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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東偉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 ( 基層及社區醫療 )

序
一

收到此書，我對《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這個書
名最感好奇，發現此名稱原是意義深長。

當患上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可能出現翻
天覆地的改變，即表示將踏入新的人生旅程。當中，有可
能遇到重大挑戰，但亦有創造美好時光的新機遇。屯門醫
院銳意推行「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文化，除了利用藥物
及醫療科技為病人治療外，心靈及精神方面亦同樣重視。
因此，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人資源中心、「腦友俱
樂部」的義工及社區夥伴攜手並肩，大力推動認知障礙症
專科義工服務。在患者及照顧者新的人生旅程中，提供
身、心、社、靈方面的支援，致力成為他們的重要「旅伴」，
一起創造有意義的新生活。

義工是醫院不可或缺的夥伴，因此對義工的培訓及支
援非常重要。喜見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聯同病人資源中
心，除了提供有系統的認知障礙症專科義工培訓課程外，
更製作此培訓手冊，讓義工掌握更多資訊、專業知識和技
巧，裝備自己以配合服務要求。另外，更與嶺大賽馬會樂
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合作，透過結合義工及嶄新科技的
力量，為患者及照顧者提供持續性的服務，令認知障礙症
專科義工服務踏入新的一頁！

期望日後能繼續以「醫社合作」的模式一起推動認知
障礙症專科義工服務，並以此手冊作為義工培訓的基礎，
互相交流、分享，對義工的支援一定可以變得更全面，服
務的素質將更臻完美。

讓我們與認知障礙症病友及照顧者攜手同行，共渡困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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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業先生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

序
二

屯門醫院於九十年代開始為屯門、元朗和新界西北的居
民，提供專業而全面的醫療服務。除了為病人治理身體上的
疾病，醫護團隊更關顧病人的心理健康及生活質素。屯門醫
院病人資源中心一直透過與不同社福機構及地區團體聯繫，
集合有心人士力量，共同為有需要的病患者提供多元化的支
援服務和義工服務。

社會福利署（社署）以「人人做義工、生活不一樣」為口
號，鼓勵不同年齡及界別的市民參與義工服務，並讓義工服
務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鄰里互助互愛的精神，關
心身邊的人和事，攜手共建和諧社區。

近年，社會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支援有所關注。社署
在 2018 年開展一項為期三年名為「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
動」的公眾教育活動，旨在推廣及加強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
認識及關注，鼓勵公眾以行動關心和支持患者及其家人，從
而建立一個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友善的社區。

活動一呼百應，屯門醫院成立了「腦友俱樂部」專科義
工隊，更因應屯門區內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的需要，推
行「認知障礙症 – 義工培訓先導計劃」，為有志服務認知障礙
症患者的義工，提供專門及到位的義工培訓。另外，又精心
編製《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以深入淺出及互動形式提
供與認知障礙症相關資訊，讓義工們了解患者的特徵及需要、
掌握與他們相處的技巧和認識社區資源等，為認知障礙症患
者及其家人提供適切的支援。

我衷心感謝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和屯門醫院病人資源
中心團隊，他們不但擁有專業知識，更有一顆關愛社群的心，
身體力行去鼓勵大眾投身義工服務，關顧及支援受認知障礙
症影響的人，合力打造一個認知無障礙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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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豪教授  
嶺南大學�副校長

序
三

感謝醫院管理局及屯門醫院製作《認知旅伴 – 義工培
訓手冊》，加強大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同時亦讓不同
機構及組織能以手冊作為訓練義工的藍本，以協助他們
掌握服務基本知識和技巧，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更好
的義工服務。

大學一直與社區保持緊密聯繫，透過不同合作模式
鼓勵「知識轉移」，義務工作正是一個能體現「知識轉移」
的方式。義工經歷培訓、學習新知識和掌握技能後，透
過社區服務，發揮所學所長，貢獻社會。嶺南大學以「作
育英才、服務社會」為校訓，一直鼓勵學生從有意義的服
務中，轉化並運用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回應社會需要。
通過服務社會，培養義工對不同階層人士的關愛和尊重，
同時提升他們的社會責任。

面對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挑戰及認知障礙症越來越普
遍的趨勢，為着社區及家人，我們都應做好準備，多了
解與長者生活及健康相關的事物，我們亦可透過義務工
作，加深對高齡化社會議題的認識，從多角度了解長者
及照顧者的需要和感受。《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包
含基本理論、技巧掌握、義工分享以及資源介紹，讓義
工朋友學習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知識和態度，為義工
在服務前作更好的裝備。

再次感謝屯門醫院職員及義工們的付出，我在此誠
意向各位推薦此培訓手冊，期望大家的努力能為認知障
礙症患者及照顧者提供更臻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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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忘不等於患有認知障礙症 !

當日常生活的習慣、思想、記憶和其他功能，逐漸
減退，而行為和感覺方面產生變化（如說話、理解及判斷
力），抑鬱、幻覺、暴躁等情緒出現，在不知不覺間已患
上認知障礙症了…

因為與身邊人長期相處，可能較難察覺認知障礙症
的出現；繼而在日常生活上產生矛盾，溝通上、包容度、
忍耐力漸漸下降，多磨擦多爭執，特別是認知障礙症患
者的照顧者和家屬，承擔著至親生活改變的痛惜，無奈
接受的壓力，面對這不可逆轉的病患，猶如跌入無底黑
洞一般，不知如何前進，不知何時才能重見光明。

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醫生護士、病人資源中心社
工和病人互助小組義工團隊因應社區內坊眾需要而成立 ｢
腦友俱樂部 ｣，旨在增加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
支援，從而提升生活質素。並以醫社患同行為有效推行 ｢
認知障礙症�–�義工培訓先導計劃 ｣，完成編製這本 ｢ 義工
手册 ｣，目的是為服務於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義工和相關人
士，提供一系列的資訊，包括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特別
照顧技巧、活腦方法和工具、社區資源、個案分享及義
工心聲等，從而提升義工對有需要幫助的人在 ｢ 身、心、
社、靈 ｣ 全人健康服務上，有更深入的了解。

腦友俱樂部委員會 

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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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與我們有關嗎？現時全球每 3�秒便有 1�
人確診認知障礙症。

於 2019�年，全球患者人數估計超過 5�千萬，預計
2050�年患者數目將高達 1�億 3000�萬人。本港目前每 10�
位 70�歲以上長者便有一位患者，85�歲以上患病比率更
高達三分之一。*由此可見，認知障礙症與大家息息相關，
並有可能出現在每一個家庭當中！

有鑑於患者人數有上升的趨勢，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以「醫社合作」的服務模式推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強
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支援，而義工在當中亦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一直以來，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致力推動義
工服務發展。因應患者及照顧者的特別需要，於 2019�年
聯同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義工、家屬及患者，成立

