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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預測，到2030年，
加州年滿60歲的人口

將達1080萬人，幾乎占加
州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項
人口特質的改變，將大幅提
高人們 對可負擔住房、醫
療健保和社區服務的需求。

意識到這項改變勢必會影
響到生活中所有層面，州長
紐森2019年發布一項行政
命令，呼籲制定一項計劃。

加州耆老服務廳（Cali-
fornia Department of 
Aging，簡稱CDA）廳長蘇
珊・德馬魯瓦表示，去年公
布的加州「老齡化整體計
劃」（Master Plan for Ag-
ing）強調了制定保護老齡
人口政策以及為加州人口
巨變做好準備的必要性。

計劃坦承，老齡生活變得
愈來愈難以負擔。加州目前
有將近30%的長者生活在
貧困中或接近貧困中，超過
200萬名長者在經濟上沒有
保障。 

加州這項計劃提出興建
更多可負擔住房，並在這些
住房配置方便殘障人士使
用的交通網路、適合所有年
齡層人士使用的戶外和社
區空間、加強緊急應變與準
備。

儘管這項計劃在新冠疫情
發生前就已開始制定，但疫
情的爆發反映出為老齡化
社會制定計劃的急迫性。針
對老齡化整體計劃，紐森在
一封信中表示，疫情「暴露
出加州持續存在的系統性
不平等」，並「前所未有地」
加重老齡和殘障服務的負
荷。

考慮到這一點，州長的計
劃希望透過擴大提供給照
護人員的支援，例如有薪家
事假、多語言培訓資源、網
上護理選項等，來增加照護
服務的項目。

到目前為止，政府已經對
這項整體計劃投入了30億
美元資金，但計劃的實施總

加州有一項專為您制定的計劃
您年滿60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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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目前還無法確定。
德馬魯瓦表示，過去針對

老齡化問題的計劃都侷限
在醫療健保上。但是，現在
這個版本將加州長者面對
的所有挑戰和機會都考慮
進去。

“德馬魯瓦說：「這項整體
計劃非常全面，著眼於全人
照護。」

她表示，最重要的是，這項
計劃獲得了州長、立法會和
相關團體普遍的支持。

如果您是年滿60歲的加州
居民，或是負責照護年滿60
歲長者的人，「老齡化整體
計劃」就是為您制定的。

 
請詳細閱讀本指南，了解您有
哪些資源和服務可以使用。

加州耆老服務廳（CDA）負責管理服務加州
長者、成年殘障人士、家庭照護者、長期照護
中心居民的各項計劃。

81.9

YEARS

加州居民平均壽命為81.9
歲，是全美第二高。
來源：www.macrotrends.net



請掃描此二維碼了解您當地
有哪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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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您留在家中
「多功能長者服務計劃」（Multipurpose Senior 

Services Program，簡稱MSSP）提供社會和醫療健
保管理服務，以幫助長者留在自己的家中和社區。
計劃團隊可以提供簡單的住家維修、居家護理支
援、交通等服務。

照護者計劃
「家庭照護者服務」（Family Caregiver Services）

可以針對照顧親人的照護者的特殊需求提供服務。
這項計劃提供臨時居家支援、照護課程和其他服
務。

社區服務
將長者與社區連結起來的服務很多，其中兩項是
提供長者社交場所並接受日常事務協助的日間
成人中心，以及為感到孤單的人提供友好聊天機
會的「加州友誼專線」（Friendship Line Califor-
nia）1-888-670-1360。

就業培訓
「長者社區服務就業計劃」（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簡稱SCSEP）為年
滿55歲沒有工作的低收入者提供各行各業的工作
培訓。

法律服務
提供給加州長者和成年殘障人士的法律服務，可以
為消費詐騙、長者虐待和其他問題的受害者提出申
訴。

保險諮詢
「醫療保險諮詢與權益計劃」（Health Insurance 

Counseling and Advocacy Program，簡稱HI-
CAP）為投保「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長期護
理保險和有其他健康保險相關問題的個人及其家
屬提供免費、保密的諮詢服務。他們還可以協助您
預先做好長期護理計劃。

膳食計劃
集體膳食計劃（Congregate Meals Program）提供
營養餐點給住在長照中心的人們，另外有許多地方
組織提供送餐到府的服務。

「地區耆老服務局」（Area	Agencies	on	Aging）負責協
調加州各地耆老服務，您可以掃描下面的二維碼，或致電
「加州長者與成人資訊專線」1-800-510-2020，查詢您
當地有哪些服務可以使用。

