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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德蔭基金對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AKA）「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的資助已屆第八

年。我們很高興可以一路以來一直見證這項服務穩健發展，並得到患者、照顧者以及社區人士的肯定和支

持。

 早在初期洽談項目的階段，我們對這項服務已經充滿信心，皆因其計劃和成效評估方案均周詳穩妥，

亦具創新元素，不但能針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和照顧者的需要，提供及時的支援，更能同時兼顧患有輕度認

知功能障礙的長者之狀況，進行預防工作。事實上，在過去幾年的工作報告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這項

服務的獨特設計能夠有效維持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腦功能，大大減輕照顧者的負擔，而且有助推動社區發揮

鄰里互助的精神，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十分感謝AKA工作團隊的出色表現。有賴他們的專業和熱誠，才能促成《走入社區．智愛同

行——認知障礙症支援計劃實務手冊》的出版。我們期盼這本書能啟發其他持份者，在不同地區建立認知

障礙友善社區，讓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及照顧者儘快得到適切的支援。

傅德蔭基金創辦人及主席

傅厚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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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3

 「何張淑婉慈善基金」（基金）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慈善基金，於2011年由其子女成立，旨在紀念他們

對母親何張淑婉女士的敬愛和懷念。

 基金致力為患有早期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升生活質素。透過資助各類型實證為本的項目，改善和促進

他們的認知、心理和社交功能，讓他們可繼續在社區生活，安享晚年。

 基金支持具前瞻性及持續性的項目，促進跨專業協作，並樂意推廣有效的實踐方案，從而促進認知障

礙症服務知識和實務在香港的本土化發展。

 基金由2016年1月起，與傅德蔭基金一起資助香港仔坊會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推行「智．愛同行」長

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過程中我們看到計劃培訓出來的長者大使，向參加者介紹健腦手指操；也看到義工

協助進行快速認知評估測試；當然還有在長者熟悉的冰室、茶餐廳進行社區教育，以商户為典範，推廣

「認知友善」的概念；瞥見屋邨管理員貼在工作檯上的應對貓紙，心頭湧上絲絲暖意。在和照顧者的分享

中，基金深深體會到日間中心和暫託服務對照顧者實在非常重要，加上計劃團隊以人為先，全面檢視需要

和快速回應，令照顧者大為安心。看到輕微認知障礙的長者導賞員滿有自信地介紹華富的一花一草，怎不

教人感動？

 基金衷心多謝所有參與的長者、家人、導師、義工、地區領袖和居民組織等，負責策劃和推動的香港

仔坊會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以及負責實證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攜手努力，讓長者

能在熟悉友善的社區中，享受豐富精彩的晚年生活。

何晶潔女士

何張淑婉慈善基金主席

序言二



 香港正在步入超高齡社會，在社區營造支持認知障礙症及照顧者的生態環境非常重要。自2016年

初，香港仔坊會（AKA）開始推行「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致力透過對社區、長者及護老

者多層面的干預，將南區華富邨建立成一個認知友善社區。我有幸成為本計劃的研究協同者，自項目初始

就與計劃成員一起，以「改變理論」為理論框架，從「關係為本照顧模式」出發，參照世界衛生組織提出

的「社區健康參與」模式，發展出適合香港本地社區的「實踐五步曲」，並成功在華富邨及華貴邨內建立

起一個富含「六感」的認知友善社區，包括安全感、歸屬感、延續感、重要感及成就感。

 兩期計劃實施的5年中，該計劃成功邀請到1,675名長者完成認知檢測，達至早期識別有潛在風險的長

者。同時為239名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提供認知訓練，成功連繫了32個地區團體及34個商戶參與計劃，

於華富邨及華貴邨共同推廣認知友善社區的理念。在聯動社區團體及商戶的過程中，成功培訓了127名

「智友伴」義工大使，於社區推廣計劃資訊和協助推行服務，惠及4,000多公眾人次，提升了市民對認知

障礙症的認識和關注。

 根據實證研究和聚焦小組的結果，「實踐五步曲」介入手法有效提供服務及活動，並為社區、長者及

護老者帶來正面的影響，包括改善長者的認知能力、抑鬱症狀、生活質素及社區參與程度；增加護老者對

認知障礙症的認識；以及提升社區持份者認同華富邨能建立認知友善社區的氛圍等。

 非常欣慰AKA能在計劃成功執行後出版《走入社區．智愛同行――認知障礙症支援計劃實務手冊》，

與業界及持份者分享項目的成果。AKA的安老服務致力匯聚民、商、官社區資本，為南區的長者提供各種

適切的服務和支援，以促進及維持長者健康，減輕護老者之照顧壓力。作為一個研究者，我非常榮幸能在

共建認知障礙友善的社區計劃中攜手，相信本書的出版能為香港未來認知障礙友善社區建設作出貢獻。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

樓瑋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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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5

 本會早於2013年透過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捐助推行「同行照顧路」護老者支援計劃（2013年1月至

2015年12月），為長者提供快捷回應的體弱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以紓緩護老者之照顧壓力。由於計劃能填

補正規社會服務的縫隙，故深受護老者歡迎。首3年計劃中，得悉服務內有超過七成的長者乃認知障礙症

患者，因而促成計劃團隊及基金研究如何進一步支援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而「智．愛同行」長者

及護老者支援計劃（本計劃）就在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及何張淑婉慈善基金慷慨捐助下應運而生。

 本計劃於2016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間推行，一方面提供培訓予患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長者，並積極

推動華富邨及華貴邨民、商、官參與，於上述兩屋邨推廣及建立認知友善社區；另一方面，計劃更持續為

有急切需要的體弱長者提供日間照顧服務，藉此紓緩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本計劃以創新的介入手法，例如：成立全港首個由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帶領的口述導賞團、與食店

合作舉行「智醒茶餐」活動、製作配合不同商戶需要之宣傳品等新穎宣傳手法，推廣相關的社區教育工

作，並屢獲海外及本地不同界別的好評及認同；同時，亦多次獲本地業界到訪，與計劃團隊交流實踐經驗。

 本計劃在推行過程中，更引入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進行研究，以實證為本之手法去檢視計劃成

效。由於成效顯著，本計劃先後榮獲由亞洲區家庭研究聯盟主辦之「2018年和富亞洲傑出家庭工作計劃」

銅獎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之「2019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非主題組別金獎。

 本計劃團隊在服務推行期間，能把理論和實務智慧整合，創立了具本會特色的認知友善社區服務模式 

(AKA Dementia Friendly Development Service Model)。現期望藉此實務手冊把計劃推行的實務經驗和成

果，與業界及其他持份者分享，從而推動更多認知友善社區的建立，讓長者得以延續居家安老的心願。 

香港仔坊會安老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序言四

杜增祥先生



 認知障礙症（又稱腦退化症、老年癡呆症）是一種因大腦神經細胞病變引發大腦功能衰退，

導致認知能力逐漸失去的疾病。由於記憶、理解、語言、學習、計算和判斷等能力會逐步下降，

加上需要長期護理，所以患者的日常生活、行為及情緒，以至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質素，均會大

受影響。

 可惜的是，認知障礙症正越趨普遍。根據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Alzheimer’s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估計，目前全球共有超過5,000萬名認知障礙症患者，每三秒就有一人確診。1 

香港也有不少認知障礙症患者，而且隨着人口急劇老化，患者人數將持續急增，預計到2039年，

本港將有約33.3萬名60歲及以上人士（佔總人口的11%）患有認知障礙症，遠高於2009年的10.3

萬人或8.4%。2

 更甚者，全球認知障礙症確診比率不足50%，而且過分依賴專科醫生診斷和治理。3　本港的

確診比率偏低，而且輪候評估和專科服務的時間甚長，令患者無法及時接受治療及獲得支援。這

不但會影響患者的生理、心理以及認知和社交能力，還因為認知障礙症是一個需要長期護理的病

症，會對護老者造成長期壓力，嚴重者甚至可能患上抑鬱症。

 然而大眾對此症的認識有限，往往認為這是正常的老化現象，因此很少會求診4，結果延誤了

診治，許多輕度患者白白錯過認知復健的黃金時間。即使長者已經確診，不少護老者卻因為不知

道有相關的社會服務而未能獲得所需的正確知識和適切支援。

 目前醫學界仍未找到根治認知障礙症的方法，但及早把潛在患者識別出來，為他們提供早期

介入服務和安排適當訓練，可有效延緩病情惡化。即使是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臨床上每年約有10%會發展為認知障礙症。5　因此，如何在社區中識別出這

一類長者十分重要。

「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
                           支援計劃簡介

 雖然社區內一直都有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但服務地點往往圍繞在服務單位範圍內，同時服

務單位與長者主要是「施與受」的關係。本會轄下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針對社區需要及善用本

會社區工作的豐富經驗，在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及何張淑婉慈善基金的支持下，突破傳統認知障

礙症服務模式，走入社區，推出以MCI長者為核心的「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第

一期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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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DI）估計，目前全球共有超過5,000萬名認知障礙症患者，每三秒就有一人確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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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社區內一直都有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但服務地點往往圍繞在服務單位範圍內，同時服

務單位與長者主要是「施與受」的關係。本會轄下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針對社區需要及善用本

會社區工作的豐富經驗，在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及何張淑婉慈善基金的支持下，突破傳統認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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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理念

 認知障礙症雖被世界衛生組織形容為「世紀流行病」，在全球以至香港的盛行率都持續攀

升，但大眾對此症卻缺乏認識，甚至誤以為「人老咗就係咁」，加上本港為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

的服務主要是補救性的，導致不少長者因為延誤就診或缺乏預防性服務，加速了退化速度。基於

這個需要，本會推出「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透過及早識別、提供針對性的支援

服務，以及在社區內推廣及建立認知友善社區，讓MCI長者能夠愉快、安全及有尊嚴地生活在自

己熟悉的社區之中，甚至回饋社區，從而實現居家安老的心願。

計劃目標
1. 提升MCI長者、體弱長者及護老者的生活質素。

2. 向護老者提供及時和適切的支援，以紓緩其壓力。

3. 提升社區持份者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及知識。

4. 於華富邨及華貴邨內推廣及建立認知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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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an, E., Wong, A., Chan, W. M., & Kwok, T., “Misconceptions about dementi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willingness to seek treatment and knowledge in dementia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Hong Kong Practitioner, 28(3) (2006): 108-113, 
https://www.hkcfp.org.hk/Upload/HK_Practitioner/2006/h-
kp2006vol28mar/original_article.html
Alzheimer’s Research UK,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2018), 
https://www.alzheimersresearchuk.org/about-dementia/-
types-of-dementia/mild-cognitive-impairment/about/



計劃設計
 

 「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採用「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和世界衛生組

織提出的「社區健康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of Health, CIH）服務模式作為理論框架，

輔以計劃實務經驗，優化CIH內容，透過「識別」(Identify)、「通知」(Inform)、「協商」

(Consult)、「參與」(Involve)及「充權」(Empower) 共5個介入步驟，及應用「關係為本照顧」

(Relationship-Centred Care, RCC）模式內的「六感」（6-senses)1 為指標，促進個人、家庭及

社區之間的正向連繫及關係建立，從而為長者提供更優質的照顧。

計劃內容

1. 社區持份者

 1.1 建立及推廣「智友善」社區

 1.2 成立諮詢委員會

 1.3 推出「智醒茶餐」

 1.4 舉辦大廈保安員培訓工作坊

 1.5 培訓「智友伴」義工大使    

2. MCI長者

 2.1 設立「智滿足」長者健腦訓練小組  

 2.2 舉辦「智滿意」長者重聚日

 2.3 提供「智趣家舍」到戶認知訓練課程 

 2.4 舉辦「耆才薈」活動

  2.4.1 華富導賞團

  2.4.2 智趣茶座

  2.4.3 智藝坊

  2.4.4 健智大使

3. 護老者

 3.1 「摯安心」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3.2 「摰同聚」護老者聚會

 3.3 「摰同心」護老者訓練小組

 3.4 「摰同行」護老者專題工作坊

  3.5  編製《護老者照護手冊》及

  《「勿忘我」長者照顧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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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lan M., Davis S., & Grant G. (eds), “Working with o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key issues 
 in policy and pract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MCI長者

 2.1 設立「智滿足」長者健腦訓練小組  

 2.2 舉辦「智滿意」長者重聚日

 2.3 提供「智趣家舍」到戶認知訓練課程 

 2.4 舉辦「耆才薈」活動

  2.4.1 華富導賞團

  2.4.2 智趣茶座

  2.4.3 智藝坊

  2.4.4 健智大使

3. 護老者

 3.1 「摯安心」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3.2 「摰同聚」護老者聚會

 3.3 「摰同心」護老者訓練小組

 3.4 「摰同行」護老者專題工作坊

  3.5  編製《護老者照護手冊》及

  《「勿忘我」長者照顧手冊》

1,675名長者
完成認知檢測

239名MCI長者
接受了訓練

274名體弱長者
使用了日間照顧服務

數據來源：第一期計劃（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及第二期計劃（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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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次

466名護老者
接受了服務

成功培訓了127名
「智友伴」義工大使

成功連繫了

32個地區團體及

34個商戶參與計劃

4,313公眾人次
曾參與社區教育活動



計劃成效

 本計劃在5年多的推行期內，以實證為本及一系列評估工具，來分析計劃成效。分析結果證

明本計劃成效顯著，服務及活動亦能帶來正面且持久的影響。 

MCI長者服務

 兩期計劃合共為239名MCI長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訓練內容和活動，以延緩認知退化。

