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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芳最近搬去跟女兒淑一起住。適應新環境比她想像的還
要難。秀芳過去一直很開朗、活躍。但是，她最近的表現
跟以前不一樣。秀芳變得沉默并且經常頭疼。有一天，淑
下班回家，發現秀芳凝視窗外。  

媽，我回來了。很抱歉我又回來晚
了。路上很堵。   

淑，你終於回來了！  

是的，花了很長時間在路

上。我馬上做晚飯。  

你肯定很累了。我幫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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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  

媽，您沒吃多少呀。這兩天您看起來很

虛弱。您應該吃多一點。  

我今天不怎麽餓。以前在家時，我經常吃我自己

種的新鮮水果和蔬菜！這裏的菜不好吃。   

媽，沒關係的。您的膝蓋

不好，不應該長時間站

立。您要不坐著看一會兒

電視？晚飯就好了。  

我已經看了一天電視了。我不想 

麽。如果她不需要我來幫忙，
那我可以做些什麽呢？  

再坐了。而且，電視上的那些人說得太 

快了，我根本不明白他們在説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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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您的血壓很高，所以我

在菜裏沒怎麽放鹽，這可能是

為什麼菜的味道不一樣？  

不，不是鹽的問題。我只

是想念著過去吃的菜。  

 

你可以周六帶我去嗎？  

我們下一次去亞洲超市的時候，

可以買一些您喜歡的蔬菜。  

民生周六有場足球賽，要不下周末？  

我真希望我可以自己去買

菜、出門。我現在變成了

淑的負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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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過去的周末那樣，淑總是有事忙著。因此秀芳自己一

個人呆在家裏。   

 

 

我想念我以前

看的電視劇。  

我從沒有在外面

遇到過鄰居！ 

我從沒有在

外面遇到過

鄰居！ 

我想我試著

睡一會。  

研究證明，通過提供志愿服務、參加宗教活動和俱樂部活動、發展個

人興趣愛好與他人展開互動能降低孤獨感 。 

來源：AARP Foundation  

您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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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回來了。一切都好嗎？爲什麽這麽暗？  

淑，我沒事。我只是

頭疼，想打個盹。  

好的。您今天幹了些什

麽？您洗澡了嗎？要我給

您量一下血壓嗎？  

我的血壓正常！要不你幫我打開視頻通話，

讓我跟您的秀英阿姨通話？沒人幫我打開視

頻通話，我有好幾天沒跟她通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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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幫秀芳通過視頻跟阿姨秀英通話了。經過秀芳的房間

時，淑聽到了她的媽媽在跟阿姨説話。  

秀英，我們都很長時間沒通話了，

你怎麽樣？家裡的人都好嗎？  

大家都覺得我太老了，所以什

麽幹不了。我知道淑的心很

好，一家人這樣是好的，但是

我這兩天一直都很無聊。  

我自己一個人哪裏都去不了。公交

車系統太複雜了，我又不會開車。  

我想念我們的花園俱樂部。還記得

我們是多麽的開心？那時多好！ 我

現在每天只坐在家裏，等著下一

天。我不開心、很孤單。  

 

輕鬆一下，但是從沒有想到她

會如此孤單。  

我從沒有意識到媽媽會有這樣的感

覺。我一直都很忙，沒有留意媽媽的

情況。媽媽老了，我希望她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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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感到有些無助、困惑。第二天，淑決定上網查考能幫助

她跟她媽媽的信息。她看到當地的老人中心正在舉辦一個

有關如何照顧老人的研討會，淑決定參加，看看他們能否

幫她。  

很抱歉聽到這件事。遺憾的

是，孤獨感和社交隔離在老

年人當中很常見，可以影響

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社交隔離和孤獨感？您可

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嗎？  

您知道嗎？ 

一個被孤立的人的症狀  

• 深感無聊，缺乏興趣，孤僻  

• 對個人衛生失去興趣  

• 胃口不好，營養不良  

• 家裏出現嚴重失修、雜亂及囤積情況  

來源：AARP Foundation  

您好，謝謝您提供有關護理的有用信息。我學到了很多。我媽媽幾年

前來到美國，最近搬來跟我一起住。我聽到她說她很傷心、很孤獨。

我不知道該怎麽才能幫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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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資源可以幫助您

跟您的媽媽，比如老人

中心和交通項目。在這

個過程中，讓您的媽媽

自己做主很重要。問她

需要什麽，看哪裏可以

支持她。   

我知道我該怎麽跟我媽媽談了。

非常感謝你提供這些資源。  

適應新的家庭情況對許多老年人來説是一項挑戰。當老年人搬到

新的地方時，特別是新的國家，他們無法對社區做出與過去一樣

的貢獻。因此，在失去明確的目標、面臨新文化，語言障礙和行

動有限的情況下，社交隔離和孤獨感就會產生。  

我明白了。我該怎麽幫

她並改善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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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過相關資料並意識到她是一名護理人員後, 淑在第二天