加州耆老服務
專為您提供



接種疫苗對長者
來説，

它提供了與他人安
全互動的方式

許多長者在疫情期間與外界隔絕。
老人中心也因疫情被迫停止提供服

務。由於預防疫情帶來的健康問題，讓長
者難以見到朋友和
家人。

生活在疫情期間的的長者來說，要恢復
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接種疫苗和加强 
針。事實上，這也是重獲許多社交的機會。
疫苗提供了一個可以更安全與他人面對
面互動的途徑。現在，約85%年滿 65歲或
以上的加州人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因
希望重新獲得社 交的機會，是讓許多人決
定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

加州一共有有271個老年人中心，而吉伯
特・金恩是 其中一個中心的成員。他表示，
儘管他很 愛他的狗”Gorgeous“ ，和狗狗
互動時跟和 朋友互動的體驗完全不一樣。
他很喜歡游泳和參加健身房 的團體活動。

當他回到中心后被問到有什麽感受時，
他說：“回來與 大家聊天、學習到新的東西
時感覺很棒。我很 感謝能夠回到這裡。”

另一名會員齊麗・坦克歐佛得知已接種
疫苗者可以重回日間成人中心後，覺得很
開心。

接種疫苗和加强針不僅只是老年人的
責 任。透過接種新冠肺炎和其他疾病的疫 
苗，加州年輕人也可以幫助確保老年人保
持健康、活躍、和維持人際關係。

無論您的保險和移民身份狀況如何，身
爲長者都 可以免費接種新冠疫苗或加强
針。更 多訊息請上網站www.myturn.
ca.gov或 致電833-422- 4255查詢。

長者在疫情期間實行自我
隔離：
如何重新接觸與他人安全互動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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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老人中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
地	方…能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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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麗・坦克歐佛



透過教育找到歸屬
從北嶺州立大學畢業		84歲人生鬥士圓夢

新冠疫情讓許多加州長者感到孤單。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指出，有將近一

半的長者在疫情發生後覺得與外界隔絕。
孤單本身是一種健康危機，會帶來高血

壓、失眠、憂鬱等風險。為了幫助終結隔
離，加州各地方組織都提供了社區計劃給
長者和照護者。

日間成人中心是長者們有機會與他人互
動、接受日常事務協助的地方社區中心，會
員甚至可以透過中心就讀加州教育機構提
供的面對面課程。

如果您還未準備好或是無法離開您的住
處參加社交活動，您可以致電「加州友誼
專線」1-888-670-1360和服務人員聊天。

「家庭照護者服務」可以針對照顧親人的
照護者的特殊需求提供服務。「家庭照護
者服務」是由加州地區耆老服務局負責管
理，服務包括安排臨時照護、臨時居家或
外出支援、照護培訓等。如欲了解更多詳
情，請致電1-800-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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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人生許多困難後，我得以在84
歲時在加州北嶺州立大學實現了我

的夢想。設定目標並實現目標，永遠不嫌
晚，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這輩子
實現了許多夢想。

1954年，我在高中最後一年被退學。之
後，我暫停了學業，決定加入美國海軍。我
在海軍服役八年，在那裡拿到普通教育證
書。退伍後，我被診斷出罹患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

40多歲時，我意識到，取得心理學學位是
我人生中想做的一件事。我喜歡心理學是
因為它提供了我一個探索內心的方法。多
年來，我做了許多其他的事，我在演戲方
面有所成就，演出過電影和電視廣告。

經過這一切後，我在80多歲的時候來到
北嶺州立大學，為的是獲得我想要的學
位，而我也真的做到了。我不否認，在這個

年紀完成學業要比過去困難得多。然而，
我還是度過了難關，並和北嶺州立大學一
路支持我的同學們成為
好友。我和他們沒有差
別，都是這裡的學生。

雖然這個目標已經達
成，但我不想就此止步，
我想在1月繼續我的學
業。我很感謝在北嶺州
立大學度過的時光，也
希望讓大家知道，完成
學業永遠不嫌晚。有很
多曾當過學生的人和退伍軍人可能覺得，
他們錯過了獲得大學學位的機會。我想證
明，如果我做得到，其他人也做得到。我也
希望幫助北嶺州立大學其他學生追尋他們
的夢想。這所學校幫助我實現了夢想。