 第一期計劃共有124名MCI長者曾參加本計劃的認知訓練課程，其中86名完成了「智滿足」

認知訓練課程及MoCA認知能力檢測的前、中、後測評估。數據顯示，在這86名參加者中，

95.3%能夠於7項認知功能測試中提升了其中5項能力，尤其是抽象概念及延遲記憶的能力，進步

更為明顯，反映本計劃的服務能有效延緩認知退化。數據又顯示，100%參加者維持或提升了生

活滿意度。

 第二期計劃共有115名MCI長者參加了本計劃的支援活動，其中62名低動機長者接受了「智趣

家舍」到戶認知訓練服務（疫情下此服務轉化為「智趣一小時」認知訓練服務）。在這62名參加

者中，58名完成了訓練及認知能力檢測的前測和後測評估。數據顯示，全部參加者的認知能力有

所提升（96.6%）或維持（3.4%）。另有53名MCI長者加入「耆才薈」，透過不同平台展示了其

現存能力。於3次聚焦小組中，100%參加者一致同意「耆才薈」不但有助維持或提升其認知能力

及生活質素，亦有助建立其能力感，令他們更願意參與社區事務，從而促進社會共融。

體弱長者服務

 本計劃在推行期內，共為274名體弱長者提供了日間照顧服務，其中239位長者完成了生活

能力檢測的前測和後測評估。數據顯示，93.8%體弱長者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 

能夠維持或有所提升，同時93.1%體弱長者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 能夠維持或有所提

升。由此證明此服務不但有助體弱長者改善其生活能力，更能夠促進他們參與社交活動，提升情

緒健康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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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服務

 在推行期內，本計劃共向466名護老者提供了本計劃轄下的支援服務，包括：專題活動及小

組、護士諮詢、日營、旅行等。數據顯示，在274名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使用者的護老者中，

88.7%同意此服務能夠紓緩其照顧壓力。而根據5次護老者聚焦小組的分析結果顯示，超過85%

的護老者以長者日間照顧服務為他們第一需要的支援服務，足證此服務能為護老者提供有效的喘

息空間，即時紓緩照顧壓力。

社區持份者

 本計劃共於華富邨及華貴邨聯繫了66個商戶及團體，成為認知友善社區之策略伙伴，協助推

廣計劃資訊、招募參加者、協助舉辦活動，以及於社區內營造認知友善的氛圍。根據5次社區策

略伙伴聚焦小組的分析結果顯示，出席者均同意本計劃能夠提升他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同時

他們亦能夠發揮其社區網絡和人脈關係，協助建立認知友善社區，令本計劃能夠事半功倍。

 本計劃又培訓了127名「智友伴」義工大使。他們一致表示滿意本計劃的服務，而且透過本

計劃，增加了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證明具創意及適切到位的服務能有效吸引義工持續參與，助

己助人。

總結

 兩期計劃的推行雖然存在着不同的挑戰，但計劃團隊憑藉對計劃理念的認同和本會豐富的社

區工作經驗，加上團隊靈活應變和勇於嘗試，終於把困難逐一解決，令本計劃不但能夠實實在在

地幫助到區內的MCI長者及護老者，更成功在華富和華貴邨建立起一個認知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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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友善社區

策略伙伴地圖策略伙伴地圖策略伙伴地圖

智友善社區
支持商、團

智友商、團

智友善告示板

華富(一)邨

華富(二)邨

華富(一)邨商場

華富(二)邨商場

華樂樓華昌樓

華光樓

華裕樓

華明樓

華清樓

華建樓

華泰樓

華興樓華生樓

華景樓

華翠樓

華美樓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華康樓

華安樓

華珍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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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商戶」名單

銀都冰室
廣發電業
華美眼鏡公司
佳麗髮廊
文儀坊
華富中西大藥行
同興號雜貨店
榮記五金店
惠華鞋店
創藝數碼沖曬店
嘉華文具玩具
華富米行
鑑記車仔麵
鏗記美食餐廳小廚
鑽藝坊
華昌士多
榮輝家庭用品五金公司
華南
姿式店
華富（一）邨街市65號鋪
思索電腦

「支持團體」名單

公文式華富教育中心
盈達教育中心
合一堂

華富邨 
「智友商」名單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富邨商業聯會
華聯食店
保鮮成記工程有限公司

「智友團」名單

華富邨居民協會
華富耆樂會
華富邨婦女聯合會
華富邨華樂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裕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建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珍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康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清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生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景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昌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泰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翠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興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服務中心
華富儲蓄互助社
明愛莊月明中學

華貴邨 
「智友商」名單

國際永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智友團」名單

華貴卡啦OK之友會
奇力灣婦女會
華貴邨居民協會

「支持商戶」名單

榮記五金家品
瑞視護眼@華貴坊商場
藝髮軒
美容館
MiNi Shoes
岱民華貴店
喜悅皇宮
伊莎洗衣@華貴坊商場

「支持團體」名單

無邊界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華貴邨

華貴坊商場

富貴橋

華富閣

嘉隆苑

方王換娣
長者鄰舍中心

華賢樓

華愛樓

華禮樓

華廉樓



 香港仔坊會的安老服務致力匯聚民、商、官社區資本，為南區的長者提供各種適切的服務和

支援，以維持及促進長者健康，減輕護老者之負擔，同時積極倡導「老有所為」和家庭關愛長者

的訊息，藉此推動長者建立健康生活模式和與社區融合，令他們可以有尊嚴地在社區內生活和為

社會作出貢獻。

 據政府統計，居於華富邨及華貴邨的65歲及以上人口合共超過8,000人。1　如以每10名65歲

或以上長者便有1名有機會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比例來推算，兩邨合共可能有超過800名患有認知障

礙症的長者。但在本港，認知障礙症被延誤診治的情況相當嚴重，而且相關服務主要屬於補救性

的，患者很容易錯過復康及治療的黃金期。有見及此，本會認為有需要作出改變，在提供照顧和

支援的基礎上，發展認知友善社區，讓長者和護老者有一個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本會於2016年1月正式推出以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長者為

核心的「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計劃以「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 為理論

框架，從「關係為本照顧」(Relationship-Centred Care) 模式出發，遵循本會參照世界衛生組織

提出的「社區健康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of Health, CIH) 模式而發展出來的「實踐五步

曲」，成功在華富邨及華貴邨內建立起一個富含「六感」(6-senses) 的認知友善社區。

理論框架：改變理論
 「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是企業、公益組織、非牟利機構及政府部門在推動社會

改變時用來進行策劃、參與及評估的一種方法。2　它全面描述和說明所需改變是如何及為何可以

在某一特定情況下發生。改變理論尤其着重的，是在一項計劃或改變措施所要做的事情，和實現

所需目標的方法之間，制定或填補所缺少的中間環節。要實踐這一點，首先要識別所需的長遠目

標，再由此倒推出實現這些目標的所有必備條件，以及這些條件之間的因果關係。3

 根據改變理論，本計劃首先定下了長遠目標――將社區發展成一個認知友善社區，然後圍繞

這個目標，開展各類活動，再透過成效研究4，歸納出包含3個重要階段的「AKA認知友善社區發

展的改變理論」（見右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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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華富北、華富南及華貴選區的65歲及以上人口分別有2,443人、
 2,805人和2,893人，合共8,141人。數據取自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網站。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bc-dp.html
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Theory of Change” (25 April 2021),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heory_of_change&oldid=1019787733
3 The Center for Theory of Change, “What is Theory of Change?” (n.d.), 
 https://www.theoryofchange.org/what-is-theory-of-change/
4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對「智・愛同行」計劃於2016年至2018年這3年間的活動展開成效研究，
 其中包括每年舉行一次的義工及持份者聚焦小組訪談。



AKA認知友善社區發展的

改變理論改變理論改變理論

三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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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公眾關注

達致
認知共融

採取
協作行動

提高公眾對於認知障礙症的關注及消除偏見
為社區持份者和義工舉辦活動前的聚焦小組訪談、
工作坊、訓練課程等來了解計劃內容和認識認知

障礙症，讓他們可以更有效地與長者溝通。

達致認知共融
MCI長者願意與人溝通，同時社區
持份者更加關心認知障礙症長者。

採取協作行動以加強關愛及支援
由於更加認識認知障礙症，義工和社區持份者變得
更加積極地採取協作行動，在社區內向認知缺損

風險高的長者提供情感支援和諮詢。



關係為本照顧模式

 為了達成建立認知友善社區的長遠目標，本計劃採用了針對長期護理場合而發展出來並已廣

泛應用於醫院以及認知障礙症患者護理等場合的「關係為本照顧模式」(Relationship-Centred 

Care, RCC)，而非普遍採用的「以人為本照顧模式」(Person-Centred Care, PCC)。因為PCC的

核心思想是尊重個人，所以需根據個別人士的需要來提供照顧，從而提升自主性和獨立性。但這卻忽

略了病人或長者、其家屬、專業人士，以及社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價值」 (Value of Interdependence)。

相反，RCC認為MCI長者、其家人及職員之間的「關懷關係」 (Caring Relationship)，是在不同場

合中都能提供優質照顧的關鍵。RCC以「六感」(6-senses)為指導原則及方向，這些原則對思考

如何與社區內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建立及維持正向的關懷關係起着同等重要的指導作用。

 本計劃是首個採用RCC模式的認知友善社區發展計劃。因此，假如可以在MCI長者、家人、

服務單位及社區人士之間建立起關懷關係，便足以在社區內發展出認知友善模式。

安全感 公眾以信任和諒解對待認知障礙症患者，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適切協助，讓MCI長者在社區

 中感到安全。

歸屬感 MCI長者感到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不但可與社區內其他人士連繫及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亦可一起貢獻社區。

延續感 MCI長者可繼續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利用其經驗及現存能力貢獻社區。

重要感 MCI長者及其家人是社區內有價值及不可取代的成員。

成就感 MCI長者及其家人對於他們自己所作出的努力感到有意義，而且獲得其他人認同，以及有

 機會實現目標。

目標感 MCI長者及其家人有機會參與有意義及有目標的活動，以追求目標及挑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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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



社區健康參與模式 

 在具體推行中，本計劃參照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社區健康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Health, 

CIH) 模式而發展出「實踐五步曲」1，藉此發展促進力量、減少消極力量和鼓勵社區成員參與，從而實現

社區充權及在社區內建立RCC。

實踐五步曲

・及早識別居於社區內的MCI長者及其家庭，以協助他們及時獲取適切支援。

・識別及邀請合適的社區持份者參與本計劃，成為認知友善社區的一份子。

・於社區、家庭及長者多個層面，提供有關計劃、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等資訊。

・建立意見及資訊收集平台，了解不同服務對象的需要及吸納協作團體的建議，以便

   協商未來方向。

・鼓勵社區持份者、家庭成員及熱心義工參與本計劃，共建認知友善社區。

・發揮服務對象及社區持份者的能力和資源，以加強及鞏固認知友善社區的支援網絡。

Identify
識別

Inform
通知

Consult
協商

Involve
參與

Empower
充權

理論與策劃 17

1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CIH模式包括4個步驟：「通知」、「協商」、「參與」及「充權」。為強調
 及早識別MCI長者的重要性，本會加入了「識別」作為第一步，並發展出「實踐五步曲」。



Community Involvement of Health

邁向改變的

社區健康參與社區健康參與社區健康參與

實踐
步曲5

1
2

3

4
5

Identify
識別

Inform
通知

Consult
協商

Involve
參與

Empower
充權

六感
指向

目
標
感

成就感重

要
感

延
續
感

歸屬感
安

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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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認知友善社區模式 

1.  富含「六感」的關係。

2.  MCI長者及其護老者、社福機構、社區持份者和公眾互相緊密聯繫，彼此能夠雙向交流。

建立過程
1. 每個社區（例如華富社區、華貴社區等）內都結構性 (Structural) 地存在着3個社會群體：社福機

 構（例如AKA)、服務使用者（MCI長者及其護老者)，以及社區持份者及公眾人士。

2. 原本社區內的連結大部分屬於水平性連結 (Horizontal Tie)，這種連結只會在同一社會群體――例如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之中體現。

3. 本會向MCI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服務以初步建立起一些垂直性連結（Vertical Tie)。

4. 本會參照CIH服務模式發展出來的「實踐五步曲」，增強了三個社會群體之間的垂直性連結，彼此信任  

 (Trust) 程度增加，由本來的弱連結 (Weak Tie) 逐漸變為強連結（Strong Tie)。

5. 本會進一步推行實務工作，藉此建立起共同價值觀以及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

 三個社會群體亦建立起合作伙伴關係，具有互惠互利（Reciprocal Reward）關係，亦成功建立起

 認知友善社區模式。

19理論與策劃

特色



認知友善

社區模式社區模式社區模式
AKA倡議一個建基於RCC的認知
友善社區模式。

AKA認知友善社區模式是建基於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對本計劃研究結果而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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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
及其護老者

資訊交流

非
正

規
支

援
提

供
服

務

社區人士及
社區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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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及團結信任及團結信任及團結

協作行動

互
相
信
任

互
相
信
任

互相信任

改變理論

公眾關注

認知共融

如欲參閱第一期計劃研究報告的
全文，請掃描此二維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FGrbnBp-BgZ4mYkhVNjytXe4Rtqwm5Y/view


社區持份者及義工篇

陳培芸女士
華富邨婦女聯合會主席、華富邨華泰樓互助委員會主席

“我們熟悉街坊的情況和需要……在我們的轉介下，
低動機的長者亦願意打開家門，讓坊會職員為他們
進行評估……”

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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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社區持份者及義工篇

 與傳統服務相比，本計劃的創新之處在於改變了傳統長者服務的框框，轉為離開舒適圈，走

入社區，與不同的持份者攜手共建認知友善社區，讓有MCI和患上初期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可以

維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交，從而刺激腦部活動，延緩認知功能衰退，同時加強他們照顧自己的能

力，減低對護老者的依賴。

 然而由於認知功能開始下降，不少MCI長者和初期認知障礙症患者都試過迷路、不懂回家、

忘記付款和重複購物等，為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和危險。但假如社區內不同的持份者，例如大廈保

