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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揭示香港少數族裔長者的文化適應及安老需要 

隨著香港的種族愈趨多元化，大多數南亞少數族裔群體的老齡化趨勢也漸明顯。然而，社

會對此議題仍未有充分研究，對少數族裔老齡化需求的認識亦流於片面。 

有見及此，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大學）遂連同香港基

督教服務處（服務處）於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進行「香港少數族裔長者的文化適

應和需求評估：定性研究」。此研究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會）資助，是本港首個有

關少數族裔長者的文化適應和需求的定性學術研究。研究團隊共訪問 30位 60歲或以上的

尼泊爾長者及 5位長者照顧者。而研究數據可幫助我們提升對尼泊爾長者心理、身體健康、

經濟，社會和文化需求的理解，並且辨識目前的服務縫隙和提供資料以探索可行方法促進

少數族裔長者的社會共融和安老。 

主要研究結果及分析 

1. 有關受訪尼泊爾長者的社經背景，60％的長者是女性，40％是男性，近半長者（48％）

年齡在 70-74歲之間，大部分長者（86％）已在香港居住達 10至 30歲年或以上。超

過一半長者（74％）表示他們租住分間單位(劏房) 。 

2. 研究團隊發現尼泊爾長者對居家安老有強烈傾向。與本地文化相似的是，受訪者表示

在尼泊爾社群中入住安老院舍被視為是可恥的事，預期未來尼泊爾長者對社區長期護

理服務有一定需求。 

3. 大部分尼泊爾長者表示他們患有慢性疾病（高血壓 70％，糖尿病 57％）。研究團隊

發現部分長者由於社交關係減弱而產生孤獨感，亦有長者有早期認知障礙的跡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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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有需要加強及早識別和心理健康支援的措施。然而，很多尼泊爾長者亦表示醫療照

顧系統難於使用。 

4. 大部分尼泊爾長者對本港長期護理服務欠缺認識，他們亦表示不懂如何申請有關服務。 

5. 大部分尼泊爾長者及其照顧者都表示，家庭支持及社福機構是他們重要的支援來源。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香港大學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一同提出促進香港邁向文化共融的長者有

善社區的建議： 

1. 推動服務主流化: 

i) 鼓勵政策制定者和公共服務提供者不僅僅提供翻譯/口譯服務，還要認同和尊重

少數族裔長者平等獲取資訊/服務/資源的權利。 

ii) 在計劃實施新政策措施時，例如:設計、實施和提供與長者有關的服務和支援措

施，積極地考慮少數族裔長者的需要及政策措施對他們的可能影響。 

iii) 少數族裔人士的長期護理需要應成為服務規劃過程的一部分，並且可以通過消

除所有影響長者平等獲取資訊/服務/資源的結構性障礙，讓長者不論其年齡、

性別、宗教、性取向、種族的差異亦能獲得適當的資訊和支援。 

2. 加強培訓以提升提供服務者，包括但不限於社會工作者，護理人員，醫務人員等的文

化敏感度。 

3. 為專業人員和前線工作員制定清楚和明確的實務工作守則，說明如何與少數族裔長者

接觸和溝通，當中包括：如何有效運用翻譯服務及與翻譯員協作、提供必須的額外資

源和有用的評估工具等。 

4. 通過文化交流活動加強尼泊爾長者與本地社區人士的聯繫，進一步促進社會融合。 

5. 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措施，增強尼泊爾長者及其照顧者獲取資訊/服務/資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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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舉行的發布會上，香港大學副教授黃蔚澄博士指出，「大多數尼泊

爾長者及其照顧者提到香港比其祖國為長者提供更全面的福利和支援服務，覺得香港是有

利生活的地方，即使他們在生活上及獲取所需安老服務上因文化差異而要承受一些困擾。」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副總幹事(長者、復康及社區)陳頌皓女士表示：「面對少數族裔人口

老化的趨勢，社會需要及早地做好準備，使這群為文化和語言多元化；曾為香港這個家作

出貢獻的長者享受有尊嚴及有質素的老年生活。」 

 

傳媒查詢： 

黃蔚澄博士 

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副教授 

陳頌皓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副總幹事(長者、復康及社區) 

電話：39175029/98190884 

電郵：: paulw@hku.hk 

電話：27316283/90354095 

電郵：: karriechan@hkcs.org 

 

關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Currently, the Department has a total of 24 professorial teachers, 12 

Lecturers and 8 Assistant Lecturers (Practice Consultants).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at HKU reflects both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nd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social work 

makes towards building a more prosperous and harmonious Hong Kong society. 

For more than 60 years, our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has kept our social work educatio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hanging social welfare landscape. We teach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make social change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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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Department, the next decade will be an exciting period to crystalize 

our aspirations and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terms of our achievements.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Centennial Campus and the switch to a four-year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 2012 mark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partment 

to move ahead and reach new heights. The new campus provides us with the 

required space and improves our teaching and learning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at HKU 

demonstrate the Department's unfailing dual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We are indebted to our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staff members, students, alumni,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support 

in maintaining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our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關於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服務處）成立於 1952 年，多年來致力建立一個仁愛、公義的社

會。服務處一直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專業、真誠的優質服務，對弱勢及被忽略的社

群尤為關注，並以「社會仁愛公義、人人全面發展」為願景，為市民及社會締造希望、

倡導公義、牽引共融。 

如希望進一步認識本機構服務的人士，請瀏覽本處的網頁： www.hkc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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