「腦友俱樂部」專科義工隊，共同推展不同類型的支援服
務，例如賦能講座、病友服務站、「同路人」分享會等；
與醫護服務相輔相成，加強服務素質，讓患者直接受惠。

由以往推展認知障礙症義工服務的經驗所得，對義
工提供針對性的培訓及支援非常重要。可是，在香港，
認知障礙症義工培訓手冊或書本卻很罕見；然而，在外
國則很容易找到。因此，本中心聯同內科及老人科、「腦
友俱樂部」攜手合作，出版《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
配合有系統的培訓課程以加強對義工的支援。本書以《認
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命名，原因在於認知障礙症對整
個家庭來說，是新的旅程，新的生活模式。而義工在這
個新旅程當中，擔任一個重要的陪伴角色。

(* 資料來源：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https://www.hkada.org.hk)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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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根據「腦友俱樂部」專
科義工隊的經驗為藍本，以對談及深入淺出的方法表達，
希望能令義工容易掌握認知障礙症基本知識、義工的角
色和責任、與患者及照顧者的溝通技巧、如何與患者進
行活動及處理患者情緒行為問題的方法等。另外，本手
冊更結集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網上資源、流動應用程式等，
方便義工每刻均可透過參看短片、網上資訊，好好裝備
自己。除此之外，「腦友俱樂部」的義工更分享服務經驗，
藉此推動認知障礙症義工服務發展。

「與民攜手�保健安康」是醫管局一直以來的使命。我
們衷心期望與義工攜手並肩，為患者和照顧者帶來溫情
的滋潤，豐富彼此生命的內涵，令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
照顧者踏上更輕省的旅程。

卓可欣女士   
新界西醫院聯網�高級院務經理�( 行政事務及秘書處 )

前
言

6



序一 �歐陽東偉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及社區醫療）� 1�

序二 �余偉業先生�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 2

序三 �莫家豪教授�
嶺南大學�副校長� 3

序四 腦友俱樂部委員會� 4

前言 �卓可欣女士��
新界西醫院聯網�高級院務經理�
( 行政事務及秘書處 )� 5

第一站：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9

第二站：義工有甚麼角色及責任？� 18

第三站：如何與患者及照顧者溝通？� 24

第四站：由義工與患者一起進行的活動� 30

第五站：當遇上患者的情緒行為問題時怎樣處理？� 34

第六站：活用網上資源� 38

第七站：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54

第八站：義工經驗分享� 65

後記 �劉智祥醫生�
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副顧問醫生� 70

鳴謝� 71

參考資料� 72

認知旅伴：義工培訓手冊

目錄

?

7



展開奇妙的學習旅程
《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專為有興趣從事「認知障礙症」支援
服務的義工而設，讓義工得到有系統的培訓以及全面的資訊作
參考。

?
認識「認知障礙
症」的基本知識

義工有甚麼角色
及責任？

遇上患者的情緒
行為問題時的處
理方法

活用網上資源

學習如何與患者
及照顧者溝通

與患者一起進行
活動的技巧

義工經驗分享

實用流動應
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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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我們很想成為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的義工！首
先，我們想多了解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 (Dementia) 是一種腦部退化疾病，患者的
大腦內會出現病變，這些病變最終使神經細胞死亡，腦
部結構也出現萎縮。

它能影響患者的：
�•記憶
�•判斷
�•執行力
�•情緒
�•行為

常見患者的記憶、推理、 
判斷、溝通和語言方面的�
能力有減退的情況。

人物：
義工
C 女士

醫生
Dr M

義工
B 先生

第1站 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正常的腦細胞
溝通良好

神經細胞

全球
每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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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每10名
70歲以上長者
便有一名患者

由早期發展至後期
平均大約

10年時間

神經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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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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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注意力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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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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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Distraction

轉移注意力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環境的配合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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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是否很罕見？

正正相反，認知障礙症有可能出現在每一個家庭當中！

全球情況 *

�•全球每 3 秒便有 1 人確診認知障礙症

�•在 2019 年，全球患者人數估計超過 5 千萬，預計
2050 年患者數目將高達 1 億 3000 萬人

香港情況 *

�•每 10 名 70 歲以上長者便有一名患者

�• 85 歲以上患病比率更高達三分之一

�•到了 2039 年，就 60 歲及以上的人士當中約有�
333�000 人 (11%)�患有認知障礙症 *

(* 資料來源：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https://www.hkad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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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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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有不同的種類 *：

�•最常見的有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Disease)�
(74%)

�－患者的情況以漸進式衰退

�•第二常見是血管性認知障礙症�(Vascular�Dementia)�
(22%)

�－與中風和血管疾病等有密切關係

�•其他 (4%)，例如：
�－路易氏體認知障礙症；
�－額顳葉認知障礙症；或
�－由其他成因引致的認知障礙症�

阿爾茲海默氏症

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其他

74%

22%

14%

(* 資料來源：香港老人科醫學會。http://hkgs.org/en-me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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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 第 2-5 年 )
�•混淆時間、地點，以及現實情況
�•容易情緒不穩、行為性格轉變
�•自理照顧的能力下降，需別人協助

認知障礙症的患者有什麼病徵？

在不同的時期，患者所出現的病徵有所不同，及視乎個
別患者的情況而定，以下列出一些常見的情況 *

???

晚期 ( 第 5 年後 )
�•記憶缺損，不能辦認人
�•生理時鐘混亂、活動能力及精神狀況均出現衰退
�•未能有效表達及溝通
�•不能處理日常生活，需要長期照顧

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早期 ( 第 1-2 年 )
�•短期記憶變差
�•難以表達或理解抽象事情，例如個人感受
�•難以學習新事物或跟從複雜指令
�•判斷、專注力減退
�•基本自理活動仍能應付，但需旁人提醒

(* 資料來源：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https://www.hkada.org.hk)12



診斷及評估

確診認知障礙症没有認知障礙症

社區照顧服務 院舍照顧服務 照顧者支持及
其他服務

私營記憶診所/醫生 政府/公營醫療服務

需要定期
覆診

https://www.swd.
gov.hk/tc/index/
site_pubsvc/page_
elderly/sub_
csselderly/

https://www.swd.
gov.hk/tc/index/
site_pubsvc/page_
elderly/sub_
residentia/

https://www.swd.
gov.hk/tc/index/
site_pubsvc/page_
elderly/sub_
csselderly/id_
carersuppo/

如果發現親友有記憶力、性格、習慣、行為等出現明顯
的轉變，可以怎樣確定他們是否患有認知障礙症？

可請你的親友向醫生求助，以下流程供你參考。

(* 資料來源：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https://www.hkada.org.hk) 13



能否治療認知障礙症？

治療認知障礙症可分藥物治療及非藥物治療兩種，旨在
減慢腦部退化及紓緩病徵，協助患者盡量維持生活質素
及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藥物治療：
目標在於延緩認知障礙症，紓緩相關的行為及情緒
問題。