安員、商戶、義工等，能夠了解和體諒這些長者的情況，加以援手，便足以幫上大忙，令他們可

以安全地在社區內生活。

 鑒於社區參與的重要性，本計劃參照「社區健康參與模式」，透過專門設計的「實踐五步

曲」，主動連繫社區持份者、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家庭，成功建立了一個本會獨創、具華富邨及

華貴邨特色，以及值得其他社區借鏡的認知友善社區介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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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社區持份者的「實踐五步曲」

・發掘合適的社區持份者，共建認知友善社區。

・透過多元化的手法宣傳認知友善訊息，令相關訊息深入社區各個層面。

・促進與社區持份者之間的了解及建立一致目標。

・與社區持份者共同訂定可協作和參與的項目。

・肯定社區持份者參與的重要性和貢獻，持續凝聚社區資本。

Identify
識別

Inform
通知

Consult
協商

Involve
參與

Empower
充權

預期目標
・於社區內建立認知友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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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必須帶備的物品
計劃宣傳單張

讓接洽對象了解計劃的
基本內容

職員名片
讓接洽對象掌握可聯絡
的職員姓名和聯絡方法

手機
用來拍攝適合計劃推行

地點的位置和環境
拉尺

用來量度合適地點的位
置和空間尺寸

時間安排
時間便利

儘量挑選不會影響接洽
對象營業和工作的時間
才前往拜訪，務求對方
可抽出較多時間互相

溝通。
接觸店主

最好可以接觸到店主，
因為店主有決策權和掌

握可動用的資源。

跟進
把握時機

初步識別和接洽後，必
須把握時機，儘快處理
已共識的協作安排或回

應持份者的需要。
例子

店主是一位50多歲的中
年婦女，表示自己想做
一些運動，改善個人健
康，但因為要看舖，沒
有時間參加運動班。職
員了解店主的需要後，
便於一星期內送了一幅
運動圖解給店主，讓她
於店內亦可以做運動，
由此建立起信任感。

人手安排
兩人一組

以一男一女為佳

Identify
識別 社區巡視，掌握社區脈搏，並識別持份者。

1. 分析地區人口結構、住屋類別、營商結構等，以確立往後一連串介入策略。

2. 親身及於不同時段到社區巡視，了解社區脈搏及需要。

3. 抱持主動、開放、勇於嘗試的態度，「大包圍」式地接觸不同的社區持份者，有可能開拓到意
 想不到的機遇。

4. 值得重點識別和邀請的社區持份者包括：互助委員會、居民組織、物業管理公司、學校及地區商戶。

5. 務必要接觸物業管理公司，因前線保安員處於大廈內，能有效地協助識別有需要的長者及其家庭。

6. 招募義工時先釐定義工角色，以便設定義工訓練課程的主題和內容。

7. 在識別過程1 中建立的關係和信任是日後協作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與社區持份者接洽時須注意的事項：

重要感

第1步

1 評估工具：認知障礙友善程度量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KlR2lLfNEa17FgBfd-pcdsmJNOFV5w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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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計劃職員對社區動態及人脈了解度有限。

實踐妙計
・邀請熟悉社區的職員、地區領袖或義工一同巡視社區，由他們充當嚮導。

・除了掌握社區區情和動態外，亦要着重了解社區內重要的人和事。

・透過實地觀察和探索，以及搜集實用資訊，有助發展出新的服務意念。

・做妥識別過程，有助往後的介入能夠配合社區的區情和需要，達至雙贏。

困難/挑戰
社區持份者對參與計劃的回應冷淡。

實踐妙計
・尊重持份者的意願，待時機適合，再作邀請。

・邀請第三方作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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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Inform
通知 透過多元化的手法宣傳認知友善訊息，令相關訊息深入社區各個層面。

1. 於社區當眼的公眾地方舉辦大型啟動禮暨公眾體驗日，邀請社區持份者支持和參與，藉此公開 
 傳遞計劃的理念及資訊，吸引公眾關注。

 1.1 邀請跨界別（包括學術界、醫護界及政府部門等）代表，以及區議員和地區領袖出席啟動
  禮，以連繫整個社區。

 1.2 於華富（一）邨商場及平台舉辦公眾體驗日活動，透過具體驗性的攤位遊戲，讓公眾人士  
  一步步地認識早、中、晚期認知障礙症的病徵和照顧需要。

計劃的開幕禮

第2步

請柬設計別具特色之餘，亦能配合計劃主題。

出席開幕禮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嘉賓來自地區組織、區議員、
基金、政府官員及醫護等。

開幕禮上有不同體驗活動，讓公眾親身體會認知障礙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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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作具社區特色的認知友善宣傳品，例如：「四得」口號、友善行為壁畫、社區告示板及廣告  
 等，以加深目標群組對認知友善訊息的印象。

 2.1 創作簡單易記的口號（例如「四得」），以便推動不同社區群組實踐認知友善行為。

社區教育展板

以有趣的紅綠燈圖示來展示認知障礙症的早、中、晚期的相關資訊，吸引公眾駐足觀看。

「四得」口號和海報

・「四得」即「睇得」、「聽得」、「講得」、「做得」。
・ 針對不同社區群組設計不同的內容，支援有需要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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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以華富邨為背景，把長者於不同場景的需要，繪畫成「認知友善行為」大型壁畫，藉此在  
  社區內建立起認知友善的氛圍，以及鼓勵街坊於日常生活中實踐認知友善行為。

 2.3 扭計骰是本計劃的社區教育宣傳品之一，一方面以這個需要動腦筋的玩具，提醒公眾關注
  大腦健康和把健腦活動融入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喻意各界共同發揮智慧，攜手合作，在華
  富邨建立認知友善社區。

「認知友善行為」大型壁畫

・以華富社區為壁畫的背景，令公眾有親切感。
・藉着不同的生活情景，教育公眾如何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

扭計骰

・印上健腦生活模式的三大支柱：社交、運動
 和飲食。
・鼓勵年青一代關注家中長者的大腦健康以及
 多陪伴長者進行健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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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製作有實用資訊的生活物品（例如：食譜、餐枱墊等）送贈長者及社區持份者，提醒他們
  關注認知障礙症及實踐健腦生活。

「吃出好記性」食譜

・由大學營養系提供以健腦食材入饌的美食食
 譜以及健腦食品的資訊。

「耆才薈」枱墊

・印上認知障礙症十大警號，藉以提醒公眾留
 意家中長者有否出現認知障礙症的徵狀。
・印上「耆才薈」長者大使的活動資料，推廣
 認知障礙症患者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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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製作認知友善海報及告示板並放置於社區當眼位置展示。

 2.6 適當地投放廣告來擴大計劃的宣傳網絡。

購物篇 煮食篇

小巴車身廣告

・藉着交通工具的廣泛流動性，把計劃資訊於社區內廣傳。

社區告示板及大型海報等宣傳品

・展示有關計劃、服務及活動的資訊。
・挑選社區內有利的位置展示。
・因應不同位置的特性來決定宣傳品的形式。
・獲同意後可以長期貼出。
・計劃資訊能夠長期地於社區內展示，能更廣泛地吸引
 公眾觀看。
・十大警號便條貼能便利護老者，撕下電話紙條後聯絡
 計劃職員。
・透過動畫1 的簡易內容來提升公眾對認知障礙症早期
 病徵的關注。

1「及早識別MCI長者」系列宣傳動畫

病徵篇 日常生活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RpuQHrPr4352jBy9t1lvNHGlYDQSltS/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GILccFltNts07KwIrM-zBD-yiEt20u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FS-WpObtyGlYSi0KhfscH3qYGj1QT1f/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JUczsuU3zkF9RgmzIJNy1gCGPXcUOFI/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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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公眾宣傳義工訓練課程，吸引他們報讀及成為「智友伴」。

 3.1 主要招募對象：
  ・中年婦女、剛退休人士及熱心的成年人士。

 3.2 義工招募策略：
  ・製作具吸引性的宣傳單張。
  ・選取人流多的路段展示宣傳橫額和派發宣傳品。
  ・邀請社區友好團體協助，於其處所的當眼位置張貼宣傳海報。
  ・利用Facebook、WhatsApp群組等社交平台/媒體發送宣傳短片及活動資訊。
  ・善用機構的義工網絡，於義工群組內廣傳，最理想是除了自己參加外，還邀請親朋好友
   加入義工行列。

 3.3 課程內容：
  ・由不同專業人士主講。
  ・課程時間需要適合參加對象。
  ・設立實習安排，以提升義工服務信心。

義工訓練課程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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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集團式經營的商店，其前線職員未能即時決定能否參與計劃。

實踐妙計
・提供計劃宣傳品和建議合作方案，以便前線職員轉達管理層。

・以友善方式多接觸前線職員，以了解資訊轉達進度。

困難/挑戰
公眾對認知友善社區的概念感到陌生。

實踐妙計
・在舉辦如「智愛社區我至LIKE．好橋徵集比賽」等比賽前，可於社區、團體
 及學校舉辦教育工作坊，讓有意參賽的人士了解認知障礙症的基本資料。

・於社區內廣泛宣傳一些生活化例子，讓社區持份者認識到如何實踐認知友
   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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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Consult
協商

1. 定期與個別的社區持份者舉行協作會議及為他們舉辦「認知友善社區」專題工作坊等，藉此促進
 彼此溝通、深化他們對計劃理念及內容的認識，以及共商適合社區的認知友善社區推廣活動。

2. 社區持份者各有特色和社區網絡，透過協商，可帶來協同效應，令活動事半功倍。

3. 與商戶或企業管理層舉行社區持份者協作會議，以制定可行的協作方案和預期目標。會議更有
 助計劃資訊由上至下傳遞，促進協作方案的實踐。

4. 計劃職員與義工協商溝通時，可主動邀請義工分享個人期望、才能和興趣等，以作適切的服務
 安排和配對等。

5. 鼓勵義工分享自己的擔憂和限制，讓職員適時提供協調和支援。

持份者協作會議

第3步

邀請「智友商」及「智友團」的代表出席協作會議，並帶領持份者走入社區，參觀本計劃的特色
宣傳品，讓他們可以向左鄰右里宣傳。

因應社區持份者的特色及需要，舉辦實務為本及不同形式的專題工作坊，
促進彼此了解、提高參與動機及建立一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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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社區持份者不認識計劃理念、推行手法等。

實踐妙計
・為社區持份者舉辦教育工作坊，介紹計劃理念及一起商議活動內容，以配
 合彼此需要。

・安排實地觀察及體驗活動，讓社區持份者對計劃有更深入的理解。

困難/挑戰
計劃理念和資訊難以傳遞至企業前線員工。

實踐妙計
・與企業管理層舉行協作會議，以制定實務協作方案。例如：透過物管公司
   的協作會議，計劃職員講解計劃資訊，成功於物管公司內，由上至下把計
   劃訊息發放至前線保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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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華貴邨內的商戶均於私營商場內營運，需要遵守商場的營運指引，展示計劃
宣傳品會有困難。

實踐妙計
・主動邀請商場管理層人員會面，以尋求展開協商的機會。

・會面期間邀請對方分享其企業的背景、商場的行政措施等，促進雙向了解，   
   有助訂定務實的協作方案。

・會面時提供計劃資訊及分享與支持計劃團體及商戶的成功例子，讓對方掌握
   可參與及支持的項目。

・主動建議合作項目，如為企業員工提供內部培訓，認識如何於工作中應對認
   知障礙症患者。

・良好而持續的協作關係建基於逐漸建立的信任和雙方的參與，勿只着重短期
   成效而忽略了實現雙贏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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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Involve
參與 主動了解不同背景持份者的運作模式，發掘及共同舉辦具創意及雙贏的

協作項目。

一系列「智友善」認知友善標貼

第4步

1. 依照社區持份者的背景及對計劃的參與程度，賦予不同的角色。

2. 設計及製作一系列「智友善」認知友善標貼給協作和支持單位張貼於當眼處，表示他們是認知
 友善「熱點」，歡迎MCI長者和認知障礙症患者在有需要時入內求助，藉此在社區內建立起認
 知友善的氛圍。

 2.1 參與度較高的商戶及團體：「智友商」、「智友團」。

 2.2 支持本計劃並可提供有利本計劃宣傳的地點之商戶及團體：「支持團體」、「支持商戶」。

3. 計劃職員與社區持份者共同制定較具體的協作和參與項目。過程中，計劃職員須主動了解不同
 背景社區持份者的運作模式及資源，以善用其才，達致雙贏。

4. 邀請有志成為義工的熱心人士參加「智友伴」訓練課程。

「認知友善社區」媒體報導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有線新聞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WZvblBXtmjewemVyKUR2G8eVrvG6V4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ukDjFGQ-lcDAEYd-oC52GTebfFJg7cw/view


1 評估工具：義工滿意度指數
   (前測及後測)

2 評估工具：認知障礙症知識評估
   (前測及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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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招募義工為MCI長者提供支援服務，並協助推行建立認知友善社區。

・提升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和關注。

特色 ・招募對象主要是中年及剛退休人士，訓練內容及教授形式需要切合這群參加者。

・運用簡報、短片、互動遊戲、模擬示範、角色扮演、情境討論、實習等體驗性學
 習，增加互動性、趣味性和實務性。

安排 ・課程共3堂，每堂150分鐘。

・完成課堂培訓後需要實習，由舊義工陪同新義工提供義工服務，從中觀察和學習，
 再實踐所學。

・完成課程者，可獲發畢業證書，以資證明及表揚。表現良好的學員可擔任「智友伴」
 義工大使，持續參與義務工作。

・在訓練前和後，分別邀請義工填寫前測及後測問卷，以便分析課程成效。1, 2

「智友伴」義工大使訓練課程

堂次

第1堂
智．愛同行

主題

MCI及認知障礙症的徵狀
及照顧須知

非藥物治療的介入方法

與認知障礙症患者溝通的
有效方法

內容

·採用「深入淺出」的方式，逐一
 講解認知障礙症不同階段（MCI、
 早期、中期、晚期）的徵狀。

·以生活化主題(衣、食、住、行)，
 分類說明照顧須知，以增加實用
 性。

·介紹傳統以外的治療方法，包括
 認知刺激訓練活動、社區導向、
 樂齡科技等。

·認識溝通陷阱。

·掌握有效溝通的元素。

講者

職業治療師

課程內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jyNGnRrITzsP81fiN9N8XI4oX5mewQ3/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gwRVwrJmhbThszvya7qcqChjGJddBzj/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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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2堂
友．伴到戶

