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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趋势，很

多国家均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2008 年人口年龄统

计数字，多达 30 个国家的老龄人口占全

国总人口两成或以上 [1]。其中，日本 60

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29%，欧洲国

家如西班牙、德国及意大利均占 26%[1]。

香港特别行政区现在也正面对着严峻的

人口老化问题。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

数字，2008 年香港 60 岁或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的17%[2]，远高于中国各省的平均

数（12%）[1]。香港政府统计处推算，在

2020 年，香港的老龄人口将高达 26%[2]。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政府已

开始为人口老龄化问题作准备，投放资

源，培训专业团队。为老人提供专门的

医护服务。本文将简述香港的老人科专

科护士的发展史，介绍老人科专科护士

的入职资格及相关培训，及其工作范畴

和职责。最后，我们将探讨老人科专科

护士的未来发展问题。

1 老人科专科护士的发展史

1.1 老人科护士专科培训的起步

香港老人科专科护士的起源，需由

玛嘉烈医院说起。在 1975 年，一批在

英国考取老人科专科资格的医生回香港

执业，深感本港的老人服务不足，尤其

是患病的老人入院后，得不到全面照顾，

于是提出在香港成立老人科病房。1975

年，玛嘉烈医院成立了第一个老人科病

房，医生、护士、社工、职业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等共同为患病的老人提供服

务。同年，两位护士被保送到英国留学，

回港后，她们积极地发展本港的老人科

专科护理服务，举办了多个短期课程或

讲座，提高在职护士对老人科护理的兴

趣。1986 年，第二批护士也被保送到英

国学习老人科专科护理知识、技能。香

港老人科专科护士的发展史如图1所示。

玛嘉烈医院先后设立了两个老人科

病房并成立老人日间医院，专为老人提

供康复服务。老人可以每天早上乘车到日

间医院接受物理治疗，加强康复，到黄

昏时再回家休息。然后在不同地区陆续

设立了老人科专科冶疗团队及老人科病

房。

1.2 建立课程培训

随着老人服务的不断扩展，老人科

专科护士的需求也日渐增加，医院事

务 署 (Hospital Service Department)

在 1994 年正式成立持续护理教育课

程 (Continuing Nursing Education 

Course)，培训更多的老人科专科护士。

该课程包括两周的全日制理论课学习和

8周的临床实习。1999 年，成立专科护

理先导计划，全港委任了12位专科护士，

其中一位是老人科专科护士，另一位是

老人精神科专科护士。由此可见，老人

科专科护理倍受重视。

2 老人科专科护士的入职资格及相关

培训

在老人科专科护理的发展初期，老

人科专科护士多在病房里工作，因此大

多数被挑选出接受专科护士培训的都是

经验丰富的临床护士。在一般情况下，

当普通科护士在内科病房工作了5 年或

5年以上可被护士长（即主任护师）提名，

参加由医院事务署举办的老人科持续护

理教育课程培训。完成训练后，毕业学

员可申请升级为老人专科护士。由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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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举办的持续护理教育课程名额有限