傍晚找她媽媽談。   

媽媽，我知道適應新地方對您來説並不容易。我

一直很忙，而您也一直無法出門。我希望您能住

得開心，我該怎麽做來讓您比較容易適應？  

淑，我知道你盡了一切努力讓我住得舒服。

我只是每天呆在家裏，哪都去不了。我想念

我過去可做的事。我想念跟人見面，聊天。  

我不知道您會這麽

想的，媽媽。我們

好好聊聊吧，看看

我能做些什麽，讓

您可以跟其他人更

能接觸，更加自

立。我瞭解到附近

有一個老人中心，

我們可以去那裏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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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英語不是您的第一語言，所以您有可能會感到

有些不適應。但是，不管怎麽樣，我都會支持您的。

要不我們先去那裏看看？您可以在那裏認識其他人。  

好的，我可以試試看。我還希望

像以前一樣種菜。或許我們這個

周末可以出去買些種菜的用品？  

媽媽，這個主意太

好了。我有一個驚

喜給您！我買了一

台平板電腦給您，

這樣您可以跟您家

鄉的朋友和秀英阿

姨視頻聊天。  

民生這個周末會幫您設置好，並教

您怎麽用。您會很快就學會的。  
淑，謝謝你。實在太好了，這

樣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聯係。  

您知道嗎？ 

護理人員是指一個為其他有需求的人提供支持的人。他們有可能是家

庭成員、親戚、鄰居、臨時工或付薪專業人員。  

來源：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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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來，民生每個星期都帶秀芳去老人中心。在那裏，

秀芳學會如何使用公交車系統，并且開始自己一個人去那

裏。她還報名參加針織班，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她每天忙

碌的日程安排加上日常活動讓她重新找到了人生目標，大

大地改善了她的心情。  

外面天氣不錯，

或許我今天可以

走去中心。  

 
我的朋友們都非

常幽默！  

 
應該到後院摘一些

西紅柿做晚飯！ 

 能夠看一些老

電影真好！  

每天，秀芳不斷地嘗試新的活動，並學會新的技能。下個

星期，她打算在老人中心開設一個教人如何種菜的研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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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AARP Foundation  

瞭解孤獨和社交隔離 

原因  

• 不知道現存的資源 

• 交通障礙  

• 失去社交網絡  

• 財源有限  

• 生理殘障  

• 語言和文化障礙  

• 行動受限  

• 角色變動  

影響  

• 抱怨疼痛、頭疼  

• 高血壓  

• 心臟病風險更大  

• 更加脆弱  

• 認知能力差  

• 早發性癡呆症  

• 抑鬱症  

• 自殺意圖  
 

如何與他人保持聯係、互動  

來源：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尋找一項您

喜歡的活動  

 
保持鍛煉， 

改善心情  

 
參加志愿活動，

增强您的目的感  

 
報名上課，

擴大朋友圈  

 
每天安排時間與

他人電話聯係  

 與您 

（年輕和年老的） 

鄰居交往  

 

重溫過去的愛好 

 
了解您的交通

選項  

 使用科技和 

社會媒體與他人

保持聯係  
 前往當地的 

社區中心或 

老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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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馬利郡50+志願者網絡 (Montgomery County 50+ Volunteer 

Network): 240-777-2600  

該項目按照志願者相關技能向需要幫助的非營利及政府機構提供支持。

www.montgomerycountymd.gov/volunteercenter/nonprofits-

gov/50plus-Orgs.html  

蒙哥馬利郡老年人日曆 (Montgomery County Senior Calendar):  

提供當地項目、活動及研討會列表，比如電腦輔導課程，英語對話課

程，免費的太極拳課程等等。 
www.montgomerycountymd.gov/senior/calendar.html 

老年人娛樂項目 (Senior Recreation Programs): 240-777-6840  

提供蒙哥馬利郡内各種設施、娛樂中心及水上運動中心的信息。同時

還提供有關老年會員卡及團隊課程的信息。  

 

娛樂/志願服務（Recreational/Volunteering）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資源 

 

240-777-1231 

由志願者領導的當地機構，旨在

向選擇在家養老的社區成員提供

幫助。這些機構通過一系列活動

及項目促進社會關係，并且通過

其“鄰居彼此守望”模式協調志

願者在家幫助工作。 

www.montgomerycountymd. 

gov/HHS-Program/ADS/

Villages/Villagesindex.html  

蒙哥馬利郡内的鄉村（Villages 

in Montgomery County）  

 

240-777-3000 

向老年人和/或殘疾人及其護理人

員/家庭看護提供相關信息和資

源，包括：  

• 向家庭護理人員提供的支持 

• 財務援助 

• 老年人護理補貼項目 

• 交通  

• 住房  

• 在家護理  

• 成人保護服務  

老年和殘疾資源單元（Aging 

and Disability Resour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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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77-4925  