主題

到戶認知訓練服務的具體
內容，包括：現實導向、
健體健腦運動、健腦趣味
遊戲、長者照顧手冊等。

內容

· 講解時展示相關的道具，例如：
 導向板、運動式子圖、長者照
 顧手冊等，以加深學員的印象並
 讓他們更易掌握相關的內容。

· 邀請資深義工即場進行運動示範，
 以增加互動性。

講者

計劃職員

AKA義工心法——CAR

義工守則和錦囊

認識社區資源

· 教授AKA義工心法的三大核心元
 素，即：能力、專注、回應。

· 透過互動活動讓學員體驗如何應
 用三大核心元素。

· 邀請有經驗的義工入組分享經驗，
 讓新舊義工有機會交流。

· 介紹認知障礙症、長者支援、護
 老者支援等社區資源。

· 適時更新正規服務與非正規服務
 的最新資訊。

認知障礙症患者及護老者
家庭的處境和需要

· 讓學員親身探索和感受箇中處境，
 從中獲得啟發並反省個人的盲點。

· 教導學員從「以人為本」的角度
 去理解患者及家人的需要，以增
 加學員的同理心。

第3堂
伴．我同行

本會專職職員

計劃職員

本會專職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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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友伴」義工大使訓練課程

每年定期舉辦「智友伴」義工大使訓練課程，提供專題培訓和義工心法，提升義工的相關知識水平及
服務能力。

訓練課程的內容和形式有趣、具互動性及多元化，能建立良好的學習氣氛及讓義工掌握何謂義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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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登記站 第二站：健腦遊戲站

5. 社區持份者高度參與之項目

由「智友伴」義工大使主持，為長者登記基本資料作日後聯
絡及數據分析之用。

由「耆才薈」的MCI長者義工大使主持，為等候茶餐的長者提供健腦
手指操及健腦遊戲的體驗，讓長者了解實踐健腦生活的重要性。

內容

特色

安排

智醒茶餐

・計劃職員走入社區，動員茶餐廳舉辦免費茶餐活動，以及早識別有潛在認知能力衰
 退的長者。

・於社區內開拓服務據點，讓服務能深入社區，直接接觸到低動機或非本會中心會員的
 服務對象。

・在食店支持下，活動可以定期、定時、定點舉行。

・活動不是包場進行，讓其他食客也可了解計劃及活動資訊，協助推廣。

・獲茶餐廳提供優惠價格購買茶餐。

・特設4個服務流轉站，令活動可以暢順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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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認知快測站 第四站：免費茶餐暢談站

由「智友伴」義工大使主持，一對一地為長者進行快速認知
檢測，一方面可讓長者了解個人認知狀況，另一方面可以及
早識別有潛在認知能力衰退的長者。

長者可免費享用茶餐乙份，並與其他參加者共聚暢談，同時計劃職員
可與長者傾談，建立初步關係。

此活動成功吸引了509位居於華富邨及華貴邨的長者參加及完成認知快速測試。測試
結果顯示，315位受測長者（佔總數的62%）符合參加計劃的指標，最後有239位MCI
長者願意進一步參與計劃內的一系列支援服務。

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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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與多個互助委員會及地區團體合辦大型工作坊。在互助委員會一呼百應下，此工作坊吸引了過百位街坊參加，場面熱鬧
之餘，更成功地為一眾長者進行了簡易認知測試。

本計劃舉辦創新的「智愛社區我至LIKE．好橋徵集比賽」，鼓勵不同年齡人士為建立認知友善社區出謀獻策，並邀請「智友
商」及「智友團」擔任評審。

內容

「智友團」、「智友商」、「支持商戶」及「支持團體」參與之活動

・本計劃積極開拓各類服務予「智友商」、「智友團」、「支持商戶」及「支持團體」參
 與及合辦。與社區持份者協作舉辦活動，可透過他們的網絡、資源及對區情的掌握，
 更有效地把計劃資訊推廣給社區內不同的群組。1

1 評估工具：社區教育活動問卷調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5KkgUhKJZUIqJnvKxX0hkncIz3PMLk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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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職員獲邀出席支持團體主辦的社區活動，讓職員及義工
可接觸到更多區內長者，並為他們進行簡易認知檢測。

為響應「世界認知障礙症日」，本計劃舉行「毋忘我派花活動」，一眾支持商戶及團體在本計劃的連繫下，一連兩天於社區
及店舖內派發近千束毋忘我鮮花，深受商戶和街坊歡迎。

與身為「智友團」的區內中學協辦校內教育活動，由計劃職員為高中學生舉辦培訓工作坊，然後共同策劃供初中學生參與的
活動項目；攤位活動則由MCI長者義工負責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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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智友團的區內中學借出校舍，讓本計劃得以在寬敞的室內舉辦大型工作坊及體驗活動，透過不同的主題體驗活動，令社
區持份者及公眾對認知障礙症及認知友善行為有全面認識。

各項活動吸引了4,000多人次參加，另亦確立了「智友團」、「智友商」、「支持團體」
及「支持商戶」於計劃中的角色，藉此推動他們持續積極地參與本計劃的各項活動及
會議。

內容

特色

「智趣家舍」到戶認知訓練服務1

・這項服務以創新的「串門子」方法來推行。計劃職員特意串連數名居住於同一大廈
 內的MCI長者於同一組，然後安排他們於其中一名長者的住所內一同接受訓練。

・此服務能建立小組凝聚力和增加互動性，不但有助MCI長者投入活動，而且
 可在組員之間建立起友誼，減少活動後的孤獨感。由於大家都居住於同一大
 廈內，所以也有助他們建立起鄰里支援網絡。

 例子：在訓練期間，計劃職員帶領3位屬於同一組別的MCI男性長者到訪長者
  中心，有一位長者表示想學電腦但沒有伴，其餘兩位長者聞言立即響
  應，一起參加。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智趣家舍」部分訓練轉為網上進行並更名為「智趣一
小時」。義工與MCI長者利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來進行訓練，增加訓練時的
互動性，並鼓勵家人或傭人在旁提供支援。有需要的MCI長者可向本會借用智
能手機及上網卡。

活動成效

1 評估工具：香港簡易認知評估
   (前測及後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SnultV4SCVI2KC-csp0qqpHMqzDXxfc/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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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趣家舍」服務以家舍為訓練基地，藉此串連MCI長者，令他們建立起支援網絡。陪玩和關顧角色由「智友伴」義工擔當，
大大促進了MCI長者參與訓練的動力。

計劃職員到長者家中講解如何使用智能手機。

「智趣家舍」充滿特色的「串門子」介入手法，能有效提高MCI長者的參與動力和促進
他們建立社交支援網絡。在疫情下進行的服務轉化，有助MCI長者保持社交連繫，減少
疏離和孤獨感，深受他們及其家人歡迎。

「智趣家舍」及「智趣一小時」服務合共有58位MCI長者參加。根據計劃職員在訓練
前後為參加者進行的檢驗結果顯示，100%參加者認為認知能力得以提升 (96.6%) 或
維持 (3.4%)。

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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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舉辦「智醒茶餐」的餐廳空間有限。

實踐妙計
・可善用餐廳內外環境，例如：把登記站設於店外，吸引長者及公眾注意。

・與店主協商合適的舉辦時間，避免於午市或人多擠迫的時間，以免影響餐
 廳營業。

・如活動改在社區其他地方舉行，可嘗試借用屋邨互助委員會辦事處，並選
 用協作餐廳的外賣服務，以保持合作關係。

困難/挑戰
由於活動在餐廳內進行，餐廳員工和食客都需要時間適應和磨合。

實踐妙計
・計劃職員必須主動觀察及評估協作狀況、主動與店主協調及儘快解決箇中  
   困難，如適時優化活動流程及運作安排等，以確保活動順利舉行及能夠促
 進互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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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義工於餐廳內提供服務會感到陌生和緊張。

實踐妙計
・活動前與義工進行簡介會，說明於餐廳內舉行活動的目的、流程、注意事
 項及緊急支援方案等，以建立義工的服務信心和能力。

・活動初期，由兩位職員同行，一位負責支援活動流程和整體運作，另一位
 則負責向義工提供指導和即時支援。

困難/挑戰
難以確保餐廳持續參與的意向。

實踐妙計
・可主動與店主分享每季的活動成效及觸動人心的情景/故事，讓店主了解到
 活動的目的、意義和成效。

・計劃職員可物色社區內其他合適場地，例如：互助委員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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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較難接觸低動機長者。

實踐妙計
・借助「智友商」、「智友團」等動員能力和人脈網絡，協助識別低動機長者。

・與商戶合作，舉行具吸引力的活動，例如：「智醒茶餐」。

困難/挑戰
僅協作會議與工作坊未必足夠令智友團、智友商對計劃有足夠了解及認識。

實踐妙計
・審視計劃內各項社區教育活動，發掘及創造更多讓智友團、智友商參與的
   機會。

・推動「智友商」及「智友商」建立對本計劃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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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一次性校內活動的推廣成效有限。

實踐妙計
・主動提議舉辦為期更長（例如一星期）的多元化校內活動，令活動成效更
 廣更深。

・把目標群組分為高年級學生和低年級學生，然後根據目標群組的需要，設
 計針對性的活動內容。

・積極了解校內文化和資源，務求協作方案可以達致雙贏。

困難/挑戰
區內適合用來舉辦分組性體驗活動的室內場地有限。

實踐妙計
・需持續發掘協作團體的現有及潛在資源，以便有需要時向他們借用場地。

・與協作團體建立及保持友好關係，以探索他們可支援計劃推行的其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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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Empower
充權 ・成立有多方代表參與的諮詢委員會。

・與社區持份者建立可長期協作的友好關係，共同探討可持續推廣認知
   友善社區的方案。

1. 成立計劃諮詢委員會，集合各界代表及地區領袖，務求集思廣益。

 1.1 計劃諮詢委員會由資深顧問醫生擔任主席，委員包括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物業管理公司代表、南
  區區議員、大學護理學系助理講師、護老者及義工代表等。

 1.2 委員會定期舉辦策略及成效會議，讓委員掌握計劃推展情況及共商發展方向。

 1.3 來自各界的委員可於不同層面協助推廣計劃，擴大社區宣傳作用。

第5步

本計劃的諮詢委員會定期舉辦策略及成效會議，主席周明德醫生積極帶領計劃團隊構思具前瞻性的工作方向。

2. 社區持份者確立彼此於計劃中的角色後，可藉定期會議和聚焦小組，探討持續推廣認知友善社區的方向、
 策略及社區需要。

 2.1 邀請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為參與本計劃的社區持份者進行聚焦小組，以探討計劃推展的成效。

 2.2 鼓勵社區持份者就如何改善計劃提供實用意見

本計劃定期舉行聚焦小組，以檢視社區持份者協作項目的成效及肯定他們的重要性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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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化個別義工為義工代表，加入本計劃的諮詢委員會，共同倡議服務內容。

4. 組織新舊義工，讓資深義工可以分享其豐富的經驗及支援新義工，這對雙方均有裨益。 

5. 於人流暢旺的地點，舉辦「計劃回顧暨社區茶聚」活動，以公開宣揚計劃的成效及正面嘉許各
 方的參與和貢獻。

6. 經過「實踐五步曲」前4步曲（識別、通知、協商和參與）後，社區持份者已認識到認知友善
 社區的理念，同時認知友善氛圍亦在社區中建立起來。

7. 漣漪效應是社區工作的特色之一，從一小步開始，逐漸建立起良好而穩固的協作關係，再經過
 潛移默化，產生出漣漪效應，令越來越多機構和個人願意加入。

「計劃回顧暨社區茶聚」活動

・設計大型的人形展板，以關連的故事來帶出認知障礙症長者的需要以及家人和鄰居可如何支援，這
 不但具趣味性，更有助吸引街坊追看展覽內容。
・於人流暢旺的公眾場所舉辦展覽，並善用場內的設施及環境，把展覽品分區域、專題來展示，有助
 公眾明白相關內容。
・設立家庭拍照區，鼓勵街坊與家中長者前來拍照，並透過與參與本計劃成為「支持商戶」的相片沖
 印店協作，免費贈送即影即沖印的家庭照片，讓參加者可即日拿回家作留念，紀念美好的親老時光。

・社區茶聚於華富（一）邨商場平台舉辦，延開11席，邀請各界代表及計劃參加者出席。跨界別嘉賓
 除了來自大學、醫院、藥劑業和警務處外，還包括區議員和地區領袖等。此活動有超過120人參
 加，而展覽區的參加人數超過200人。當日場面熱鬧，出席者共同見證本計劃的成果。

展覽區

茶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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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社區持份者因個人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活動或聚焦小組。

實踐妙計
・掌握社區持份者可出席的時間。一般而言，下午或傍晚時分會有較多社區
 持份者可以出席。

・適時主動匯報相關內容予未能出席者，以保持關係。

困難/挑戰
社區持份者難以持續參與。

實踐妙計
・透過舉行成效會議，發掘協作團體/商戶的潛在資源和其他可行的協作方案。 
 例子：私營商場物業管理公司的經理願意多行一步，向華貴邨商場內同屬
 其集團的酒家介紹本計劃，成功促成一些可持續推展的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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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完成培訓的義工雖然對服務抱有新鮮感，但又會擔心自己的能力和表現不足
以應付服務需要。另外，持續保持義工對服務的投入度是一項挑戰。