每個故事
都很重要
如欲閱讀更多加州耆老服
務廳提供的故事，請掃描

以下二維碼：



加州長者受虐事件不斷增加，每年登記
有案的長者和受撫養人受虐事件超

過20萬件，據信這個數字被嚴重低估。
加州長期照護申訴專員布蘭卡・卡斯楚分

享了幾個可以發現長者是否受虐以及如何
為親人維護權利的方法。虐待的種類包括
自我忽視、被他人忽視、身體虐待、性虐待、
精神虐待和遺棄。

卡斯楚說明了如何辨別親人是否受到虐
待。她說：「運用您的五個感官：看看他們的
房間、聞聞他們身上的味道、觀察他們的舉
止是否正常、是否有反常的行為，從這些方
面可以看出問題的跡象。」

如果覺得有問題，卡斯楚呼籲家人尋求醫
師的評估。「重要的是，要確保（住在長照中
心的）他們沒事，有受到妥善照顧，同時要
了解您有權利確保他們的安全。」

保護居民：了解您的權利
加州所有長照中心的居民都有權享有權利
和受到保護。居民及其家人必須了解這些
權利是什麼，才能為自己或親人爭取權利。

受虐的七種跡象

自我忽視 身體虐待受他人忽視

了解您的權利
4	 有權了解護理內容的改變

4	 有權以您希望的方式生活

4	 有權與探視者見面

最常見的是性虐待、
精神虐待和身體虐待。

運用您的五個感官：看看他們的房間、
聞聞他們身上的味道、觀察他們的舉止
是否正常、是否有反常的行為，從這些

方面可以看出問題的跡象。
— 加州長期照護申訴專員布蘭卡・卡斯楚

警訊

Page 6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Aging

長者虐待
與忽視



加州衛生廳的網站（www.cdph.
ca.gov）列有長照中心居民及其家人

權利。
居民的權利包括有權了解護理內容的改

變、有權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有權與探
視者見面。

如何爭取權益
透過申訴專員，居民及其家人可以為自己
爭取權益，以確保他們被公平對待。如果居
民無法與他人溝通，家人可以為他們發聲。

如果您或您的親人是受虐長者，您可以
透過社會服務廳（www.cdss. ca.gov）、衛
生廳（www.cdph.ca.gov）和耆老服務廳

（www.aging.ca.gov）獲得良好的資源和
機會，協助您尋求正義。

性虐待 財務虐待精神虐待 遺棄

•  居住在長照中心的人可致電 
1-800-231-4024向長期照護申訴專員危
機專線（Long Term Care Ombudsman 
CRISISline）報案

• 居住在自己家中的人可致電 
1-833-401-0832向成人保護局（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報案 

志工機會
「地方長期照護申訴專員計劃」長年招募志

工，如果您想參與這項計劃，或想認識申訴專
員，請上網stateomb@aging.ca.gov與我們
聯絡。

詐騙有哪些類型？
最常見的五大類

如何保護長者不受虐待和忽視：

長者財務虐待警訊

身份盜竊	

冒充他人行騙	

信用機構、訊息提供者
與報告使用者 

網路購物和負面評論 

銀行和貸款公司

25%

16%

11%

7%

4%

如何發現以及如何協助

4	 不尋常的財務活動

4	 出現新朋友或協助人

4	 行動力或身體虛弱問題

4	 認知能力下降或喪失財務敏
	 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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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網myturn.ca.gov或致電833-422-4255

獲得最新訊息,
隨時更新訊息,
保護自己
和身邊每一個人。

生活必需品或餐點：	請打2-1-1或上網www.
211ca.org連接當地糧食援助機構和其他機
構。

長者服務： 請致電「加州長者與成人資訊專線」
（California Aging and Adult Information 

Line ）1-800-510-2020。

藥物或就醫： 請致電您的醫療保險公司或醫師
診所要求協助。若發生緊急狀況，請撥打911。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問題：請致電
「醫療保險諮詢與權益計劃」（Health In-

surance Counseling and Advocacy Pro-
gram）1-800-434-0222。

建立社區人際關係：—您並不孤單，請致電「
加州友誼專線」（Friendship Line Califor-
nia）1-888-670-1360，全天候有人願意傾聽。

防止虐待和忽視：
•如果您住在長照中心，請致電「長期照護申訴
專員危機專線」（Long Term Care Ombuds-
man CRISISline）1-800-231-4024。
•如果您住在家中，請致電「成人保護局」（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1-833-401-0832。

防止詐騙： 請致電樂齡會（AARP）的詐騙監
視網路熱線（AARP’s Fraud Watch Network 
Helpline）1-877-908-3360。

阿茲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協助： 請致電阿茲海
默症協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全天候
專線1-800-272-3900。

新冠肺炎一般資訊：請致電「新冠資訊專線」 
1-833-422-4255或上網www.covid19.
ca.gov查詢。

資源目錄
您或您認識的人是否需要以下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