非藥物治療：
目標在於維持認知障礙症患者在認知、自我照顧、體能、
社交及溝通等方面的能力，例如：

�•多感官治療

�•現實導向

�•緬懷治療

�•認知訓練

�•社交及日常生活技能訓練等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向醫生查詢；另外，
切勿自行購買藥物服用。)

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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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受治療外，還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照顧者 / 家屬可開始與患者商討財務、法律及醫療照顧
方面的事項，一起為將來作好安排。
�

網上學堂

智友站 
認知障礙症資訊平台 
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 
Dementia/zh-HK/Home/

醫院管理局
「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不作「心肺復甦法」？病人、家屬知多些！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PW/ 
MediaLibraries/SPW/SPWMedia/ACP-AD- 
DNACPR-Chi.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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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認識認知障礙症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 
videos/dementia.html

香港老人科醫學會
認知障礙症教育系列
http://www.hkgs.org/en-media.html

賽馬會耆智園
腦退化症資訊
https://www.jccpa.org.hk/tc/facts_on_ 
dementia/what_is_dementia/index.html 
�

周佩芳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
認識認知障礙症
https://cog.mect.cuhk.edu.hk/
�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
「吾」可�《預•計》網站

http://acpe.cuhk.edu.hk 

	

甚麼是「認知障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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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請圈出正確答案！

1.� �認知障礙症患者可以康復。

對  錯

2.� �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是認知障礙症
中最常見的類别。

對  錯

3.� �可以透過藥物治療及非藥物治療兩種，減慢腦部退
化及紓緩病徵。

對  錯

4.�不同時期的患者，所出現的病徵都一樣。

對  錯

5.�如懷疑親友患上認知障礙症，可向醫生求助。

對  錯

答案：1.錯、2.對、3.對、4.錯、5.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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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義工？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的義工是指任何人：

�•自願貢獻個人時間及精神，而不賺取酬勞；

�•於接受專科培訓後，在相關機構的認許及督導下為
認知障礙症患者或其家人提供支援服務，加強他們
的生活質素

認知障礙症義工支援服務對社會有甚麼好處？

此義工服務在社會、醫院 / 機構、個人層面均有重大的
貢獻：

社會層面

�•向大眾傳遞正面的訊息，以加強公眾對認知�
障礙症的認識及協助消除患者的負面標籤
�•鼓勵他人以行動關懷和支持患者與其照顧者
�•合力建設一個「認知無障礙」的香港

人物：
義工
B 先生，C 女士

社工
K 先生

義工有甚麼角色及責任？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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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 機構層面

�•義工是醫院或社福機構不可或缺的好夥伴
�•認知障礙症患者在接受藥物治療以外，得到�
溫情滋潤
�•加強醫院 / 機構與社區的溝通

個人層面

�•以同理心陪伴認知障礙症患者、照顧者 / 家屬，紓緩
生活壓力
�•可以貢獻自己、服務他人、發揮潛能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交流和關懷，�
充實和肯定自我價值，豐富生命內涵
�•學習新知識和技能
�•擴闊生活圈子

我們成為「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的義工後，有甚麼角
色和責任？

希望你們能夠以正面的態度去了解認知障礙症，把關心
付緒行動，並以真誠的心去陪伴患者及照顧者。

對社會的角色和責任

�•向其他人分享認知障礙症的正確觀念
�•關心年長家人、鄰居、朋友的大腦健康，�
同時提高他們對大腦健康的關注
�•留意周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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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服務機構之態度與責任

�•認識機構宗旨、服務目的及自己期望
�•遵守機構工作指引及規則
�•具責任心、堅守工作崗位及盡力完成指定服務
�•虛心接納批評及主動反映意見以優化服務
�•積極參與工作交流、研討及訓練等活動
�•作為機構與社區溝通的橋樑
�•以熱誠的態度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照顧者 / 家屬

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義工服務有甚麼類型？

有以下例子可參考：

�•參加日營、參觀景點 / 展覽、逛花市睇燈飾、上酒樓
茗茶
�•病房探訪、電話慰問、外展 / 家居探訪
�•興趣班�( 例如：手工藝、書法、茗茶活動、畫班、園
藝、電腦導修或扭汽球等 )
�•節慶活動�( 例如：籌備及支援新春 / 中秋 /�
聖誕節等節日慶祝活動、大型活動維持秩�
序支援等 )
�•同路人分享、患者 / 照顧者情緒支援
�•其他

義工有甚麼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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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認知障礙症義工服務的機構

屯門醫院 病人資源中心
電話：2468�5528  
地址：屯門醫院特別座四樓
https://www3.ha.org.hk/ntwc/prc/index.html 

認知友善好友
電話：2818�1283  
https://www.dementiafriends.hk/zh-hant/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電話：2338�1120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https://www.hkada.org.hk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http://volunteermovement.hk 

義務工作發展局
電話：2546�0694
地址：香港西營盤西源里 6 號源輝閣一樓
http://www.av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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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長者中心亦有提供
相關義工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 

*�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未能盡列本港所有提供認知障礙症義工服務
的機構！

	

義工有甚麼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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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出正確答案！

1.�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的義工是指任何人自願�
貢獻個人時間及精神，而不賺取酬勞。

對  錯

2.� �義工可鼓勵他人以行動關懷和支持認知障礙症患者
與其家人。

對  錯

3.� �執行義工服務時，義工可以隨時按自己的意願做事。

對  錯

4.� �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義工服務有興趣班、病房探訪、
照顧者支援等！

對  錯

5.� �只在屯門醫院設有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義工服務！

對  錯

考考你：

答案：1.對、2.對、3.錯、4.對、5.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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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參與義工服務時，如何與患者保持良好的溝通？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溝通能力會因記憶、理解、語言表達
及社交方面的能力衰退而受影響。如義工能包容患者溝
通方面的困難，是給予患者最大的支持。

以下列出常見的溝通障礙 * 供你們參考：

初期的溝通障礙

�•難以表達自己的意思
�•難以用適當名稱去形容物件
�•經常使用空泛的字詞去代替人物、物件、地方的
名稱，例如︰「我去嗰度囉」、「我食緊啲嘢」、「我
同嗰個人去街」等
�•經常以空泛的語句回答問題，例如︰「係咁架啦」、
「你話點就點啦」、「冇所謂啦」、「唔清楚」等

人物：

義工：B 先生，C 女士 護士：P 姑娘

如何與患者及照顧者溝通？第3站

(* 資料來源：�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https://www.hkada.org.hk;
賽馬會耆智園。https://www.jccp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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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溝通障礙

�•未能以完整句子表達自己
�•失去說出人物、物件名稱的能力
�•說話時會出現混亂，例如︰將「糖」誤說成「鹽」、
將「女兒」誤說為「媽媽」
�•間歇性地出現有條理的對話
�•失去使用第二語言的能力