（每年只举办一至两班，每班约可容纳 40

人），许多有兴趣加入老人科护理服务的

护士会参加本地大学持续进修学院所举

办的校外进修课程。1997年，笔者与多

名老人科专科护士、医生及各专业同事

开办一项为期一年的老年学证书课程培

训，参加的总人数多达 600人。此课程

不但提供护理训练，而且探讨了许多有

关老人的问题及处理方法。例如：由足

部治疗师讲解老人的足部护理，由社工

讲解虐老的问题及处理方法，由老人服

务单位行政管理人员讲解管理方法等。

老人科专科护士的工作范围较广，除

了提供临床护理服务外，还可以管理病

房或老人服务单位，并在多专业团队中

担任重要的角色。因此，老人科专科护

士的培训并不局限于临床护理层面上，

个案评估及机构运营管理也是重要的环

节。

3 老人科护士的工作范畴和职责

老人科护士的工作范畴较广，大概

分为医院服务、小区服务、家居服务和

安老院（Nursing Home）服务（即护理

院服务）（图 2）。住院服务可分为留夜住

院及日间医院。在小区方面，专科护士

则在护士诊所、老人健康中心、日间护

理中心或小区健康中心为老人提供服务。

此外，老人科护士还会提供老人居家护

理及安老院护理服务。以下是老人科护

士在不同岗位的工作范畴。

3.1 留夜住院服务（入住老人科病房）

老人入院后的第一天，老人科护

士便会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例如是否

有吞咽困难、营养是否足够、有无跌倒

或患压疮风险。基于评估的结果，专

科护士会为老人设计个人化的护理计划

(Nursing Care Plan)，内容包括心、身、

灵、社四方面的全人护理。老人科护士

是老人、家属与医护团队之间的沟通桥

梁，在离院前也会为老人制定出院计划

(Discharge Plan)，以便照顾者在家照

顾老人。

3.2 老人科日间医院（Geriatric Day 

Hospital）

在日间医院里，老人科护士在医生、

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之间担当联络

人的角色，让各专业人士了解老人各方

面的需要，以便设计及实行最利于老人

康复的方案。老人科护士也会评估老

人的心理及在小区生活的需要，如有需

要，给其介绍社工，安排社会保障资助

或帮其申请入住护理安老院（Care and 

Attention home）。

3.3 护士诊所（Nurse-led Clinic）／日

间护理中心／健康中心

为了配合老人的不同需要，老人科

专科护士设立了各种不同专科的护士诊

所（Nurse-led Clinic），例如尿失禁

所、伤口护理诊所、善终护理队、脑退

化症护理中心等 [3-4]。老人科护士在不同

的领域各展所长，有些护士专责于伤口

护理并成为该门的专家，为老人提供专

业评估及护理服务，大大减少老人入住

医院的机会。此外，卫生署特别设立老

人健康中心（Elderly Health Centre），

老人科专科护士在该中心每年为老人作

详细的体检，并提供相关的健康教育

服务，如老人戒烟辅导、老人运动辅导

等 [5]。近年，医院管理局更在老人较多

的社区设立小区健康中心（Community 

Health Centre），护士在该中心内不但

为老人提供体验及健康讲座，更为慢性

病病人提供药物咨询及定期检药服务 [6]。

检药服务是指护士要检查病人的服药依

从性（病人是否按照医嘱正确地服用药

物）；不同的医生是否对同种药物重复开

具医嘱；中心设有查询机，病人只要将

药品的标签进行扫码，就可以得到该药

品的作用等文字说明，并可以打印。护

士要对以上的检药服务措施向病人进行

解释。若护士发现老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可安排其提前赴诊或入院。除了卫生署

及医院管理局外，志愿团体获社会福利

署资助也提供专为老人而设的服务单位

─日间护理中心（Day Care Centre）。

在该中心内，老人科护士成为中心的主

管，为老人提供基本的临床护理服务（如

打针、派送口服药物、清洗伤口等）外，

还会为老人提供各方面配套照顾：由物

理治疗师为老人提供复康治疗，或职业

治疗师为老人设计器材改善每日活动量。

专科护士在日间护理中心已提升为管理

阶层，负责管理及督导中心内各项常规

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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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居家护理服务

为了支持老人在家居安老，老人科

护士可以为老人提供多项居家护理服

务。在综合居家护理服务（Integrated 

Health Care Service）中，老人科护士

经常到访老人的家里为老人提供临床护

理服务如清洗伤口、更换鼻饲管等，有

时更向其家人或老人的照顾者提供护理

指导，例如：如何扶抱半身瘫痪的老人，

如何减低患压疮和跌倒的风险 [7]。由于

居家的老人有不同的需要，老人科护士

更会担当个案经理的角色，与其他专业

团队人员如营养师、职业治疗师、足部

治疗师等合作，为老人安排适当的治疗

或服务。个案经理的角色大大减少老人

居家跌倒的风险 [8]。除此之外，老人科

护士会电话联系刚出院的老人，了解他

们出院后的情况及生活，如有需要，便

会安排提早复诊或住院 [9]。另外，社康

护士是另一队支持居家护理的护士团队。

社康护士在各小区设立社康护理中心，

为该区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如：到糖

尿病老人的家里进行访视，并指导他们

进行胰岛素注射等。

随着居家护理政策的实行，家居护

理服务的内容不断扩展。近年，有些自

愿团体更推出自负盈亏式的居家护理服

务 [10]，而对老人科护士的需求则变得更

为迫切。

3.5 安老院服务

香港的安老院服务按照老人的身体

状况而分类。身体开始变差的老人会入

住护理安老院，由老人科护士提供 24小

时的护理服务 [11]。由于政府资助的护理

安老院数量有限，而市场上有极大需求，

私立安老院便应运而生。为提升私立安

老院的护理质量，各所公立医院设立小

区老人评估队（Community Geriatric 

Assessment Team），定期探访这些私

立安老院内的老人，队内的老人科护士

会为住院的老人进行身体评估，特别留

意体重过轻或身体状况转差的老人，有

需要时，便会及时转送到医院或专科门

诊。

4 老人科护士的未来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及

香港政府积极推行家居安老政策，老人

科护士的专业地位被日渐提升。以往，

老人科护士大多数在医院内工作，但现

在，许多老人科护士已进入小区，用不

同的方式帮助老人，为他们提供贴身的

服务。以往，老人科专科护士较注重基

本护理技术，但现在老人科护士已成为

多才多艺的服务提供者。可以较好地利

用小区中不同的资源，包括不同的专业

人士、病人组织团体的资源及义工的支

持等，对在家养老的老人或刚出医院的

老人给予支持，务求使老人得到心理、

生理、社会性的支持。各所大学的护理

学系正积极培训护理人才，培养护生对

老人的爱心及关怀。以香港大学为例，

笔者在过去三年特别设立了“老人是吾

师”计划，让护生有机会与老人以一对

一形式参与为期10周的小区活动。曾参

与此计划的学生对老人产生了更正面的

态度 [12]。我们期望新一代的老人科护士

不但具备卓越的护理技术，还有一颗爱

的心。

多年来，香港的老人科专科护士与

大学的研究队伍合作，积极参与老人科

护理的相关研究，并在周年研讨会上与

大家分享研究结果，交换心得。从 2007

年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资

助多项老人科研究及训练，培训 30 名

“流金颂”学者，支持以“实证为本”的

方法发展老人科护理及服务。我们相信，

香港的老人科专科护理将会不断发展，

并以小区为主要发展项目。科学研究结

果将使老人科护士更懂得如何提高其临

床技术，在不同的范畴担当不同角色，

并在实证研究的指导下提供更可靠的老

人服务。

志谢：廖志玲女士、郑宝宝女士及汪

敬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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