實踐妙計
・計劃職員需要定期及適時向義工提供指導、支援和嘉許。

・在提供服務前舉行簡介會解說服務要點。服務後要進行解說分享會，理順
 義工的疑慮和建立凝聚力，藉以共同成長和互勉。

・保持良好的義工關係，強調義工知識及經驗傳承的重要性。

・以「強項為本」來發揮義工才能。
 例子：於10堂的「智趣家舍」到戶認知訓練服務中，其中2堂是義工和長
 者，因應長者的能力、需要和心願，以及義工所長而自行共同設計活動內
 容，共同策劃的「精心時刻」。例如：懂攝影的可拍攝造型相；懂插花的
 可與長者一同製作生活擺設；精於手工藝的可以與長者DIY中秋燈籠等。
 此安排能夠增加義工對服務的投入度和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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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總結

 推動社區持份者參與建立認知友善社區需要彼此了解、磨合和支持，才能共創

成果。「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以華富邨作為首個試點，運用「關係為

本」的理論和本會倡議的「實踐五步曲」，成功識別出一眾社區持份者，包括物業管

理公司、商戶、地區組識、學校等，再透過通知，提高了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及於社區內建立起認知友善的氛圍。協商過程將眾多社區持份者連繫起來。在他們

積極參與下，本計劃推出了一系列既創新又多元化的活動，並透過充權，鼓勵社區

持份者及公眾持續關心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護老者的需要，將認知友善社區的精神

發揚光大，從而造福有需要的長者及其家庭，以及令社區充滿關愛。

 此外，本計劃積極培育「智友伴」義工，透過義工培育，在社區中建立義工精

神、推動公眾實踐義工服務，以及令認知友善訊息，可以一傳十、十傳百地於社區

內推廣開去，讓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家庭獲得社區的包容和尊重。 

 總括而言，現今社會千變萬化，社會工作者需要抱持堅定而積極的信念，以及

開放的態度，再配合靈活敏銳的思維和快速應變能力，才能應對社區的最新需要。



 華富邨確實有很多長者。公司很支持坊
會這個計劃，因為認知障礙症訓練課程可以
令保安同事增加知識，工作時懂得用適當方
法來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公司和長者雙方都
有益處。

 我們互委會很信任坊會的職員，樂意借
出互委會辦事處予坊會舉辦活動，讓居於附
近、行動不便的長者都可以參加，接受認知
能力檢測，及早識別有早期徵狀的街坊。

 會議能促進彼此溝通。經過兩次會議
後，公司了解到坊會社區計劃的詳情，同時
雙方共同探討了可行的協作方案。此外，我
亦會向坊會職員提供一些於商場進行宣傳及
舉辦活動需要注意的事項。

 我知道商場內難有合適的位置擺放這個
計劃的宣傳易拉架，但我很支持坊會這個認
知友善社區的工作，於是便讓他們把相關宣
傳品放於自己店內，讓街坊可以得到更多社
區資訊。

 銀都冰室自華富邨建邨以來便開業，我
對這個社區有一份情意結。坊會邀請我們合
作推行「智醒茶餐」，以免費茶餐來吸引長
者。有些參加活動的長者竟是我第一次見到
的，由此可見，這活動能夠吸引到一群較被
動但有需要的長者，我覺得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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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愛女士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陳永康先生
華珍樓互助委員會主席

胡經理
國際永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廖先生
伊莎洗衣＠華貴坊商場

阮少儀女士
銀都冰室

社區持份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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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友伴」義工大使心聲

 我做義工已有多年，十分欣賞計劃中的
創新服務。我很欣賞「智趣家舍」到戶認知
訓練服務，以串門子方式連繫MCI長者。長
者投入參與，我也特別有滿足感。

 第一次參加義工訓練，最初並沒有信心
做得到。計劃職員給予鼓勵，讓我漸漸建立
起信心。做義工後，我的個性變得開朗，對
個人情緒和生活有很正面的幫助。

 我是弱老日託義工，協助照顧體弱長
者，從中得益不少，尤其是可於護士姑娘身
上學懂許多照護弱老的知識。

 退休後不想停下來，便於坊會做義工。
疫情下我們改為使用智能手機，以視像形式
為MCI長者進行訓練，令我覺得自己能夠與
時並進。

 我家中有認知障礙症長者，深明把握訓
練時機減慢退化的重要性。在「智醒茶餐」
活動中，我為長者進行五分鐘認知檢測。能
夠及早識別有病徵的長者，對長者及其家人
都是好事。

唐月琼女士

許傍弟女士

陳秀玉女士

任國泰先生

梁惠珍女士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趙婆婆
現年89歲

“在認知檢測中，我只有15分，非常擔心……接受訓
練後我開始擔任導賞員，越做越開心，有一份受人
肯定的重要感！”

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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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1 黃美彰：〈認知障礙症〉(無日期)，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網頁，
  https://www3.ha.org.hk/cph/imh/mhi/article_02_02_01_chi.asp
2〈中大研究發現運動及認知活動有助維持及提升輕度認知障礙患者的大腦功能〉
（2013年8月1日)，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網頁，
https://www.cpr.cuhk.edu.hk/tc/press/cuhk-research-reveals-that-physical-and-co
gnitive-activities-can-maintain-and-improve-brain-functions-of-patients-with-mild
-cognitive-impairments/

阿爾茲海默症的演變過程阿爾茲海默症的演變過程阿爾茲海默症的演變過程

 正所謂「年紀大，機器壞」，所以許多人都誤以為，經常忘記事情和重複相同的說話和提

問，只是正常的老化現象，卻不為意長者可能已經出現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徵狀。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並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介乎於正

常老化和認知障礙症之間的中間狀態，記憶力會開始衰退，但日常生活仍未受到明顯影響。認知

障礙症則是一種腦病變疾病，分早、中、晚期，普遍是腦部負責記憶的部分最先出現問題，繼而

擴展至腦部其他部分，導致溝通及判斷困難、情緒不穩和性格轉變，最終失去自理能力。若未能

及早介入，情況有可能持續惡化（見圖1），患者將變得越來越需要別人照顧。

 在MCI長者中，60%最終有機會患上認知障礙症，當中20%更會在18個月內發生。1　但他們

若獲得適切的訓練和支援，逾半可以提升認知功能，近40%能夠維持。2　由此可見，MCI與認知

障礙症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

 「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定位於預防性工作，透過應用「實踐五步曲」，及早

識別有MCI徵狀的長者及向他們提供適切的訓練和支援，從而有效地協助MCI長者把握認知復健

的黃金時間，最終延緩認知功能的衰退及改善生活質素。

 圖1 阿爾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的演變過程圖。

年期

認知功能

初期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 (MCI)

認知障礙症

正常老化

由於阿爾茲海默症是認知障礙症中最常

見的類型，所以此圖可反映出認知障礙

症患者的認知功能可能會急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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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MCI長者的「實踐五步曲」

・透過快速認知測試及早找出MCI長者。

・聯繫及邀請MCI長者參與計劃。

・了解MCI長者的狀況、需要和才能。

・舉辦適切的活動給MCI長者參加。

・推動MCI長者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和服務社區。

Identify
識別

Inform
通知

Consult
協商

Involve
參與

Empower
充權

預期目標
・提升MCI長者的認知能力。

・改善MCI長者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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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具： 香港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五分鐘版 (前測及後測)
香港醫療機構主要採用「簡短智能測試」（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和「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來評估認知障礙症，前者主要
針對認知障礙症徵狀較明顯而日常生活已開始受影響的人士，後
者則較適合用來快速篩選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

數據時段：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實踐
步曲5

Identify
識別 透過個人、家庭及社區層面的介入，全面推廣快速認知測試，

及早識別MCI長者。

第1步

1. 利用「香港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五分鐘版」(HK-MoCA 5-Min Protocol)1，為長者進行快速
 認知測試。

 1.1 整個評估只需約5分鐘便可完成，可面對面或於電話中進行。

 1.2 於社區內設立「大腦健康檢測」街站，為長者免費進行快速認知測試及向街坊及社區人士
  提供計劃資訊。

 1.3  評估分數由0分至30分，分數越低表示被評估者的認知功能水平越低。本計劃主要支援評
  分介乎於13分至25分的長者。

 1.4 評估結果為非診斷性的，僅作初步參考。

 1.5  成果：

於社區設立「大腦健康檢測」站，提高街坊對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關注。

1,675位長者
完成測試

1,038位受測長者的
得分符合計劃要求

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gPZOmkj6_TCR1wS1aCw9PjyMXkgDng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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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數

13分至25分

12分或以下

26分或以上

邀請長者參加「智滿足」認知訓練課。

邀請長者參加「摰安心」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邀請長者參加「智友伴」義工大使訓練課程。

2. 服務流程：

 2.1 為60歲或以上長者進行快速認知測試。

 2.2 因應評估結果，為長者提供適切的長者支援服務：

3. 計劃職員能於「識別」這階段，因應評估分數來分析長者的不同需要，繼而為長者提供相應的
 支援性及發展性服務。由此可見，本計劃具備全面的服務配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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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長者對大腦認知測試不太感興趣。

實踐妙計
・準備一些實用的紀念品送贈接受檢測長者，例如：健腦小食、健腦餐枱墊
   等。

・發動社區持份者及義工向街坊派發印有認知障礙症早期病徵的宣傳餐枱墊，
 藉此提醒長者和護老者要及早關注並進行認知測試。

・動員中心內的活躍會員鼓勵朋輩參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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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職員透過不同活動，向長者介紹認知障礙症的早期徵狀及本計劃的資訊。

實踐
步曲5

・將快速認知測試結果通知長者。

・主動聯絡及邀請有服務需要及符合計劃要求的MCI長者參加。

・善用不同途徑提升長者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Inform
通知

第2步

1. 將快速認知測試結果通知長者，以便他們了解自己的認知功能狀況。

2. 主動聯絡及邀請評分介乎於13分至25分的長者參加本計劃舉辦的活動如「智滿足」長者健腦訓
 練課程等，以協助他們延緩認知衰退。

3. 透過會員續會、每月聚會及本會舉辦的各種不同活動，向長者介紹認知障礙症的早期徵狀，從
 而提高長者對大腦健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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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長者一般認為無記性是正常的老化現象，所以對參加健腦訓練課程的動機偏
低。

實踐妙計
・透過電話接觸長者時，可先問候他們的生活狀況，以便輕鬆地打開話匣子，
 因為長者較容易分享生活上的話題。

・刻意將話題引領到認知功能退化的後果，例如：忘記覆診、應約或熄火，
   以及搭錯車等，可引發家居危險或生活上不便，從而提升長者對個人自理
   及生活能力下降的關注。

・計劃職員緊密聯繫高風險的MCI長者，適時給予慰問以建立信任，讓他們
   願意開放地表達個人生活上的困難和風險，從而提升長者參與健腦訓練課
   程的動機。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評估工具：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香港版
（前測及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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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感

實踐
步曲5

・提供機會及平台讓MCI長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以掌握他們的狀況
   和需要。

・持續發掘MCI長者的所長和能力。

第3步

Consult
協商

1. 與有意參與本計劃的MCI長者面談以進行全面的評估，包括：長者的生活作息、習慣、喜好、
 現存能力和需要，並評估潛在的生活及家居風險。

2. 邀請長者填寫計劃報名表，讓計劃職員可以深入了解長者和掌握其家人的聯絡方法，以便在日
 後為護老者提供支援。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iyjNos3HOzEOKH_W98kXtDlpVH28h-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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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長者擔心自己難以完成一個長期性訓練課程。

實踐妙計
・健腦訓練課特設免費試堂（首兩堂），以吸引長者前來體驗。

・把18堂課程分為3期舉辦和收費，以逐步實踐小目標的方式來鼓勵長者持
   續參加，從中建立能力感。

・個別長者如有理解或經濟困難，可在長者同意下由計劃職員向其家人介紹
   本計劃的理念和內容。家人的支持可推動長者參與，同時計劃職員可藉此
   與長者家人建立關係，評估家人於照顧長者上的需要。



 評估工具：
 輕度認知障礙及認知障礙症服務
 評估——長者問卷（前測及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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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舉辦適切的訓練及社會服務活動給MCI長者參加。

第4步
Involve
參與

1. 定期及持續舉辦適切的訓練活動給MCI長者參加，以培養他們的能力感和歸屬感。

 「智滿足」長者健腦訓練課程

 1.1 這是一個「社區導向為本」的訓練課程，旨在透過健腦訓練、健腦飲食和社交活動，提高
  MCI長者對大腦健康的關注，推動他們認識及實踐健腦生活模式，從而延緩認知能力衰退
  及改善生活質素。

 1.2 透過有六感指向性的訓練內容，有效提升MCI長者的認知和居家安老能力。

 1.3  「社區導向為本」的課程設計讓參加者在熟悉的社區中進行訓練，不但可增加他們的投入
  度，亦可鞏固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以及個人是社區一份子的重要感。

 1.4 整個課程共有18堂，定時定點及持續的訓練活動有助MCI長者實踐有規律的健腦生活模式
  及建立目標感和持續感。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tFjLzWLAHu4dRZduNYIGu9fc9LzaraQ/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a_qWEqswWUkSV2mB4MBlWKu0J3gE0G/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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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提升MCI長者參與活動的動機及自我效能感。

