困難、使用輪椅的日常、穿著約束及院舍

生活等，促成護老者對生命、服務等的反思。 

*此活動需在本中心舉行，不設外展服務 

護士 2-2.5 每人$120 

CT33 

 

“護”航旅行團 

-名額：100 

以講座形式講解旅行中需要攜帶的藥物及急救用品，並了解現時世界各

區的主要疾病及預防方法，減少旅行途中的擔憂。 

護士 1 $1200 

CT34 

# 

在職護老者加油站-自選1個主題 

-名額：50 

以講座形式分享及交流如何善用及申請長期護理服務、離院支援服務及

自負盈虧家居服務等，以協助在職護老者快速掌握現時的支援服務、善

用多元化資源，盡可能維持「照顧不離職」。 

主題1：長期護理服務 

主題2：離院支援服務 

主題3：自負盈虧家居服務 

社工 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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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35 

# 

新手照顧學堂_護老者的溝通與自我關懷 

-名額：100 

本工作坊以護老者的角度出發，提醒護老者需要兼顧照顧長者及照顧自

己，透過關懷自己以減低護老壓力。 

社工 1 $1200 

CT36 軟餐制作示範 

-名額：5-100 

對有吞嚥困難的長者來說，要好好進食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是「食餐

好」？慶幸現時有軟餐的推出，可以重新塑造食物的原型，又可以給予

有吞嚥困難的長者食用，重拾長者對食的興趣！課堂中導師會親自示範

指定菜式，參加者更有機會品嘗軟餐的味道。 

備註：舉辦單位需自行準備食材 

護士 1 $1200 

中風服務系列-對象:護老者 

CT37 認識中風 

-名額:100 

講解中風種類、成因及治療方法。 

職業治療師/ 物

理治療師 
1 $1200 

CT38 

◇ 

了解個人中風風險的方法 

--名額:100 

以講座形式進行講解檢查中風風險的方法和如何減低中風風險的生活

習慣。 

物理治療師 1 $600 

CT39 中風手部復康及自理訓練 

-名額: 100 

講解中風對手部機能的影響，教授相關的手部復康運動及合適的輔助

工具。 

職業治療師 1.5 $1800 

CT40 

◇ 

中風下肢復康運動 

-名額:100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教授中風患者下肢復康的家居運動。 

物理治療師 1.5 $900 

CT41 

◇ 

中風平衡及肌力訓練運動 

-名額:10-15 

以講座形式教授，配合示範，教授中風患者平衡及肌力的家居運動。 

物理治療師 1.5 $900 

CT42 中風照顧技巧 

-名額:10-15 

講解照顧中風病人日常注意事項、輔助工具使用及照顧技巧。 

職業治療師/ 

護士/物理治療

師 

1.5 $1800 

CT43 預防再中風 

-名額:100 

講解中風的成因及如何預防再中風。 

職業治療師/ 

護士/物理治療

師 

1 $1200 

CT44 如何與中風患者溝通 

-名額:100 

了解中風人士的溝通困難，並以小組形式體驗中風人士有口難言

之苦。最後會探討與中風人士溝通的十大原則及技巧。 

護士/ 社工 1 $1200 



 

 

更新日期：2022年11月23日 

6 
 

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T45 音樂治療與中風康復工作坊 

-名額:8-10 

以小組形式進行工作坊，音樂治療師會利用各種簡單的樂器讓參加者

感受音樂，從而透過節奏，帶領技巧及心理輔導。 

音樂治療師 1 $1600 

CT46 

#  

中風後的社區支援 

-名額:100 

善用社區資源-醫院日間康復中心、 老人科日間醫院、 長者離院綜合

服務、嚴重殘疾人士家居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社工 1 $1200 

CT47 

# 

在不同復康的階段，如何給予中風康復者及其護老者適切的援助 

-名額:100 

幫助護老者為中風家人準備出院,包括家居安全評估，短暫住宿服務,選

購步行輔助器，掌握照顧技巧，申請基金，出院後跟進 (例如：覆診、

食藥指引)，並思考如何重整家庭角色。 

社工 1 $1200 

 

CT48 

# 

中風後的自我照顧 

-名額:100 

講解護老者如何因應中風康復者的能力更改照顧計劃，從而提升護老者

對照顧中風家人的技巧和中風康復者自我照顧的能力。 

社工 1 $1200 

 

 護老者精神健康系列-對象:護老者 

CT49 音樂舒壓工作坊 

-名額：8-10 

在音樂治療師的指導下，透過聽音樂、即興創作旋律、大合唱等，去抒

發內心情緒以及減輕長者的壓力。 

音樂治療師 1 $1600 

CT50 頌缽舒壓療癒工作坊 

名額：10-15人 

透過頌缽沉穩的音頻，帶領護老者進入放鬆的狀態，緩解生活壓力，並

提升自我覺察力。 

*此活動不設外展，舉辦地點只限於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頌缽療癒師 1 $1200 

 關顧身心靈工作坊-對象:護老者 

CW01 日本和諧粉彩快樂體驗 

-名額:8 

和諧粉彩主要是以手指粘著彩色粉末在畫紙上揉揉抹抹，畫上簡易的 

構圖和線條，再加上粉彩獨特的柔和與半透明質感，繪畫過程中能

帶來平靜心靈﹑抒減壓力的效果。 

和諧粉彩正指

導師 

2 $2400 

CW02 園藝治療減壓小組 （自行選擇4個園藝活動） 

-名額:8-15 

透過園藝活動促進人與植物的接觸與相處，轉移注意力、觀察大自然

規律及豐富其日常生活，從而達致療癒效益；以桌上園藝活動為主，

包括但不僅限於：播種、扦插、分株、水苔球、多肉木盒、玻璃微景

觀、碟古巴貼鐵桶、陶盆風鈴、香囊、花藝等。 

園藝治療師 4節 

(每節1.5

小時) 