晚期的溝通障礙

�•使用錯誤的文法表達
�•可能喪失語言能力，不懂說話或只能發出聲音

當腦退化症人士的語言能力開始衰退，理解和表達能力
不足時，可善用面部表情、身體動作等非言語訊息協助
溝通。你們亦可參考以下方法：

簡單化

�•從前面接近患者並建立眼神接觸
�•直接稱呼患者名字，不要隨意改變稱呼方式
�•說話要清楚、緩慢
�•一次只介紹一項任務、訊息想法或概念
�•保持平靜，面帶微笑
�•善用肢體語言來表達關懷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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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性

�•使用提示、指示物來引導患者�

�•運用物件作提示，例如圖片

�•以手勢和身體動作輔助，如招手代表歡迎、揮
手代表再見

�•如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可透過書寫溝通

注意的地方

�•留意患者的專注力

�•溝通困難可能會令患者感到挫折或生氣�

�•一定要耐心傾聽患者所表達的信息

避免事項

�•避免提高音量

�•不要忽略聽起來具意義的話語

�•避免批判式、評論患者

�•不要過度打攪

�•避免以命令方式與患者溝通

如何與患者及照顧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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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顧者溝通有甚麼注意的地方？

認知障礙症不僅影響患者，亦會對整個家庭帶來影響。
與照顧者溝通時，可參考以下準則：

�•耐心

�•善用肢體語言，以表情及語調緩和氣氛

�•學習傾聽、忍受沉默、學習等待

�•以開放的態度與照顧者溝通，包容不同觀點

�•避免說教、批評、責備

另外，請緊記以下有助於溝通的元素：

�•信任

�•同理心

�•關懷

�•真誠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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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堂

醫院管理局
《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家傭照顧手冊》影片 

http://kch.ha.org.hk/form/Alzheimer’s_disease_ 
Cantonese.mp4

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認知障礙症 : 溝通技巧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arers_corner/ 
dementia_care/dementiacs.html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技巧短片》 

http://www.nur.cuhk.edu.hk/cgv/

如何與患者及照顧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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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出正確答案！

1.� �如義工能了解並面對患者溝通的困難，是給予「認
知障礙症」患者最大的支持！�

對  錯

2.� �患初期「認知障礙症」的人士，經常以空泛的語句回
答問題。

對  錯

3.� �與患者溝通時，應該使用簡單、直接的語言。

對  錯

4.� �當你認為照顧者的照顧方法有問題時，應該批評、
責備照顧者的做法。

對  錯

5.� �有助於溝通的元素包括信任、同理心、關懷、真誠
及尊重。

對  錯

考考你：

答案：1.對、2.對、3.對、4.錯、5.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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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請問多進行運動或益智活動對認知障礙症患者
有甚麼好處？

適量的體能活動，有助減慢身體機能退化，亦可刺激腦
神經細胞生長。人的腦袋就像一座機器，多使用會運行
得更佳和更快，並創造新的感官經驗。

設計與患者一起進行的活動有甚麼準則？

你們可參考以下四項準則： 

�•能讓患者從中得到滿足感及尊重

�•因應患者的能力而計

�•考慮患者的專長、興趣及喜好

�•如情況許可下，訂定時間表，�
每天在同一時段進行，並形成習慣

第4站 由義工與患者一起進行的活動

人物：

義工：B 先生，C 女士 Dr M 社工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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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患者進行活動？

可以參考以下步驟：

有麼活動可以由義工與患者一起進行？

大腦需要每天操練，才能保持精靈敏捷。透過一系列的
健腦活動，訓練患者的記憶力、集中力、心算力、判斷
力及手眼協調能力等。

以下活動可供參考

運動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健腦八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qF74Q0-KqYM 

邀請患者參與

按患者的能力及
表現作調節

肯定及讚賞患者的表現及參與

向患者示範玩法

觀察患者的反應

31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 
https://acsc.tungwahcsd.org/exercise_ 
therapy.php

嗇色園懷傲運動天地
運動預防認知障礙症及身體退化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F2qB4sgN5yyz0dDlYoTJSA 

保良局 
60 秒齊防疫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 
PLVVPJpp3sd8wIXOCFVWg69QHg5EgkzL3X 

活動 / 遊戲

耆智同行
患者需要的活動  
https://www.adcarer.com/course1_activity_5_1. 
php?cid=5&sid=18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長青網
智有腦
https://www.e123.hk/zh-hant/brain/healty

	

	

由義工與患者一起進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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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出正確答案！

1.� �適量的體能活動，有助減慢身體機能的退化，亦可
刺激腦神經細胞生長！

對  錯

2.� �設計活動時，應就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能力而設計。

對  錯

3.� �大腦不用每天操練，仍能保持精靈敏捷。

對  錯

4.� �患者不需要多陪伴、多鼓勵！

對  錯

5.� �勤做健腦八式，能預防大腦衰退。

對  錯

考考你：

答案：1.對、2.對、3.錯、4.錯、5.對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C-Rehab 電腦復康訓練資源站

（需登記成為會員才可使用）
http://creha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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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認知障礙症相關的義工服務時，有甚麼要注意的地
方？

大家需要留意認知障礙症患者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情緒及
行為問題！

�•常見行為問題包括:�粗言穢語、重複問題、咒罵他人、
干擾或重覆的行為、�收藏東西、�遊走、暴力行為或
拒絕進食等

�•常見心理問題包括 :�冷漠、抑鬱、焦慮不安、妄想或
幻覺等

當遇上患者的情緒及行為問題時，義工可以怎樣處理？

有以下的方法及注意事項可供你們參考：

�•首先，義工要對患者的情緒行為問題有所認識；並
盡量體諒和接納患者的情況。

�•患者可能受認知能力衰退、身體或環境因素、人際
關係或藥物等影響，以致無法清楚表達或控制自己
的情緒和行為。

人物：
義工：
B 先生，C 女士

第5站 當遇上患者的情緒行為問題時怎樣處理？

醫生
D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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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確保患者及自身的安全，並盡快向服務單位的職員
尋求支援

�•細心觀察，尋找情緒行為症狀的因由

�•如有任何疑問或不安，請向單位職員求助

�•當患者的情緒行為問題變得嚴重時，應建議照顧者
應向醫護人員、治療師或社工求助

有甚麼方法可以與患者相處得更好？

各義工可參考下列建議：

正常的腦細胞
溝通良好

神經細胞

全球
每3秒

新增一位患者

香港
每10名
70歲以上長者
便有一名患者

由早期發展至後期
平均大約

10年時間

神經細胞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腦細胞
溝通不良

C
D EDistraction

轉移注意力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環境的配合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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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溝通技巧 (Communication)