2. 建立健腦及社交生活模式，延緩認知衰退。

3. 對社區設施及資源加強認識，提升生活質素，建立支援網絡。

特色 1. 無錯學習，享受愉快體驗。

2. 健腦運動，有趣味又有益。

3. 健腦小食，人人精神倍增。

4. 集體參與，發揮同行共勉。

5. 社區為本，加強社區網絡。

6. 六感指向，確立內容方向。

7. 細心發掘，掌握長者所長。

8. 靈活應變，回應個別需要。

健腦訓練篇（第1堂至第12堂）

安排 1. 每堂100分鐘，每星期兩堂。

2. 每6堂為一期，以升班制來建立MCI長者的能力感。每位MCI長者獲發一本訓練手冊， 
 每堂帶備手冊匯入課堂重要資訊和筆記，並紀錄運動次數，鼓勵參加者在課堂後實
 踐健腦生活模式。

3. 每堂進行健體運動、健腦運動、健腦遊戲，並享用健腦小食，令訓練內容多元化。

4. 家課任務：鼓勵長者參照手冊內的健體及健腦運動圖示在家多加練習。

5. 活動紀錄：善用拍照方式來紀錄參加者參與情況及活動內容。照片是適切的活動回
 顧工具，以圖像來增加MCI長者對活動過程的記憶。

6. 促進參加者互動：於每堂加入互動健腦遊戲及互相讚賞環節，有助提升投入感。

「智滿足」長者健腦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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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1堂

主題

我係華富之友

目的

· 互相認識

· 提升對大腦健康的關注

內容

· 我在此@華富地圖製作

· 身心智健康知多少

六感指向

延續感

延續感

重要感

重要感

重要感

歸屬感

重要感

成就感

成就感

安全感

安全感

第2堂 健腦生活
我做到

· 建立小組凝聚力

· 漸進式地學習健體及健
 腦運動

· 訂定小組契約和分享期望

· 集體學習健體及健腦遊戲

第4堂 認知認識症
與我（二）

· 深入了解認知障礙症

· 重檢實踐健腦生活模式
 情況

· 認知障礙症進階

第5堂 家居安全——
煮食、關門鎖

· 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潛
 在的家居意外及掌握適
 切的解難方案

· 家居安全情景遊戲，促進
 參加者代入角色，了解潛
 在危險、解難及支援方案。

第6堂 社區安全——
乘公車、迷路

· 探討認知障礙症患者潛
 在的社區意外及掌握適
 切的解難方案

· 了解華富邨交通工具

· 社區安全情景遊戲，促進
 參加者代入角色，了解潛
 在危險，解難和支援方案。

· 華富交通網絡知多少

第7堂 健腦生活
我做到

· 重檢參加者實踐情況 · 學習健體及健腦運動進
 階版

· 邀請參加者輪流帶領以提
 升信心

第3堂 認知障礙症
與我（一）

· 了解認知障礙症 · 認知障礙症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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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8堂

主題

用藥安全——
服藥、藥物
存放

目的

· 了解正確使用和保存藥
 物資訊

· 介紹服藥小工具

· 介紹中心提供的藥物諮
 詢及護理諮詢服務

內容

· 講解用藥十式，輔以實物
 或圖像來作解說。

· 展示服藥小工具實物，參
 加者可即場試用，例如：
 電子藥盒、切藥丸器等。

· 介紹支援服務並為有需要
 參加者登記預約

六感指向

重要感

重要感

重要感

重要感

第9堂 飲食安全——
營養標籤、
食用日期

· 了解營養標籤和食用日
 期標示

· 介紹正確保存食物須知

· 製作簡易健腦小食並即
 席享用

· 展示食品的實物或圖片來
 作講解

· 製作以圖案為主的教具和
 筆記，讓參加者看圖識別。

· 選取一些健腦食材來製作
 簡易小食

第10堂 財務安全 · 了解坊間及網上財務騙
 案，提高警覺性。

· 了解個人財務的委託安排

· 播放相關教育短片

· 以情景來作討論，參加者
 分享防騙對應方法，增加
 應變和防衛能力。

· 提供安全理財建議方案

第11堂 社區大發現 · 檢視社區現時存在的優
 點和缺點

· 共商良策

· 分享居住社區內的優點與
 限制

· 邀請參加者分享解難經驗
 和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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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12堂

主題

活動回顧
意見收集

目的

· 回顧十二堂訓練內容

· 分享得着

· 表達意見

內容

· 製作活動花絮短片，以影
 像方式協助參加者回憶活
 動內容和當下情景。

· 活動回顧內容包括：
 健體及健腦運動內容、實
 踐健腦生活模式的成果、
 各項安全議題和解難方案、
 健腦小食圖示、社區大發
 現等。

· 邀請參加者分享活動後感
 和意見

六感指向

重要感

延續感

成就感

社區訓練篇（第13堂至第18堂）

安排 1. 每堂120分鐘，首60分鐘室內活動，之後60分鐘為戶外「社區導向」活動。

2. 善用社區導向活動，藉以加強MCI長者對社區環境及設施的掌握。

3. 向每位MCI長者派發一個計步器，紀錄步行運動情況，培養運動動力。

4. 每堂均設有健腦小食介紹及品嚐環節，鼓勵長者嘗試不同的健腦食品。

5. 善用社區現有的戶外康體設施和場地進行健體健腦運動，促進長者把健腦生活模式
 融入生活中。

6. 發揮MCI長者對華富社區的熟識能力，邀請個別長者擔任助手、領隊、講解員等角
 色，從中肯定長者們的現存能力和發掘潛能，對日後發掘有潛質擔任華富導賞員大
 使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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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

延續感

目標感

堂次

第13堂

主題 目的

· 肯定參加者昔日對家庭
 或社會的種種付出和貢
 獻

內容

· 邀請參加者帶一些昔日
 於華富生活的家庭或個
 人照片作分享，以相片
 作介入工具回顧昔日的
 生活點滴。

六感指向

重要感

重要感

成就感

社區活動：
到訪瀑布灣公
園並使用場內
康體運動設施

· 加強對社區現有康體設
 施的掌握

· 鼓勵熟路的長者帶領及
 介紹設施

· 職員適時提供使用設施的
 正確方法和注意事項

· 集體嘗試和參與有助增加
 參加者做運動的動力

· 邀請參加者完成一個簡單
 任務：拍下開心一刻的照
 片

社區活動：
到訪AKA華富
愛心花圃，欣
賞各種花卉和
認識基本種植
知識

· 讓參加者認識華富現有
 的社區設施

· 認識種植，為參加者開
 拓生活樂趣。

· 邀請花圃職員介紹設施及
 介紹基本種植須知，讓參
 加者有信心回家嘗試種植
 樂趣。

· 送植物種子予參加者，鼓
 勵回家悉心培植。

  中心活動：
「我」家在華富

第14堂   中心活動：
「你」想的華富
  社區

· 鼓勵參加者表達對個人
 及社區的需要和期望

· 職員預先準備各式各樣的
 圖片、雜誌紙等，邀請參
 加者以圖片拼貼方式合力
 完成「你」想華富社區的
 拼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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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感

目標感

歸屬感

歸屬感

安全感

堂次

第15堂

主題 目的

· 加強參加者對華富社區
 設施及支援網絡的掌握

內容

· 職員把華富地標，包括各
 項：衣、食、住、行的主
 要設施及社區資源以相片
 展示出來。

· 參加者手持兩支旗仔，即
 時以舉旗方式分辨其所在
 位置，例如：上邨或下邨。

六感指向

安全感

「我」有好介紹 · 重視參加者有自主和表
 達能力

· 邀請參加者介紹一些華富
 好去處，促進組員對華富
 的認識並肯定參加者對社
 區的熱愛。

社區活動：
走訪華富上邨，
認識社區資源，
例如：社康中心、
診所、食店等

· 認識社區資源以增加支
 援網絡

· 到訪華富社康中心了解護
 理和健康支援服務

· 於食店內享用早餐，並進
 行生活化認知訓練，例如：
 食品名稱、結帳運算等。

社區活動：
走訪華富下邨，
發掘社區認知
友善的措施

· 肯定參加者有自主和表
 達能力

· 參加者手持       兩面圖來
 表達對社區設備好與壞的
 意見，例如： 指示路牌、
 升降機、扶手、超市價目
 牌、樓宇顏色等。

· 邀請參加者提出理想的
 建議

中心活動：
華富地標逐
個捉

第16堂 趣談社區 · 肯定參加者有自主和表
 達能力

· 邀請參加者分享華富生活
 的趣聞、鬼故、社區大事
 及傳統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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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感

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

堂次

第17堂

主題 目的

· 增加參加者對社區支援
 網絡的了解

內容

· 邀請物業管理公司的保安
 主管或代表親臨中心，向
 參加者講解日常能為居民
 提供協助的範疇和例子，
 例如：24小時保安控制室
 求助熱線、停電時支援措
 施等。

六感指向

成就感

歸屬感

社區活動：
到訪互助委員
會辦事處

· 增加參加者對社區支援
 網絡的了解

· 邀請互委會主席或其代表
 親身與參加者傾談交流，
 讓地區領袖親身聽取長者
 們對社區的意見，並透過
 親身接觸，加強長者們主
 動與互委會溝通的信心。

你叻我都叻 · 參加者彼此肯定和讚賞 · 參加者使用「叻叻」貼紙
 互相送贈，稱讚組員的進
 步和優點。

中心活動：
安心守護你

第18堂 中心活動：
華富社區的
交通網絡

· 加強參加者外出乘車的
 資訊

· 肯定參加者日常解難的
 生活智慧

· 透過配對遊戲把交通工具、
 車號、路線作配對。

· 製備交通工具參考筆記

· 情景討論：曾否有搭錯車、
 落錯站等情況出現及如何
 處理。

· 職員總結參加者提供的實
 用及可取的生活智慧，並
 補充應變解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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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堂次 主題

社區篇活動
回顧

目的

· 總結及回顧訓練課程內容

內容

· 透過簡報、相片、訓練手
 冊等作活動回顧

· 職員肯定每位參加者出席
 的重要性及其持續參與、
 堅持運動、勇於嘗試、真
 誠分享、彼此互勉同行的
 精神

· 鼓勵參加者於訓練課後持
 續參與中心活動或相約組
 員共聚，保持社交生活

六感指向

重要感

延續感第1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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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富地圖遊戲
 ・ 向每組提供大地圖一張、大樓名稱及地標圖貼一份。分組把圖貼貼於地圖上的正確位置。

好處：以地圖圖像化輔助，地標圖貼能促進參加者投入參與及互相討論。

2. 健腦手指操運動
 ・ 計劃職員示範及投影簡報，循序漸進地教授一系列健腦手指操運動。

好處：左右腦協調運動能促進大腦活動和延緩認知衰退。

「智滿足」長者健腦訓練課程的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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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一開一合

拇指

食指

尾指

中指

健腦手指操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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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仔＋槍

右手：手搶左手：兔仔

右手：兔仔左手：手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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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雞蛋兩個半

一隻雞蛋，兩個半，

兩隻雞蛋，要五蚊，

三隻雞蛋，七個半，

四隻雞蛋，要十蚊！

  口   號

資料來源及示範：資深體適能教練劉保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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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向上、差向下

Bye Bye＋返嚟

左手拇指向上，
右手尾指向下。

左手尾指向下，
右手拇指向上。

1. 左手：Bye Bye (左右移動手掌)
   右手：返嚟 (上下移動手掌)

2. 轉換左右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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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大脾＋按摩大脾

魚尾＋八爪魚

1. 左手：魚尾 (左右移動手掌)
   右手：八爪魚 (上下移動手掌)

2. 轉換左右手動作

1. 左手：打大脾 (上下揮動拳頭)
   右手：返嚟 (前後移動手掌)

2. 轉換左右手動作

示範：本計劃前社會工作員岑威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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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錯健腦遊戲
 ・ 計劃職員設計一些志在參與和享受遊戲過程的活動。
 ・ 善用生活用品及簡易工具，創造變化無窮的遊戲。

好處：不會因在意輸贏而產生挫敗感及影響小組氣氛。遊戲玩法多變能增加
 新鮮感和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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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好處：親手製作和品嚐能促進參加者對各樣健腦食材的認識。

4.  製作健腦小食
 ・ 健腦食品林林總總，參加者對部分食材會感到陌生，難以融入生活。課堂中利用健腦食材來自製
  簡易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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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區導向活動一
 ・ 帶領參加者走訪社區，認識社區內的設施和社區資源。

好處：部分參加者居於華富邨數十年，但未曾到訪茶餐廳用膳，並對社區新
 開設的支援服務感到陌生。社區導向活動時，計劃職員職員從旁介紹
 和鼓勵，促進參加者與社區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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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2. 「智滿意」長者重聚日

 2.1 每月舉辦一次，以凝聚一班MCI長者持續參與社交活動。

 2.2 部分聚會設立主題，再邀請有合適能力的MCI長者負責部分工作或環節，以提升他們的自
  我能力感。

3. 安排職業治療師探訪MCI長者，提供家居環境評估及改善建議，令長者可以更安全地居家生活。

好處：能加強參加者對社區的歸屬感，嘗試從認知障礙症者長者的需要出發
 來了解社區面貌。

6. 社區導向活動二
 ・ 邀請參加者擔任社區精明眼，發掘社區的認知友善措施和提出改善建議。

職業治療師為MCI長者提供到戶家居環境評估及提供具個人化的改善建議。



困難/挑戰
MCI長者經常忘記18堂訓練課程的舉辦日期、時間及地點，容易出現缺席狀
況，影響活動的介入成效。

實踐妙計
・計劃職員需要製作課堂備忘卡，清楚列出上課日期及時間，並向有需要的
   組員派發印有職員相片之名片，方便他們在有需要時可致電或親臨中心求
 助。

・計劃職員可於首6個課堂上課前，主動致電每位長者，提醒他們出席，
   令長者感到被關心。此舉有助建立關係及提升長者參加課堂的動力。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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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耆才薈服務簡介

