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與健康服務
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負擔的醫療和支援服務，對長者維持健康、獨立和積

齡活大使

極的生活尤其重要。

便利、充足、細心的醫療和支援服務
（攝於疫情前）

「齡活大使」— 社區新動力
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旨在透過擴大健康、參與及保障的機會，令社區結構和
「齡活大使」可利用《長者及年齡

服務能滿足社區持份者、尤其是長者的多元需要，提升生活質素。透過培訓

友善八大範疇檢查表》，了解八大

長者成為「齡活大使」，能加強長者了解及信任自身能力，鼓勵他們發表意

範疇內的各項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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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友善社區。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於 2015-2021 年間，共培訓超過 2,5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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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大使」— 社區新動力

只要對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感興趣，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齡活大使」，推動社區
的長者及年齡友善風氣。「齡活大使」訓練時可以綜合運用「充權 — 參與 — 強
項視角」的社會工作介入模式，令社區持份者更主動參與社區事務，有效能感
及願意推動社區改變（Kam, 2021）：

就算啲隱蔽長者我哋都有上去啲

充權（Empowerment）：

樓層，睇吓有無機會接觸到佢哋
傾下計，（接觸）個層面廣啲。
陳啟森先生（東區）

我哋長者生活需要啲咩，
由我哋長者講出嚟更加
之 好 啦。 因 為 實 在 見 到
個問題，遇到個問題嘛。
陳佩君女士（深水埗區）

充權是目標。參加者在參與過程中既取得服務，更在心理上獲得效能感，對社
區產生歸屬感和樂觀感，並了解及相信自己擁有的權利、義務及限制，更好地
貢獻社區，推動改變（Marmot, 2015）。

參與（Participation）：
參與是達致充權目標的途徑。透過訓練，參加者由被動的參與（即等待安排參
與各類活動），發展至主動參與（即分享自己的觀察、與群體討論、主動提出意
見及籌劃活動）。過程中，參加者可明白箇中限制，提出適切可行的要求。

報咗去參加「齡活大使」，學咗嘢之

強項視角（Strengths perspective）：

後，都會發聲，睇下有咩地方可以改

強項視角是基礎。它提倡活動組織者信任及發掘參加者的能力和長處，令參加

善下，提出要求。雖然我覺得未必有

者感受自己的過人之處，勇於表達意見。

效，但係都希望有人聽到，「齡活大
使」身份俾人認受，可以發多啲聲，
尤其對我哋唔係幾識字嘅長者，係有
幫助㗎。
林芷芳女士（灣仔區）

唔係你一個人 raise out（提出），
人哋會覺得你個意見好重要。你本
身有個（齡活大使）身分去 raise
out（提出）個狀況，就好唔同。
湯潔霞女士（屯門區）
16

「齡活大使」就係幫香港
所有長者，唔淨係自己。

參與

充權

（方法）

（目標）

服務使用者

強項視角
（基礎）

譚淡霜女士（荃灣區）

圖 5：「充權 — 參與 — 強項視角」的社會工作介入模式（Kam, 2021)
資料來源：修改自 Kam, P. K. (2021). From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to an empowerment–participation–
strengths model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51(4): 1425-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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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權 — 參與 — 強項視角的實踐經驗
參與
充權

我哋都要去學習一啲新嘅嘢，

無（齡活大使）身分嘅話，（開例會）我咪聽囉，我聽咋

可以同呢個社會一齊去進步，

嘛，個使命感少左喇。好喇唔係，個姑娘睇到都有啲潛質㗎

一齊去參與。

喎，不如參加我哋呢個長者友善嘅工作小組啦，咁你喺工作小組

鍾曜光先生（油尖旺區）

入面，你有個使命，係會多啲關心（社區事務）。因為我唔係淨係
聽喎，我都有份去推動政策，我有咩意見，我就直接喺度反映俾
你（政府）聽，嗰個身分，就係呢度喇。

參加「齡活大使」個內
容、 包 含 嘅 嘢， 根 本 唔

（齡活大使）要有一個講解能力，俾佢哋（居民）知道，你有呢種
責任，你住喺呢區，你係呢一區嘅一份子，要俾佢知道我係一份

參加係唔知嘅。
譚淡霜女士（荃灣區）

子，即係好、唔好你都係有份。好，你就享受，唔好亦都係受害。
我將睇到、理論、學習、實地嘅帶返去長者中心，幫佢推動呢個
長者友善齡活城市，呢個就係最大嘅得著。
陳鉅庭先生（元朗區）
參加之前，我都唔知道咩係齡活城市。參加
咗之後，覺得都好喎，俾多啲老友記知道。
如果佢哋知道之後，多啲人表達，越多啲人
嘅需求，表達出嚟咪更加好囉，對呢個社會
有幫助。
好似我咁，我有參加呢個活動會做到，如果
「齡活大使」係要推廣俾全齡嘅