例如：
�•耐心聆聽
�•談話時用溫柔的語調、簡短易明的字句
�•給患者充裕時間回應
�•利用適當的身體語言
�•不刻意糾正患者言語上的錯誤

轉移注意力 (Distraction)

通常可以在以下情況使用：
�•當患者作出一些危險的決定時
�•在患者情緒變波動或有幻覺的時候

環境的改裝或調節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例如�:
�•利用適當的室溫、光線、音樂、香薰等令環境
變得更平和
�•把櫃桶標籤，讓患者更容易找到物件
�•如有需要可以移除一些鏡子或會反光的家具，
減低患者對環境認知的混亂
�•將時鐘、日曆等放在當眼位置

網上學堂

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認知障礙症：遊走處理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videos/ 
dementia.html

當遇上患者的情緒行為問題時怎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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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出正確答案！
1.� �認知障礙症患者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例如：粗

言穢語、重複問題、咒罵他人、干擾或重覆的行為
對  錯

2.� �當遇上患者的情緒及行為問題時，䀆量體諒和接納
患者的情況，並盡快向服務單位的職員尋求支援！
對  錯

3.� �與患者溝通時，應刻意糾正患者言語上的錯誤，避
免患者再犯同樣的錯誤！
對  錯

4.� �當患者的情緒開始變得波動時，可用其他話題轉移
注意力！
對  錯

5.� �可利用適當的室溫、光線、音樂、香薰等令環境變
得更平和，減少患者的不安感！
對  錯

考考你：

答案：1.對、2.對、3.錯、4.對、5.對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技巧短片》  

http://www.nur.cuhk.edu.hk/cgv/

賽馬會耆智園
如何處理腦退化症患者行為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4hkjwXo__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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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方法可以讓我們了解更多認知障礙症？

現時有非常豐富的網上資源、流動應用程式可以協助你
們更深入認識認知障礙症。現有以下範疇的例子供你們
參考：

1.� 認識「認知障礙症」
2.� 網上評估問卷
3.� 提供認知評估的機構 / 計劃
4.� 醫療服務�( 診斷、評估 )
5.� 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6.� 院舍照顧服務
7.� 經濟支援服務
8.� 復康交通服務
9.� 復康用具及輪椅借用服務
10.�照顧者支援熱線 / 服務
11.�病友 / 照顧者互助組織

人物：

義工：B 先生 社工 K

第6站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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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認知障礙症」

智友站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 
SPW/zh-HK/Home/ 

智友站 
認知障礙症資訊平台 
http://www21.ha.org.hk/smartpatient/ 
Dementia/zh-HK/Home/

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 
tc/index.html 

認知友善好友
Dementia Friends 
Hong Kong 
https://www.dementiafriends.hk/zh-hant/  

耆智同行 
https://www.adcarer.com/index.php  

周佩芳認知障礙
預防研究中心 
https://cog.mect.cuhk.edu.hk/  

39



香港老人科醫學會
認知障礙症教育系列 
http://www.hkgs.org/en-media.html 

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https://www.elderly.gov.hk/cindex.html  

關注認知障礙症錦囊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tc/ 
doc/Dementia_Awareness_kit_tc.pdf 

2. 網上評估問卷

賽馬會耆智園
長者認知退化問卷
(IQ-CODE) 
https://www.jccpa.org.hk/tc/facts_on_dementia/ 
Assessment/index.php 

 
周佩芳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
認知障礙症 自我檢查 
https://cog.mect.cuhk.edu.hk/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認知障礙症測試 
https://acsc.tungwahcsd.org/brain_test.php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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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健忘評估表 
https://dementia.sjs.org.hk/sjs/tc/evaluate.
php?id=107&sid=95&tid=5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樂回家 快速檢測 
https://www.e1668.hk/test 

!!! 注意 !!!
問卷之結果只可用作初步認知評估，並不能作為正式臨床診斷之用。
如對結果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記憶診所或相關專科醫生作諮詢及詳細
診斷。

3. 提供認知評估的機構 / 計劃

東華三院西市鮮魚行商會智晴坊 
電話：2481�1566  
地址：北角北角道 16 號蘇浙大廈地下
https://acsc.tungwahcsd.org/about.php  

香港家庭福利會
認知障礙評估及支援計劃 
電話：2527�3171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0 樓 2010 室
https://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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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靈實協會 
TotalCare 

「靈實全護通」
電話：2663�3001  
地址：�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 25 號�

明華大廈 A 座 LG 樓 B 室
http://www.totalcare.org.hk/home/ 

聖雅各福群會
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電話：�2816�9009�( 西環 )�

2596�2506�( 灣仔 )
地址：�西環德輔道西 466 號 3 樓�

灣仔堅尼地道 100 號 2 樓
https://cc.sjs.org.hk/?route=services-detail&sid=35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樂回家
電話：�2558�7608
地址：�柴灣杏花邨第 39 座地下
https://www.e1668.hk/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電話：�2338�1120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https://www.hkada.org.hk/early-detection-service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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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
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電話：�2323�4448
地址：�九龍順安道 9 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

201 號鋪
https://clareaaueldergarten.yot.org.hk/index.php 

智活記憶及
認知訓練中心
電話：�2793�2138( 九龍 )�

3460�4520( 香港 )
地址：�九龍灣彩霞邨�C�座彩星樓�地下 4 號�

香港仔湖北街 12 號裕景中心�21 樓 01
http://mlc.cfsc.org.hk/

賽馬會「與耆同行」
腦退化症支援計劃
電話：�2946�8185
地址：�九龍中 九龍樂善堂：�

九龍城龍崗道 61�號
西貢及將軍澳 基督教靈實協會：�
將軍澳景林邨景榕樓 2�號地下
新界東 賽馬會耆智園：�
沙田亞公角街 27�號
新界西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屯門山景邨景樂樓 8-10�號地下

https://www.jccpa.org.hk/tc/special_projects/current_projects/
pdsp/index.html 

*�備註：部份長者中心亦有提供評估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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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服務 ( 診斷、評估 )

私家醫院 / 私人執業醫生 
( 香港醫學會醫生名單 ) 
https://www.thkma.org/doctor.php  

非政府機構的記憶診所
https://www.jccpa.org.hk/tc/community_resources/ 
how_to_choose_for_resources/index.html

衞生署 長者健康中心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ntactus/ 
elderly_health_centres.html

醫院管理局 普通科門診
http://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 
Content_ID=10052&Lang=CHIB5&Ver=HTML  

醫院管理局 專科門診診所 ( 內科 ) 名單 *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 
Content_ID=10053&Lang=CHIB5&Dimension=100& 
Parent_ID=10042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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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 專科門診診所 ( 精神科 ) 名單 *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 
index.asp?Content_ID=10053&Lang= 
CHIB5&Dimension=100&Parent_ID=10042 