2 無線新聞
  耆才薈——華富導賞團
  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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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實踐
步曲5

・推動MCI長者建立積極的人生目標。

・建立可讓MCI長者發揮所能所長的平台，令他們可由服務接受者轉化
   為服務提供者，貢獻社會。

第5步

1. 在第一期計劃的後期，隨着計劃職員與MCI長者的互信和關係變得穩固後，我們便嘗試推動他
 們由服務接受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

2. 特意邀請MCI長者參與本計劃於學校及社區內舉辦的一系列教育推廣活動。

3. 持續肯定MCI長者的現存能力以及他們為與社區連繫和持續參與社區事務所付出的努力，以潛
 移默化地令MCI長者知道他們仍有能力貢獻社會。

4. 踏入第二期計劃，我們創立了一個以強項為本的介入平台 ——「耆才薈」，讓MCI長者能展現
 潛能，透過持續參與社區義務工作，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並強化對社區的歸屬感和成就感。

5. 善用不同媒體，例如：報章、Facebook、電台、電視等，宣傳「耆才薈」的亮點項目，以吸
 引不同背景及年齡的人士參與。

6. 持續參與社區服務，以及在服務過程中得到出席者的讚賞，是長者義工持續參與「耆才薈」
 的動力。

7. 「耆才薈」1 活動內容：

 7.1 華富導賞團2

  ・由MCI長者擔任導賞員，以口述歷史方式，向本地及海外交流團體介紹昔日華富社區的面貌，以
   傳承生活文化點滴。

  ・活動有助MCI長者發揮潛能，實踐「老有所為」概念，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由2018年開展至今，定期舉辦導賞員訓練小組，現已培訓出13名導賞員，為本地及海外團體舉辦
   華富導賞團活動，服務逾300名參加者。

Empower
充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sib66MCN4MN4CRjOC4vGFQjTIv_zzlV/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ADtHq-S8ShWSigautiPy7M9qJ6uqozI/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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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

延續感

重要感

成就感

目標感

歸屬感

導賞員訓練小組

目標 轉化MCI長者擔任華富導賞員大使，以口述歷史方式來傳承社區文化，並建立長者的
能力感和正面的自我形象。

特色 1. MCI長者對舊事的記憶良好，以其第一身身份來分享昔日生活點滴和社區趣聞。

2. 採用師兄師姐交流和拍擋模式，促進彼此互動和建立信心。

安排 每堂75分鐘，每星期一堂。

堂次

第1堂

主題

家在華富的日子

目的

· 建立小組凝聚力

內容

· 簡述華富生活點滴

六感指向

第2堂 華富趣聞 · 開拓華富更多引人入勝
 的話題

· 分享和討論趣聞、鬼故、
  地區風俗等。

第4堂 製作個人化路
線的導賞圖冊

· 為每位大使製作獨一無
 二的導賞圖冊，以便輔
 助大使重溫內容和介紹
 景點。

· 導賞圖冊內容包含了社區
 特色和大使個人生活經驗
 的融合

第5堂 導賞小出走 · 讓新手大使作模擬練習
 和體驗

· 職員擔當促進者及輔助者
 角色

· 於導賞過程中，以一問一
  答來協助大使，有條理地
  分享社區昔日及現今景況。

第3堂 個別專訪——
製作個人化
路線

· 為每位大使作個人專訪，
 全面了解其於華富邨生
 活的獨有經驗，從中選
 取特色內容製作具個人
 風格的導賞路線。

· 大使展示自己於華富生活
 時保留至今並具歷史價值
 的東西及照片，例如：租
 約、車票、生活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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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導賞員有助MCI長者變得更有活力和滿足感。

全港首創由MCI長者組成的導賞團，深受本地及海外交流團體歡迎。

華富導賞團以口述歷史方式介紹社區，傳承社區及生活文化，為社區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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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華富導賞團轉化為線上導賞，不受地區及其他限制，持續為MCI長者提供服務社會的機會。

透過製作和分享小食，獲得別人的認同和讚賞，令MCI長者樂在其中。

 7.2 智趣茶座

  ・由MCI長者製作健腦食品及傳統家鄉小食，讓他們持續發揮烹飪才能及將相關技能傳承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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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安排MCI長者參與每星期舉辦的健腦運動及遊戲工作坊，待他們掌握內容後，便可轉化為「健智大使」，於不同活動中示範
健腦手指操和協助推行健腦遊戲。

 7.3 健智大使
  ・由MCI長者示範健腦手指操運動和推行健腦遊戲，向公眾推廣健腦生活的重要性。

杜婆婆對布藝製作有濃厚興趣，「耆才薈」能讓她展示才藝，製作許多精緻的布藝紀念品，送贈予參與本計劃的持份者、
參加者及義工等留念。

 7.4 智藝坊
  ・讓MCI長者發揮自己的手藝和創意，製作具特色的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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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MCI長者較被動、不擅表達、缺乏自信心等，對參加義工服務有所疑慮。

實踐妙計
・推動MCI長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的過程並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會令他們感
   到憂慮，繼而卻步。

・轉化前的嘗試及體驗階段是很重要的一環，本計劃透過逐步建立成功經驗
   的方式，幫助MCI長者累積信心。

・可運用師兄師妹互助互補的模式，讓新舊MCI長者義工更快互相認識和建
   立凝聚力。

困難/挑戰
MCI長者會害羞於人前說出自己的所長和興趣，常會以「沒有什麼特別」、
「很平常」等來回應。

實踐妙計
・計劃職員以開放及好奇的心態幫助發掘出長者沒有說出口的才能。

・主動肯定MCI長者提及的能力，例如：在節慶時，長者不辭勞苦地烹調各
 式各樣的家鄉菜，給家人享用，這對家庭而言是很有意義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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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許多長者昔日生活簡單，沒有特別的才藝和興趣，職員難以一下子發掘他

們的才能。

實踐妙計
・職員可推廣「嘗試」和「參與」的重要性，鼓勵MCI長者積極參與計劃內
   各種不同的活動，以培養興趣和信心。

・計劃職員可在MCI長者義工服務的設計和策劃上多花心思，以開拓不同的
   平台，並訂立不同的服務崗位和角色，讓有不同能力的MCI長者也有機會
   參與和展示現存能力。例如：在「華富導賞團」中，內向的長者可先負責
   舉旗引路；在「智趣茶座」中，不擅烹飪的長者可協助準備食材。

困難/挑戰
MCI長者容易忘記近期發生的事。

實踐妙計
・利用照片及短片記錄MCI長者參與活動和服務的情況，以供日後重溫，亦
   有助他們進行服務回顧。

・在活動設計中加入事前簡介和事後解說的環節。事前解說可讓MCI長者清
   楚了解服務目的、安排、任務及應變措施等，事後解說則可讓長者掌握活
   動成效和自己的貢獻和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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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總結

 及早識別、及早介入是應對認知障礙症的上策！本計劃以MCI長者為介入對象，不但

能將此上策付諸實行，更打破傳統，設計出以社區導向為本的訓練內容，藉此帶領MCI長者

走出服務單位，這除了可以維持甚至提升MCI長者的認知能力，更成功推動MCI長者持續地

於其熟悉的社區內參與活動。同時，患者由於部分認知功能退化，自我照顧能力受到影

響，導致凡事都需要別人提點，加上有關患者的負面新聞報導，所以不少認知障礙症長者

誤以為自己是一個廢人。因此，本計劃抱持「強項為本」的理念，創立「耆才薈」，讓MCI長

者有一個多元化的平台，持續展示其現存能力，從而大大改變長者家人及社會人士對認知

障礙症患者的負面觀感。

 「實踐五步曲」的「介入」步驟，帶領本計劃團隊一步步地提升MCI長者的參與動

機，同時更藉着開拓創新的活動項目，協助MCI長者建立自信心及提升自我效能感，從而延

長他們居家安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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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篇

吳智英婆婆
現年88歲

李喜英婆婆
現年74歲

陳就成伯伯
現年78歲

蔡活家伯伯
現年90歲

周森伯伯
現年86歲

MCI長者心聲

 18堂訓練課程的內容很豐富，我最喜歡
做健腦手指操，好玩又有益。

 以前不知道認知障礙症是什麼，每次外
出都會擔心自己忘記熄爐火造成意外。職員
講解後，我明白可以透過多做運動和訓練來
減慢衰退，所以人都變得安心了。

 平日我不喜歡主動接觸人，但坊會義工
很有愛心，安排我喜歡的活動，令我漸漸開
放了自己和願意主動接觸社區。

 活動很適合我參加，沒有人會嫌棄我反
應慢和腦筋不靈活，大家給予的鼓勵是我最
好的心靈良藥。

 上堂氣氛愉快，相熟組員有說有笑，上
堂是我每星期的重要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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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才薈MCI長者義工大使心聲

 平日獨個兒生活，容易有孤單感。但成
為健智大使後，結識到很多新朋友，閒時相
約一起逛街，生活變得充滿樂趣。

 我最喜歡帶導賞團到瀑布灣公園，介紹
園內植物和其他設施，並遠眺對岸的「美人
島」，讓參加者欣賞到華富邨的大自然美
景。

 我曾經是一名隱蔽長者，長時間在家看
韓劇。我很害羞又不擅交際，但社工發掘了
我的才藝，鼓勵我把親手縫製的布藝品於不
同場合展示，讓我建立起勇氣和信心，亦多
了社交活動。

 職員邀請我拍片做「煮」角分享烹飪心
得，又到社區中心教小朋友煮食。有人欣賞
自己的烹飪技能，令我感到很滿足。

 每次帶導賞團都有不同的觀眾，他們認
真聆聽和積極發問，令我對自己的導賞員身
份感到自豪。

王儉婆婆
現年82歲

馮頌勝伯伯
現年87歲

杜偉芳婆婆
現年74歲

黃錦肖婆婆
現年74歲

陸金葵婆婆
現年74歲



護老者篇

周小姐
護老者

“我喜歡參加親老家庭活動，與家中長者共度愉快的
家庭樂！活動好玩，職員貼心照顧，又可以認識多
些認知障礙症的知識和社區資訊。”

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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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雖然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還未導致長者的自理和活動能力

衰退至無法如常生活，但MCI長者可能已出現一些認知功能衰退的徵狀，例如：重複發問、情緒

多疑、社交退縮等，若護老者對MCI以至認知障礙症不甚了解，便很容易誤會長者想藉此引起關

注甚至是在刻意生事，結果影響了家人之間的關係。

 本計劃明白照顧有認知衰退的長者會面對各種不同挑戰，所以特別針對護老者，設計了以

「六感」為指向的「實踐五步曲」，透過一系列支援活動，增加護老者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和關

注，同時協助他們掌握照顧技巧及了解相關的社區支援服務，以制定適切的照顧計劃。此外，為

了紓緩護老者的照顧壓力，本計劃亦特別為體弱長者提供可快速回應需要的過渡性長者日間照顧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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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護老者的「實踐五步曲」

・識別照顧MCI長者的護老者。

・向護老者說明長者的認知能力狀況及介紹本計劃。

・聆聽護老者的心聲及提供社區照顧資訊。

・舉辦聚會及工作坊，讓護老者結識同路人。

・確立護老者的價值。

Identify
識別

Inform
通知

Consult
協商

Involve
參與

Empower
充權

預期目標
・增加護老者對MCI以至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紓緩護老者的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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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Identify
識別

第1步
識別MCI長者的照顧者及其聯絡途徑。

1. 鼓勵長者提供其護老者的聯絡方法，讓計劃職員在有需要時可以聯絡他們，介紹本計劃的目標
 和內容。

2. 向長者提供親老家庭活動單張，鼓勵長者把單張交給家人/護老者，以邀請他們一同參加活動。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101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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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挑戰
長者對提供家人的聯絡資料有顧慮，擔心會打擾家人。

實踐妙計
・計劃職員可耐心地向長者解釋，致電護老者主要是介紹適切的社區資源、
   計劃目標和內容，以釋除疑慮。

・不要勉強長者，反而可鼓勵他們邀請其護老者致電計劃職員，直接了解本
   計劃的服務內容。



 評估工具：
 輕度認知障礙及認知障礙症服務
 評估——護老者初步評估
（前測及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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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感

實踐
步曲5

· 讓護老者了解長者的認知能力狀況。

· 向護老者介紹本計劃的目標和內容。

· 邀請及推動護老者持續參與本計劃。
Inform
通知

第2步

1. 以電話聯絡護老者，向他們介紹計劃的目標和內容，以及邀請他們出席「摯同聚」護老者聚會。

 1.1 主力開拓及聯絡長者子女，因他們有較高能力接收資訊，同時可藉此促進家庭關愛，鼓勵
  子女及早關注父母晚年的照顧需要。

 1.2 儘量在方便護老者的時間才聯絡他們，以免造成不便。一般而言，於傍晚或星期六聯絡較
  為合適。

 1.3  如護老者同意，可使用WhatsApp等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及接收資訊。

 1.4 「摯同聚」護老者聚會的內容包括：簡介計劃內容；派發及講解MCI長者認知能力評估結
  果（前測及後測）；簡介其MCI長者的認知能力狀況。

「摯同聚」活動有助家人及早知悉家中父母的認知能力狀況，以便及早計劃照顧安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mTsII_GP52q9EkoPTuAm2yzo7TJYH5c/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FQkvjEJi6_PyDhM-hm-YG5IvyAqlVu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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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讓護老者對認知障礙症有基本認識。