人嘅力量就有限嘅，好多嘢資源有

我無參加呢個活動，我梗係自己唔會無端端

人，全齡嘅社會，我哋去改善一

限，時間有限……係好難做到啲咩

去講㗎嘛。

啲嘢，唔係淨係為咗我哋長者，

嘢，呢個係需要一個群體，一個社

係我哋大家共用到嘅嘢。

會嘅動員，先會可以愈來愈好。

趙成球先生（南區）

18

陳佩君女士（深水埗區）

鍾曜光先生（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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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一份愛心、關心、同埋好細心
咁 去 觀 察， 有 同 理 心， 慢 慢 俾 啲

強項視角

耐性去傾，好細心咁好關心佢（長
呢個時間我應該做下義務工作，
希望將我自己仲有嘅能力，盡量
幫吓其他社會有需要嘅人士。
陳啟森先生（東區）

我見到（老友記）對挑戰難
度感到興趣，互相指導，就
會有共同話題，打成一片。
陳惠芬女士（黃大仙區）

者），佢哋感覺到嘅，自然慢慢同
你熟落咗，肯去將自己嘅故事講俾
你聽，同埋有返關心你嗰份心。
陳麗明女士（中西區）

我學多咗啲嘢，我想將我學多咗
嘅嘢話俾其他人聽，我學咗呢啲
呢啲，多咗份責任感同使命感。
譚淡霜女士（荃灣區）

就係要俾佢（長者）知道，我哋唔識字，都
可以影相，點可以做一啲嘢出嚟，點去組織
呢個，最重要就係團體精神，分工合作，唔
好大家分高分低，唔同中心都唔緊要，走埋
一齊大家小團隊，出發點都係為咗想個社區
好，想香港好嘅啫，其實就係咁。
趙成球先生（南區）

（攝於疫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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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大使」的成長階梯
由初步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發展至靈活運用，並可以反思和組織不同意
見，實為不同程度的參與。然而，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變化較大，部份仍需
承擔照顧家人的責任，加上個人能力、意願等差異甚廣，讓長者正確評估自
己的能力和意願，訂立可行和可檢討的成長目標，更有助長者建立信心，在
自己選擇的位置上，貢獻社區（圖 6）。

「齡活大使」角色及責任

「齡活大使」可以按自己的能力、
意願和時間，選擇合適位置，貢獻社區

參與者

1

「齡活大使」

目標
• 對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及八大範疇有基本認識
具體表現 :
• 能就日常生活中與長者
及年齡友善有關的概念
舉例
• 能描述心目中的理想長
者及年齡友善社區。

執行者

2

社區監察者

目標
• 對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有清晰及詳細的認識
• 對社區有歸屬感
具體表現
• 能列舉生活例子說明每
個範疇
• 對社區有歸屬感，並主
動參與提升社區的長者
及年齡友善程度
• 明白自己的權利，並願
意表達對改善社區的意
見
• 明白自身作為「齡活大
使」的責任，權利及義
務
• 能協助機構籌劃長者及
年齡友善活動

圖 6：「齡活大使」的成長階梯
22

「齡活大使」可以在不同層面擔任不同角色，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促導者

3

（攝於疫情前）

參與者

積極參與各項「齡活大使」訓練及地區活動，與社區保持接觸

執行者

催化地區計劃及活動，協助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促導者

鼓勵社區的不同持份者，持續參與地區活動並提出意見，透過
「由下而上」的溝通持續評估地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

「齡活導師」

目標
• 能夠對外說明長者及年
齡友善概念及對社區的
意義
• 能形成自己對社區的看
法，並以可持續發展角
度，以長者及年齡友善
概念為藍本，思考社區
需要改善之處
具體表現
• 籌劃∕積極參與有關長
者及年齡友善議題的活
動∕組織∕小組
• 為新參與的社區持份者
提供長者及年齡友善及
「齡活大使」訓練
• 提出意見，以持續改善
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
• 組織及執行活動，推廣
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參考義務工作發展局於 2014 年出版的《香港義工約章》，「齡活大使」作為
義務工作，其工作的精髓和價值如下：
愛心助人

尊重人性尊嚴

自願參與

責任感、熱誠、理性、誠信、自律、尊重、服務

回答正確資訊

管理自身及組群內的工作，保障私隱

自行評估是否合適參與該服務
任何人士籌劃「齡活大使」訓練及有關活動，需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包括：