*�政府 / 公營醫院
*��部份政府醫院設有記憶診所／老人科／老齡精神科診斷服務。�
應診者必須具備醫生轉介信。

5. 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istrictel/ 

長者鄰舍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neighbourhood/ 

長者活動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socialcent/

日間護理服務 
( 包括為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服務的中心 )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care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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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respite/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618/ 

社會福利處 –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enhancedho/ 

社會福利處 – 家務助理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homehelpse/ 

長者支援服務隊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supporttea/ 

流金頌培訓計劃
https://www.cadenza.hk/index.php?lang=zh 

高錕慈善基金
https://www.charleskaofoundation.org/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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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院舍照顧服務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 安老院、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等 )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 

長者住宿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respiteser/ 

7. 經濟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 「公共福利金計劃」
電話：�2343�2255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socsecu/sub_ssallowance/ 

公益金及時雨基金
電話：�2599�6111
地址：�灣仔告士打道 39 號�

夏慤大廈 18 樓 1805 室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rainbow-fund/centres 

仁愛堂援助基金
電話：�2655�7788
地址：�屯門啟民徑 18�號�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https://www.giveyot.org.hk/lt_projec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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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濟支援服務

仁濟緊急援助基金
電話：�8100�7711
地址：�荃灣仁濟街 7 至 11 號仁濟醫院�

C 座 10 樓
https://www.yanchai.org.hk/services/charity-fund/ 
yan-chai-emergency-assistance-relief-fund

嗇色園緊急援助基金
電話：�2327�8141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村 2 號
https://qrgo.page.link/ygmB9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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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8. 復康交通服務

香港復康會 「復康巴士」服務
電話：�2817�8154�
地址：�九龍藍田復康徑七號香港復康會�

藍田綜合中心地下 2 號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rehabus/zh-hant/ 

香港復康會 「易達巴士」服務
電話：�2348�0608
地址：�九龍藍田復康徑七號�

藍田綜合中心地下六號室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eab/zh-hant/ 

香港復康會 「易達轎車」服務
電話：�8106�6616
地址：�九龍藍田復康徑七號�

地下 4 號室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ahc/zh-hant/

聖雅各福群會  「愛心小巴」
電話：�2818�7400
地址：�香港西環干諾道西 188 號�

香港商業中心 7 樓 713A 室
https://cc.sjs.org.hk/?route=services-detail&sid=13&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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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循環運動 「社區支援及護送」
電話：�2777�2223
地址：�九龍大坑東邨東成樓地下 12-15 號
https://www.volunteer-ccm.org/cses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電話：�2810�2300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10 樓
https://www.lwb.gov.hk/tc/highlights/ 
fare_concession/index.html 

運輸署
殘疾乘客在限制區 上落車證明書
電話：�2804�2600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 
services_for_the_people_with_disabilities/index.html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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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復康用具及輪椅借用服務

扶輪社 
兒童復康用具資源中心
電話：�2817�5196
地址：�香港薄扶林沙灣徑七號地下
http://www.rehabaidsociety.org.hk/zh/rrc/ 
rotary-rehabaid-centre-for-children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
電話：�2364�2345
地址：�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育才道�S�座地下
http://www.rehabaidsociety.org.hk/zh/rc/rehabaid-centre 

香港輪椅輔助隊
電話：�2194�9666
地址：�九龍南昌村昌謙樓地下 1-3 號
https://www.hkwheelchair.org.hk/services?pid=80 

香港紅十字會
電話：�2610�0515
地址：�紅十字會總部�/�各醫院紅十字會辦公室�
https://www.redcross.org.hk/tc/community_healthcare/ 
mobility_equip/intro_me.html 

香港復康諮詢協會
電話：�2388�9915
地址：�深水埗樂年花園 B3 地下
https://www.hkrehabright.org/recycling 

* 備註：部份長者中心亦有提供復康用具及輪椅借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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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照顧者支援熱線 / 服務

熱線查詢 
�•「記憶在線」( 耆智園 )� 2636�6323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照顧者熱線� 2338�2277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照顧者支援熱線� 3892�0101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長期病復康一線通� 2794�1122

 社會福利處 — 護老者支援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
家傭照顧手冊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tc/ 
doc/Caring-for-Elderly-with-Dementia-Guide-to- 
Foreign-Domestic-Helper_TC.pdf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安居資料庫
https://www.hkhselderly.com/erc/tc/ 
content.php?pid=50

	

活用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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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病友 / 照顧者互助組織

腦友俱樂部
電話：�2468�6167
地址：�屯門青松觀 23 號屯門醫院特別座四樓�

病人資源中心

全港失智症照顧者聯盟
電話：�2816�9009�( 西環 )�

2596�2506�( 灣仔 )
地址：�西環德輔道西 466 號 3 樓�

灣仔堅尼地道 100 號 2 樓
https://dementia.sjs.org.hk/sjs/tc/associate.php?id=39

*�備註：相關服務 / 資訊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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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流動應用程式 (APPs)* 適合認知障礙症患者或
照顧者使用？

有以下範疇的例子供你們參考：

1. 醫院管理局流動應用程式
2. 認知障礙症流動應用程式
3. 尋人流動應用程式
4. 其他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 注意事項：
�•下載任何應用程式前，請先留意有沒有下載收費；
�•開啟使用程式或需輸入個人資料；
�•應用程式內或會出現廣告及付費的介面；
�•必須只在官方應用程式商店下載該應用程式�(iOS:�Apple�App�
Store;�Android:�Google�Play)；
�•此章節只列舉部份應用程式作參考，更多相關的程式可於程式商
店下載；
�•應用程式可能會定期更新，請瀏覽應用程式的官方網站，以取得
最新資訊。

人物：

義工：C 女士 社工 K

第7站 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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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院管理局 流動應用程式

HA Go

�•醫院管理局流動應用程式「HA�Go」為
單一流動平台，令病人整體醫療保健旅
程更完善。

�•透過「HA�Go」，病人可查閱個人預約
紀錄，支付醫院賬單，預約專科新症，
查閱藥物資料或按照處方進行復康練
習。

�•病人更可透過「HA�Go」下載其他醫管
局手機應用程式。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
Nn73E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
link/63A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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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
預約通

�•醫院管理局流動應用程式「預約通」為
預約專科門診新症提供方便的流動平
台；

�•現時「預約通」已融入 HA�Go�。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
Nn73E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
link/63AVB

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減壓情識 Stress Management DIY

�• 旨在推廣精神健康及加深大眾對壓力
管理的認識。

�• 你可透過程式了解自己的情緒變化，
建立正向思維，從而更有效地應付日
常生活所帶來的壓力。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
U2Bmh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 
55XJn

	

	

	 	

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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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
e 藥通

�•「e 藥通」可顯示多個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藥劑部�/�藥房的取藥狀況，讓你
隨時隨地查詢你的藥物是否配妥（註：
只限當天籌號）。