 

共6小時 

$4200 

材料費另

議 

 

CW03 有營有素同樂會小組 （自行選擇4個休閒小食） 

-名額：8-15 

通過體驗食物原本的美感、示範老少皆宜的休閒小食，從而建立健康

均衡的飲食習慣，豐富日常生活元素。 

開胃小食篇：酸蘿蔔、酸青瓜、酸子姜、酸洋蔥等； 

超級食物篇：奇亞籽、亞麻籽、藜麥、鷹嘴豆等； 

彩虹吃譜篇：淮山紫薯餅、七彩豆皮卷、繽紛紫菜卷、 

居家防疫篇：家居時蔬、食材管理、防疫特飲、桌上美學等。 

社工&園藝治療

師 

4節 

(每節1.5

小時) 

 

共6小時 

$4200 

材料費另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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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CW04 香薰治療按摩油調配工作坊 

名額：5-20人 

香薰治療是指從天然植物中，攝取有獨特香味而又有治療價值的植物

精華，用作提升健康之用。每位護老者者可親自調配一枝10ml的香薰

按摩油。參加的護老者請衡量個人身體狀況是適合所參與的活動。 

 

工作坊可選擇以下1個主題： 

主題1：提升好心情 

主題2：護老減壓妙方 

主題3：輕鬆睡得好 

主題4：痛症管理：肌肉痛篇 

主題5：痛症管理：關節痛篇 

社工&香薰治療

師 

1 $1200 

材料費另

議 

 

認知障礙症系列-對象:前線同工/專業同工/義工 

TW01 認識認知障礙症 

-名額:5-30 

以講座形式講解認知障礙症的原因、症狀及現時的治療方法。 

護士/職業治療

師 
1 $1200 

TW02 如何和認知障礙症患者溝通 

-名額: 5-30 

講解與認知障礙症患者常見的溝通問題及如何改善溝通技巧。 

護士/職業治療

師 
1 $1200 

TW03 安全家居好安心 

-名額: 100 

講解常見家居陷阱, 減低長者在家中跌倒及受傷的方法、家居改裝的注

意事項等。 

職業治療師 1 $1200 

TW04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訓練課程 

-名額:5-30 

本課程旨在讓同工認識認知障礙症治療及簡介常見評估工具。 

職業治療師 1.5 $1800 

TW05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日常運動訓練 

-名額:5-30 

講解認知障礙症患者可以在家中進行，能保持自我照顧能力及防跌的

日常運動。 

物理治療師 1.5 $1800 

TW06 園藝治療在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的應用  

-名額:5-30 

講解如何面向認知障礙症患者開展園藝活動或園藝治療小組。 

園藝治療師 2.5 $3000 

材料費

另計 



 

 

更新日期：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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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講座題目 講員 時間 

(小時) 

費用 

護老者系列-對象:前線同工/專業同工/義工 

TW07 「同理．護理」深度遊 - 同工體驗活動 

-名額：12-32 

讓同工體驗體弱長者的家居生活障礙、中風後的生活障礙、認知障礙症

患者的生活、視障患者的困難、使用輪椅的日常、穿著約束及院舍生活

等，促成同工對生命、服務等的反思。 

*此活動需在本中心舉行，不設外展服務 

護士 2-2.5 每人$120 

TW08 扶抱轉移技巧訓練 

-名額: 100 

教授常見的扶抱轉移及助行技巧，及介紹合用的輔助工具如轉移板，搬

扶腰帶。 

職業治療師 1.5 $1800 

TW09 軟餐制作示範 

-名額：5-100 

對有吞嚥困難的長者來說，要好好進食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是「食餐

好」？慶幸現時有軟餐的推出，可以重新塑造食物的原型，又可以給予

有吞嚥困難的長者食用，重拾長者對食的興趣！課堂中導師會親自示範

指定菜式，參加者更有機會品嘗軟餐的味道。 

備註：舉辦單位需自行準備食材 

護士 1 $1200 

 關顧身心靈工作坊-對象:前線同工/專業同工/義工 

TW10 日本和諧粉彩快樂體驗 

-名額:8 

和諧粉彩主要是以手指粘著彩色粉末在畫紙上揉揉抹抹，畫上簡易的

構圖和線條，再加上粉彩獨特的柔和與半透明質感，繪畫過程中能帶

來平靜心靈、抒減壓力的效果。 

和諧粉彩正指

導師 

2 $2400 

 

備註： 

1 )課程費用或因個別情況有所調整，價格及服務內容將以本中心正式報價單為實。 

2 )本中心之外展培訓服務系列會不定期作出修改，敬請留意。 

3 )如機構有意選取的題目未有涵蓋於題目內，亦歡迎作個別商討，唯收費會因應情況提供

個別報價。 

4 ) 有#課程，非政府機構(NGO)可享八折優惠。 

5 ) 有◇課程， 只限ZOOM或YOUTUBE形式進行 

6 ) 如上述課程適合以ZOOM或YOUTUBE形式進行，可享半價優惠。 

7) 課程一般以1小時或1.5小時為限，如欲延長或縮短，可於申請時提出， 唯收費會因應情況

提供個別報價。 

8) 如有查詢，可致電 3892 0100 或電郵至 osrscc@caritass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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