機會    可選擇崗位，如：籌劃、執行、評估，其貢獻應獲得肯定
尊重    讓大使感到受尊重，與其他伙伴關係對等，能自由選擇參與及退出
安全    提供安全環境，風險資訊和保險保障
資訊性    提供充足資訊及足夠渠道查閱資訊，並保障參加者私隱
知識／技能及支援     提供培訓，合適裝備及支援
溝通    提供合適渠道反映意見及作出回饋，投訴得到迅速和公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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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大使」的成長階梯
由初步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發展至靈活運用，並可以反思和組織不同意
見，實為不同程度的參與。然而，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變化較大，部份仍需
承擔照顧家人的責任，加上個人能力、意願等差異甚廣，讓長者正確評估自
己的能力和意願，訂立可行和可檢討的成長目標，更有助長者建立信心，在
自己選擇的位置上，貢獻社區（圖 6）。

「齡活大使」角色及責任

「齡活大使」可以按自己的能力、
意願和時間，選擇合適位置，貢獻社區

參與者

1

「齡活大使」

目標
• 對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及八大範疇有基本認識
具體表現 :
• 能就日常生活中與長者
及年齡友善有關的概念
舉例
• 能描述心目中的理想長
者及年齡友善社區。

執行者

2

社區監察者

目標
• 對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有清晰及詳細的認識
• 對社區有歸屬感
具體表現
• 能列舉生活例子說明每
個範疇
• 對社區有歸屬感，並主
動參與提升社區的長者
及年齡友善程度
• 明白自己的權利，並願
意表達對改善社區的意
見
• 明白自身作為「齡活大
使」的責任，權利及義
務
• 能協助機構籌劃長者及
年齡友善活動

圖 6：「齡活大使」的成長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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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大使」可以在不同層面擔任不同角色，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促導者

3

（攝於疫情前）

參與者

積極參與各項「齡活大使」訓練及地區活動，與社區保持接觸

執行者

催化地區計劃及活動，協助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促導者

鼓勵社區的不同持份者，持續參與地區活動並提出意見，透過
「由下而上」的溝通持續評估地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

「齡活導師」

目標
• 能夠對外說明長者及年
齡友善概念及對社區的
意義
• 能形成自己對社區的看
法，並以可持續發展角
度，以長者及年齡友善
概念為藍本，思考社區
需要改善之處
具體表現
• 籌劃∕積極參與有關長
者及年齡友善議題的活
動∕組織∕小組
• 為新參與的社區持份者
提供長者及年齡友善及
「齡活大使」訓練
• 提出意見，以持續改善
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
• 組織及執行活動，推廣
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參考義務工作發展局於 2014 年出版的《香港義工約章》，「齡活大使」作為
義務工作，其工作的精髓和價值如下：
愛心助人

尊重人性尊嚴

自願參與

責任感、熱誠、理性、誠信、自律、尊重、服務

回答正確資訊

管理自身及組群內的工作，保障私隱

自行評估是否合適參與該服務
任何人士籌劃「齡活大使」訓練及有關活動，需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包括：

機會    可選擇崗位，如：籌劃、執行、評估，其貢獻應獲得肯定
尊重    讓大使感到受尊重，與其他伙伴關係對等，能自由選擇參與及退出
安全    提供安全環境，風險資訊和保險保障
資訊性    提供充足資訊及足夠渠道查閱資訊，並保障參加者私隱
知識／技能及支援     提供培訓，合適裝備及支援
溝通    提供合適渠道反映意見及作出回饋，投訴得到迅速和公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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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攻略
體驗式學習模式
體驗式學習理論，認為學習者在體驗和接觸後，透過觀察和反思，能夠總結
經驗並轉化成新的概念，再轉換為知識，最後應用於新的具體經驗。新的體
驗和經歷又會帶來新的反思，學習持續進行、個人不斷提升（圖 7）。反思
是體驗式學習的重要環節，因為經驗並不一定帶來學習，必須經過反思才能
產生學習效果（Kolb, 2015）。
長者及年齡友善雖然是抽象概念，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宜用體驗式學習
模式推廣。本訓練手冊提供程序設計的案例，以「充權 — 參與 — 強項視角」
的社會工作介入手法，運用體驗式學習模式在社區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概念。

圖 7：經驗學習理論

具體經驗
行方法）
（進

（攝於疫情前）

察和 反思
觀

實

踐應用

總結

經驗

資料來源：修改自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from Mcleod, 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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