�•通過設定提示訊息，「e 藥通」可在藥
物配妥時自動通知你。

�•「e 藥通」亦提供在醫管局配發的藥物
的資訊及一般用藥須知。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BjY79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6u5wu

2. 認知障礙症流動應用程式

「六藝 ® 智趣」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的跨專業團隊，包
括醫生、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及社工
依據中國儒家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的概念，設計出一系列「六藝®」
全人多元智能健腦活動以預防及延緩認
知退化。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
afpxW

	 	

	 只提供�IOS�版本，
須使用�iOS�4.0�或
以上版本。兼容�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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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東華三院
「腦友導航」 

�•「腦友導航」手機應用程式由東華三院
社會服務科區域辦事處(東區/中西區)
製作，專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而
設的程式，包括以下六大功能：
-認識。我 �-定位追蹤 -用藥提示�
-尋人功能 -智晴寶「認知訓練」�
-生活實用貼士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M3CtL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z2bSJ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動腦共行

�•提高和喚醒公眾對輕度認知障礙的認識
和注意；

�•附以相關研究、資訊及建議，讓大眾進
一步瞭解輕度認知障礙的預防和治療方
法。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ZyxuD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L5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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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智有腦 

�•「智有腦」為普羅大眾及有健腦需要人
士而設，遊戲透過角色扮演，鍛煉 5 個
角色的專屬能力：記憶力、手眼協調、集
中力、心算力及判斷力，同時也兼顧訓
練其他能力。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uQ1Vg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AdZbC

基督教家庭服中心
智活 

�•透過不同的腦力訓練活動，改善參與者
的認知功能，包括記憶力、專注力、數算
能力、視覺空間能力、辨認能力及語言
能力等。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eebm7

	 	

	 只提供�Android�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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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先知先覺認知障礙預防計劃 

內容包括：
�•記憶力評估
�•「先知先覺模式」訓練
�•護「腦」大使登記
�•護老者壓力評估
�•護老者錦囊
�•認知障礙症資料庫
�•活動花絮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N59mr

3. 尋人流動應用程式

賽馬會耆智園、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科技大學
賽馬會友里蹤跡社區計劃

• 友里蹤跡APP 需配合藍牙裝置「守護蹤」使
用。腦退化症人士一旦走失，家屬可於程式內
報失，下載了程式的公眾人士則可開啟藍牙及
位置協尋；

• 家屬可預先輸入長者資料，程式能製作「尋人
啟事」，便利家屬發放走失訊息到不同平台。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kRbZ4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ENYc5

只提供�Android�
版本

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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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of Love．Trace Me
尋人網

•�尋人社交網絡平台，藉社交媒體及網
絡，幫助有需要人士尋回親人。

•�「尋人網」用戶自發協尋，串起社會人
士的愛心，發揮社區守望相助的關愛力
量。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5tF1Q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VVk8o

仁愛堂
「屯」結腦友網

•�提供資訊分享平台，以輔助性質協助登
記用戶尋找屯門區失蹤（走失）的認知
障礙症人士。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e51Dm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3217P

	

	

	 	

61



4. 其他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e123 長青網 – 長者服務及老人院資訊

•�集合長者及其家人所需的一站式生活資
訊網站；

•�主題包括各類長者優惠、健康、新聞、
院舍服務、社區服務、社交、學習、腦
部健康、護老、經濟援助、就業及義工
等。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L3g5g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YzHYx

東華三院
福樂滿心

•�旨在協助長者提升靈性健康，肯定生命
的意義，鼓勵長者積極人生。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GvFUF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hDucz

	

	

	 	

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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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情緒達人 ABC

•�以〈認知行為治療〉的「五常法」為基礎
而設計的小遊戲，大家可以學習及訓練
對自己有效的情緒管理方法。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jYEZ6

運輸署
香港出行易

•�一站式交通運輸流動應用程式；

•�市民可更方便快捷搜尋不同出行方式的
路線、行程時間及交通費用，並獲取即
時交通消息，從而選擇最合適的出行安
排�。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Zf6bb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cUVNV

	 只提供�Android�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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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流動應用程式

港天文台
我的天文台

•�提供一系列的個人化天氣服務；

•�應用程式會顯示最接近用戶、指定位置
或所選氣象站所提供的實況天氣，如溫
度、相對濕度、雨量、風向、風速及天
氣照片等。

App Store :  

https://qrgo.page.link/3UVF2

Google Play : 

https://qrgo.page.link/9Af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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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經驗分享第8站

母女情深

今天是 ｢ 腦友俱樂部 ｣ 病友支援服務的第一天，我們這
群義工帶著興奮和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屯門醫院老人科
日間醫院的記憶診所，希望能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帶來歡
笑，和為照顧者提供一些實用資訊。

病友和陪伴者陸續到來候診，我留意到有一位年青的女
士，細心地安撫着坐在輪椅上的母親，並常常詢問身旁
的外籍女傭有關她母親的情況。我順道與這位女士打開
話題，介紹我們將舉辦的講座和社會服務資訊。得知這
位婦人自患上認知障礙症後，雖然有參與社會服務中心
的活動，但感覺不適應，有些體能活動更感吃力。

我想起有一套可坐著來跳的健康舞，這
套舞蹈在其他病友組織學來，正好適合
體弱長者作簡單運動，我即向患者及照
顧者其介紹和播放示範短片，那位外籍
女傭也感興趣地說可與患者在家中一起
跳。年青女士非常感謝我們的協助，並
希望加入 ｢ 腦友俱樂部 ｣，往後可保持
聯繫。

事後我回想到在跨病友組織所得的
服務經驗，有時也可以共享的 !

作為義工，需要觀察及了解服務對象作為義工，需要觀察及了解服務對象
所需；並懂得“腦筋急轉彎”!所需；並懂得“腦筋急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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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慈子孝

如往日一樣，當屯門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的記憶診所開
診時，認知障礙症的患者和照顧者如貫來到登記處。今
天，我留意到有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人扶著一位白髮蒼
蒼的伯伯慢步到來。完成登記後，中年人安排伯伯坐在
候診室的沙發上，小心翼翼地為他帶上助聽器，並親切
地靠在伯伯身旁坐下。當我們與伯伯交談時，中年人將

“咪”拿近給我們，我想是希望這位伯伯能聽得清楚一
點我們的說話 ;�當我們向伯伯介紹 ｢ 過關遊戲 ｣，最初
時伯伯有點抗拒，中年人在旁溫柔地鼓勵，漸漸伯伯也
和我們義工玩起來。成功過關後伯伯面露笑容，謝聲連
連，伯伯越玩越開心，直到他應診時還回頭慈祥地向我
們微笑道謝。

事後我才知道這位中年人是伯伯的兒子，伯伯在家中由
他姐姐照料，而他負責陪伴父親應診。當他知道我們服
務的意向和目的，便留下聯絡資料，更希望我們儘力展
開恆常活動，表示對他和家人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這位伯伯在年輕時，會是一位很疼愛兒女的父親，
教子有方，諄諄善誘；兒子今天才會這般孝順體貼地照
顧他。