提供一系列項目、服務及活動，比如健身和舞蹈課程，教育性研

討會、健康和福利項目，旅游和志願機會，個人及團隊運動，工

作日午餐項目，一系列無需預約的項目、演講、研討會等 。  

www.montgomerycountymd.gov/rec/facilities/seniorcenters/  

蒙哥馬利郡老人中心 (Montgomery County Senior Centers) 

240-777-6995 

9701 Main Street 

Damascus, MD 20872 

周一到周五 : 9:00am-4:00pm 

周六和周日：關閉 

大馬士革 
(Damascus)   

 

240-777-6975 

8700 Piney Branch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01 

周一到周五：9:00am-2:30pm  

周六和周日：關閉  

長枝 
(Long Branch) 

 

瑪格麗特 · 施魏因豪特 
(Margaret Schweinhaut)  

240-773-4805 

13850 Travilah Road 

Rockville, MD 20850 

周一到周五：9:00am-3:00pm 

周六和周日：關閉  

北波多馬克 
(North Potomac)  

240-777-4999 

3950 Ferrara Drive 

Silver Spring, MD 20906 

周一到周五：9:00am-4:00pm  

周六和周日：關閉  

假日公園  
(Holiday Park) 

240-777-6944 

1700 April Lane 

Silver Spring, MD 20904 

周一到周五：9:00am-3:00pm  

周六和周日：關閉  

白橡樹 
(White Oak) 

240-777-8085 

1000 Forest Glen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01 

周一到周五：8:15am-4:00pm  

周六：9:00am-3:00pm  

周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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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老年人交通選項：  

提供有關50嵗以上老人免費或折扣交通服務的信息。

 

 

 

 

 

 

 

 
 
 
 
 

針對老年人和殘疾人的交通服務  

老年人交通資源簡介  

240-777-0311 
 

65嵗以上老人出示
有效的老年人智能
出行卡 (Senior 

SmarTrip Card) 或帶
照片的身份證和聯
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卡可 
免費搭乘。  

301-738-3252 
 

免費信息和轉介服
務。幫助50嵗以上
成人找到前往醫療服
務及社會活動等的交
通方式。  

301-962-0820 

 

通過不斷擴大的志願
者網絡，向60嵗以上
老人提供免費的護送
交通服務。  

欲瞭解蒙哥馬利郡内當地向亞裔老年人提供的相關資源的更多信
息，請聯係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 (Asian American Health 
Initiative)， 電話號碼 240-777-4517。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ARP) 護理資源 : 1-877-333-5885  
提供護理信息及如何管理壓力、疲累感等的小訣竅。 

www.aarp.org/caregiving  

老人護理定位器 (Eldercare Locator) : 1-800-677-1116 

提供相關服務，幫助老年人及其護理人員找到有關交通、家庭護
理、護理人員需求培訓等信息。  

乘坐 
(Ride-On)  

搭車聯繫 
(Connect-A-Ride)  

老年人聯繫 
(Senior Connection)  

其它資源  

有提供亞裔美國人語言和文化背景相關的心理健康服務。欲瞭解
更多信息，請聯係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 (Asian American 
Health Initiative)，電話號碼 240-777-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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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特別感謝：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 (Asian American Health Initiative, 
AAHI) 萬分感謝社區成員及其工作人員為此項目付出的努力。  

免責聲明：攝影小説中的人物、場所及事件為虛構。 

如與實際人員或事件的任何相似之處，純屬巧合。 

攝影小説演員： 

秀芳 – Guangzhu Lu 

這本攝影小説是由心理健康大使 (Mental Health 

Ambassadors) 促成。心理健康大使是由一群倡導者和專業人

士組成。他們志願花時間指導攝影小説項目，確保這小説符合

美國亞裔老年人面臨的關鍵心理健康和福利問題。通過與心理

健康大使的討論，這本攝影小説的情節和主綫融合護理人員和

老年人兩者的看法。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勤付出，我們無法完成

這項由社區主導的寶貴心理健康教育成果。在此感謝心理健康

大使 (Mental Health Ambassadors) 的付出!  

淑 – Xiaoqian Zhou 

健康教育者 – Pazit Aviv 

 AAHI Steering Committee 

AARP Foundation– E.A Casey 

Pan Asian Volunteer Health Clinic (CCACC) 

Cross Cultural Infotech (CCIT) 

Hina Mehta 

Montgomery County’s HHS AAA Caregiver Support 

Program – Lylie Fisher & Pazit Aviv 

M.K. Lee 

Vietnamese American Services (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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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merican Health Initiative  

Montgomery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401 Rockville Pike, 3rd Floor 

Rockville, MD 20852 

Tel: 240-777-4517 

Fax: 240-777-4564 

Website: www.AAHIinfo.org 

Email: info@AAHIinfo.org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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