作為義工不應以“高高在作為義工不應以“高高在
上”､“指指點點”的心態做上”､“指指點點”的心態做
服務，每位照顧者都有他們服務，每位照顧者都有他們
獨特的照顧方法，值得互相獨特的照顧方法，值得互相
尊重及學習。尊重及學習。

義工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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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分包容 多一分諒解

｢ 小姐有沒有撞倒 ?�不用急，還有時間呢 !｣�登記處的護
士姑娘安撫着一位正匆匆忙忙走向登記處的女士，跟隨
在這位年青人身後的是一位上年紀的老人家。年青人尷
尬地解釋︰父親已在催促，希望剛才魯莽的行為沒有帶
來不便。

最初並不為意，之後我發現老人家坐在雙座沙發上，而
年青人却只站在一旁。我原應請年青人坐在她父親旁邊
陪伴老父，再開始介紹 ｢ 腦友俱樂部 ｣ 活動及派發社區
服務資訊 ;�但年青人總是說站著就可以了，婉拒了我。
經多次勸說下才坐下，不過老人家始終與他女兒沒有眼
神接觸，更沒說過半句話。我和他女兒還沒說上幾句話，
老人家便已站起來，走出診所門外，遠眺高空，神態淒
冷，眼神憂鬱。直到女兒向他表示要應診才黯然地跟著
年青人步入診症室。

看見這情景，我猜想是他倆來醫院前，可能發生了一些
磨擦，導致兩人心裡鬱悶。可憐年青人還要用笑臉迎著
我們，也讓我感受到患者心中的鬱結、擔憂。

有時義工也會被服務對象拒有時義工也會被服務對象拒
絕，我們應以包容 ､諒解的心絕，我們應以包容 ､諒解的心
態面對 !態面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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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聽照顧者心聲

「腦友俱樂部」逢星期三下午，在屯門醫院老人科日間
醫院的記憶診所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義工關顧服務。
組員會帶備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的服務簡介及「腦友
俱樂部」宣傳單張，除此之外，還會準備一些小玩意予
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

記得有一次服務時，當我們送上簡介和服務單張予患者
及照顧者，與他們一起玩小玩意。由於患者動作比較緩
慢，義工耐心從旁引導完成小玩意，患者帶著得意洋洋
的微笑望向照顧者。這些小玩意最重要是讓認知障礙症
患者動動腦筋、伸伸手，也可打開話匣。

聆聽照顧者細訴生活上的擔憂，患者緩慢的動作擔心被
人撞到受傷或者走失，不外出又怕缺乏運動和社交能
力。我們都靜靜地聆聽讓照顧者抒發心中的鬱結。

這令我想起在社區中心做義工服務時，認知障礙症患者
都是家人或傭工帶來便離開，剩下中心職員及義工與患
者玩桌上遊戲，比較少聆聽照顧者的心聲和感受。

細心聆聽患者及照顧者的心聲是很重細心聆聽患者及照顧者的心聲是很重
要的一環。要的一環。

義工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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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照顧者

「腦友俱樂部」成員定期到屯門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的
記憶診所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服務。當天有位外傭姐姐及
婆婆都笑面迎人地陪伴着坐在輪椅的伯伯 ( 患者 ) 等候
覆診，我與另一位隊友上前派發「腦友俱樂部」及社區
服務資訊，婆婆非常感謝義工的好意，並忍不住說出她
照顧患者的心聲。

她說最初難以接受患者由一個壯年人變成小孩模樣，她
每次與患者回醫院覆診都感到無限哀傷。當中，她得到
子女無限精神上的支持非常重要，同時她讚揚她的得力
助手外傭姐姐協助照顧患者，減輕她體能上的負擔。外
傭姐姐亦細說她如何努力適應生活上的轉變，直至到診
症室見醫生。

這一刻令我無限感慨，照顧者 ( 包括外傭姐姐 ) 更加需
要大家的關顧。

外傭姐姐也是重要的照顧者，亦需要大家外傭姐姐也是重要的照顧者，亦需要大家
的關注。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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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祥醫生 
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副顧問醫生

後
記

認知障礙症無疑對患者本身及其家人均帶來不少
轉變，有些人認為認知障礙症會為家人帶來極大痛苦；
然而，我則認為認知障礙症對整個家庭來說，彷如新
的旅程，是人生的一個新開始。在新旅程當中，難免
有苦但亦有樂，並會經歷不同的變遷，一如以往充滿
著不同的可能性。

本書得以出版，源自於疫情爆發前，「屯門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定期帶領「腦友俱樂部」義工到老人科日
間醫院內的記憶診所，與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傾
談；並介紹認知障礙症相關的資訊、照顧貼士、網上
及社區資源等。在義工服務期間，義工與照顧者、患
者融洽相處，如同患者 / 照顧者人生旅程中的旅伴，
一起分享、一起經歷。因此，本書以《認知旅伴 – 義
工培訓手冊》命名最適合不過！

義工除了是認知障礙症患者 / 照顧者的「旅伴」之
外，亦是醫生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一個重要夥伴。除
藥物治療外，義工與醫護人員攜手為認知障礙的患者
及照顧者在身、心、社、靈方面作出貢獻。部份義工
亦是照顧者，以過來人身份互相關顧、勸慰，擔當醫
護人員部分無法扮演的角色。

在此，要感謝「屯門醫院病人資源中心」主力編製
這本手冊，亦想藉此機會謝謝各「腦友俱樂部」委員及
義工的協助，以及多謝歐陽東偉醫生、余偉業先生、
莫家豪教授、蕭珮而女士及彭小茵姑娘的鼎力支持。

除了《認知旅伴 – 義工培訓手冊》外，我們亦期望
日後出版更多《認知旅伴》系列的義工服務書籍，與大
家分享及交流認知障礙症義工服務的經驗。此外，我
們更定期舉辦有系統的義工培訓課程，務求裝備好義
工，與醫護服務相輔相成，力強服務素質，讓患者直
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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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完成，有賴各方人士鼎力協助。特別是下述
人士，為此書提供了許多建議，令書本內容更豐富、
更實用。在此提名，以表感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歐陽東偉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

( 基層及社區醫療 )

余偉業先生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專員�

莫家豪教授
嶺南大學副校長

蕭珮而女士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項目經理

彭小茵姑娘
新界西醫院聯網「續護好義」服務計劃義務顧問、�

前青山醫院部門運作經理 ( 退休護士 )

腦友俱樂部委員會
主 席：洪仲承先生、凌現軍先生
副主席：凌鄧愛蘭女士、梁瑞文女士
秘 書：姚文廣先生、余國新先生
財 務：陳笑娟女士

真心感謝各位！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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