2. 提升護老者對家中MCI長者狀況和需要的理解。

3. 了解本計劃提供的支援服務。

特色 主力邀請MCI長者的子女參加

安排 一次性90分鐘

時間

10分鐘

內容

· 是日活動簡介
· 派發及填寫護老者研究問卷（前測）

「摯同聚」護老者聚會

10分鐘 · 播放認知障礙症相關短片，提供基本資訊和引起共鳴
· 派發MCI長者認知能力評估檢測結果（前測及後測）

20分鐘 · 介紹本計劃提供給MCI長者和護老者的支援服務
· 邀請護老者對服務內容給予意見
· 護老者分享個人感受和需要

10分鐘 · 簡介人本照顧、認知友善等概念和內容
· 強調關注長者情緒和家庭和諧的重要性

20分鐘 · 派發及介紹一套兩本的照顧手冊
· 說明長者個人、家庭及社區三方攜手參與的好處

5分鐘 · 派發及填寫護老者研究問卷（後測）

15分鐘 · 參觀長者中心及遊覽華富邨認知友善社區設施，具體掌握支援服務的內容

護
老
者
篇

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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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護老者不太熱衷出席中心活動。

實踐妙計
・透過派發長者的認知評估結果（前測及後測）來吸引其子女出席，並讓子
   女了解長者在參加認知訓練前和後的分別。

・強調認知評估結果僅供參考。護老者除了留意長者需加強訓練的認知項目
   外，更重要的是識別長者能力較佳的項目，令長者於日常生活中能運用取
   長補短的方式來改善生活狀況。例如：鼓勵懂書寫的長者善用筆記方式來
   記錄重要事情，從而改善善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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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105

實踐
步曲5
第3步

Consult
協商 · 聽取護老者的意見、感受和需要。

· 向護老者提供有關認知障礙症及照顧患者的知識和資訊。

1. 定期舉辦護老者活動，例如：「摰同心」護老者訓練小組和「摯同行」護老者專題活動，讓護老
 者可以向職業治療師、教練學導師、輔導人員及社工等專業人士學習和諮詢有關護理及照顧的資
 訊，以增加護老信心。

 1.1 活動內容包括人本照顧、認知友善等概念和內容，目標是幫助護老者改善與MCI長者的相
  處和溝通，避免負面標籤，從而改善家庭關係。

 1.2 提供開放的平台，讓護老者可以安心表達感受和需要。

藉迎新活動來吸引MCI長者的子女蒞臨本會的長者服務中心，讓計劃職員成功接觸到護老者並提供護老資訊。

由專業人士擔任工作坊的講者，為護老者提供專業的照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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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護老者提供社交及康體性活動，以改善其生活質素及紓緩照顧壓力。

護老者能於小組中了解自己的需要，調整照顧心態和照顧模式，從而改善護老者及長者的生活質素。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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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雖然MCI長者仍擁有一定的自理能力，暫未需要太多照顧，但護老者普遍遇
到溝通和相處問題，導致磨擦與關係惡化。

實踐妙計
・護老者對如何促進家庭和諧及如何改善彼此生活質素較感興趣，因此工作
   坊主題須切合護老者照顧路上不同階段的需要。

・可邀請MCI長者的子女陪同父母一同參加本計劃的活動，以推動子女主
   動關心父母的變化和需要，從而提升家庭功能和改善家庭關係。

107



實踐
步曲5
第4步

・參加親老家庭活動。

・結識同路人，互相支持和鼓勵。

・應用長者照顧手冊及護老者手冊。
Involve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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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舉辦親老家庭活動，例如：日營、旅行等，讓MCI長者和家人一同參加，並透過體驗活動、討
 論環節、專題短講等活動，加強護老者的參與。

 1.1 全日活動的程序設計主要分為上午及下午。上午以康樂或消閒活動為主，而下午以護老者
  專題工作坊和長者健腦坊為主。

計劃職員把握親老家庭活動的機會，特意設計一些家庭合作活動，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和了解。

本計劃透過護老專題短講，增加護老者在照顧MCI長者方面的知識及協助他們掌握社區資源，從而可以在照顧路上建立起
樂觀心態。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部分MCI長者難以邀請到護老者一同參加親老家庭活動。

實踐妙計
・為長者提供彈性，讓長者可與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或友好鄰居一起參加。曾
   有年長孫兒陪同長者出席，十分溫馨。

護
老
者
篇

實踐五步曲——護老者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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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本計劃編製的一套兩本的照顧手冊

 2.1 《護老者照顧手冊》
  ・利用生活化情景，深入淺出地介紹認知障礙症患者於不同階段的狀況和需要。
  ・介紹本計劃提倡的「四得」行動：睇得、聽得、講得、做得。
  ・護老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寄語護老者珍惜當下，正向看待及感受照顧階段的經驗。

 2.2《「勿忘我」長者照顧手冊》
  ・以「六感」作為內容大綱，由護老者與長者一同完成手冊內的活動。
  ・鼓勵長者及早把握現存的認知能力，把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在家人的協助下紀錄於手冊內，藉此
   促進彼此之間的互動交流，同時讓護老者進一步了解長者的所想和所需，以便制定適合長者的照
   顧安排和長遠的照顧計劃。

請掃描二維碼，以瀏覽手冊內容。

請掃描二維碼，以瀏覽手冊內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Z9587YwPUVYsLrYp_zHHApLN1G7XWsb/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xXC6nmSuI4BiBm7iFPRgziw4U281V1i/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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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步曲5

・邀請護老者代表成為諮詢委員成員，確立護老者在照顧家庭上的價值。

・善用資深護老者的照顧經驗及個人所長，轉化他們成為護老大使。

第5步

Empower
充權

1. 邀請個別護老者加入諮詢委員會。

 1.1 諮詢委員會定期舉行工作會議，護老者代表可在會上直接提出意見和需要。

 1.2 此舉有助確立護老者在照顧家庭上的價值，並為他們帶來重要感和成就感。



實務錦囊實務錦囊實務錦囊

困難/挑戰
護老者一般會忽視自己於家庭中的貢獻和輕視自我價值和能力，有機會拒絕
職員的邀請。

實踐妙計
・邀請一些對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有較多了解和體會、思想成熟、開放及願
   意交流的護老者參與本計劃。

・於邀請護老者加入諮詢委員會前，計劃職員可循序漸進地邀請心儀的護老
   者參與護老者分享會或擔任朋輩支援大使等，藉以加強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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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安心」長者日間/週末照顧服務 

鄭太
需照顧患有柏金遜症的丈夫

“我要照顧患病體弱的丈夫，每天就像困獸鬥，難以
喘息，我都鬱出病來了！”

護老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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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長者的能力和喜好進行分組活動或訓練。 舉行具有認知訓練元素的節慶活動，其間安排長者扮演
售貨員等不同角色，以增加他們的投入程度。

1. 由註冊護士主理。

2. 申請手續簡便，快速回應需要。

3. 備有專車接送以及提供營養豐富的午膳和茶點。

4. 活動內容多元化，包括：保健運動、健智活動、多元化專題活動等。

服務特色

由註冊護士提供專業護理服務。 照顧員及義工以歡樂氣氛帶動長者進行伸展運動。

 為了改善南區體弱長者的生活質素，以及紓緩其護老者的照顧壓力，本計劃為50歲或以上居

於南區的體弱人士和長者提供「摯安心」長者日間/週末照顧服務。有別於正規日間護理中心需要

長時間輪候，此服務可快速回應需要，申請者一般可於7個工作天內便可使用服務，緊急個案可

於1天至3天內使用服務，令護老者可在最短時間之內獲得適切支援及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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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安心」長者日間照顧服務宣傳片

第一期及第二期計劃採用的
體弱長者評估工具 第一期計劃採用的護老者評估工具

第二期計劃採用的護老者評估工具

簡易智力測試量表 照顧者壓力調查
(前測及後測) 

護老者服務滿意度
問卷調查 (前測及後測)

家庭、照顧壓力
及抑鬱評估

護老者服務滿意度
問卷調查

工具性日常生活
活動量表（前測及後測)

及 
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量表（前測及後測)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宣傳動畫

善用樂齡科技——智能寵物，陪伴和安撫
認知障礙症患者。

本會會車為參與本計劃的長者提供方便又安全的護送服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2_qurpGey4etwOauSyuNDoI7Pq1qYqG/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AL6zcp1jwdHRRgRHBVgh0dMT8ah8a4W/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L3TcbVDvbgzz5lGkGfJ7hQiZ1nJeTtV/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0yYwAV-9BBFGXkkSXkZjsJ47EhEu-_n/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j7aN7cUvmKMT5sXDy_7gEcJZTfxcn-F/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rp07xQiBoPyhM_zyZdpZ5bU7WF8HewV/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U4aTNusa6esZje9iM3Lk-EET_yQdxp0/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EqYuGOmDGboDz1pSe78B9a3UZktbZ46/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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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總結

 雖然不少研究均指出，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承受的照顧壓力較照顧其他病患長者為

高，但一般護老者往往未能未雨綢繆，亦會混淆正常老化及認知障礙症的退化徵狀，因而

未能及早「對症下藥」。

 本計劃按照「實踐五步曲」的介入步驟，有序地吸納負責照顧MCI長者的中年子女參

與，讓他們可以及早察覺同住或非同住父母的認知狀況，及早認識認知障礙症於不同階段

出現的徵狀、社區資源等，避免因為「無知」而當事情發生時，變得手足無措，壓力飆

升。同時，此舉亦有助提高護老者及早安排護老計劃的意識，長遠而言相信可以紓緩照顧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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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心聲

 在護老者簡介會上，職員向我派發爸爸
的認知檢測結果，讓我清楚了解爸爸的情
況，然後及早與家人商量，為爸爸安排合適
的服務。

 坊會提供一條龍服務，除安排義工上門
為丈夫做健腦訓練，亦知道我需要時常覆
診，所以安排丈夫到中心參加日間照顧服
務。我不需要到處碰壁，坊會職員總能把合
適的服務轉介給我。

 社工知道我對爸爸離世未能釋懷，便鼓
勵我發展個人興趣。我完成花藝課程後，會
到中心教長者插花，一邊做自己喜愛的事，
一邊把快樂帶給身邊人，令我找回人生方
向。

 我要上班，體弱的媽媽日間獨自在家容
易跌倒，令我十分擔心。社工介紹參加日託
服務，媽媽可以多做運動，有護士照顧，又
有會車接送，令我份外安心。

何小姐
照顧75歲患有MCI的爸爸

伍太太
照顧80歲患有腦血管疾病的丈夫

黃小姐
曾照顧90歲患有認知障礙症的爸爸

雲先生
照顧90歲曾中風的媽媽

使用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之體弱長者心聲

 我喜歡每星期「返學」做運動和玩遊
戲。職員很細心，照顧周到。對比起獨自在
家，心情開朗了，說話多了，整個人活躍起
來了。

 我喜歡日託服務的姑娘，她們會叫我多
吃蔬菜，多做運動，不用害羞，嘗試參加不
同活動，令我我感到被關心和被重視。

 參加活動時我會幫忙做義工，分派遊戲
物品，這令我覺得自己仍有能力做事情，也
獲得別人信任。

陳瑞英婆婆
現年83歲，柏金遜症患者

林水好婆婆
現年84歲，抑鬱症及認知障礙症患者

楊永長伯伯
現年68歲，曾中風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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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期計劃研究報告

請掃描二維碼，以瀏覽研究報告全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FGrbnBp-BgZ4mYkhVNjytXe4Rtqwm5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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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計劃成就

主辦單位：亞洲區家庭研究聯盟
活動：2018和富亞洲傑出家庭計劃
日期：2018年8月

獎項：

銅獎

主辦單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活動：2019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
日期：2019年11月

獎項：非主題組別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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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知識傳承活動

1.     活動：『醫社家協作項目——麗智同路行計劃』：認知障礙症同工訓練講座
主辦單位：瑪麗醫院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7年9月5日

2.     活動：『照顧者 - 誰來照顧 ?』——跨界別合作
主辦單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8年10月19日

3.     活動：『醫社家協作項目——麗智同路行計劃』：『智幫手』服務錦囊講座
主辦單位：瑪麗醫院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8年11月15日

4.    活動：第15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會議：發表題為「建立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華富
 公共屋邨個案研習」的演講

主辦單位：香港老年學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8年12月1日

 計劃職員獲邀於不同研討會、工作坊、講座等分享計劃推行理念及手法，亦會接待本港及海外團體及

院校到訪，彼此交流推廣認知友善社區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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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認知友善社區』工作坊
主辦單位：香港仔坊會
參與團體：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活動日期：2019年1月26日

6.     活動：安老服務及義工發展工作坊
主辦單位：澳門社區志願服務協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9年3月9日

7.     活動：『耆創無窮——優化銀齡生活創新大賽』工作坊：分享計劃創新內容
主辦單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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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 and Innovation for a Better World 
       - The Future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Presentation on “Development of a 
       Dementia Friendly Community - A Case Study of a Public Estate at Wah Fu"

Organize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y of participation: As speaker
Date of programme: 28 June 2019

9.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 and Innovation for a Better World 
       - The Future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Post Conference Visit

Organize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y of participation: As speaker
Date of programme: 29 June 2019

10.    活動：『港未來・實驗營2019』營前工作坊日（主題：照顧者緊急支援——使用者「需要」        
       變「能力」）：分享計劃創新服務內容

主辦單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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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認知友善社區』工作坊
主辦單位：香港仔坊會
參與團體：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活動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2.   活動：『認知友善社區』工作坊
主辦單位：香港仔坊會
參與團體：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活動日期：2020年1月18日

13.    Programme: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ommunity-based Dementia Care for 
       Practitioners - Practical Shar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Intervention Model in the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rganiz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Jockey Club Centre for Positive Ageing

Way of participation: As speaker
Date of programme: 4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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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rogramme: Project Reflections and Learnings on Building Dementia-Friendly 
       Communities in HK: Presentation on “Development of a Dementia-Friendly 
       Community at Wah Fu Estate”

Organizer: Hong Kong Funders’ Network on 
 Ageing Well
Way of participation: As speaker
Date of programme: 12 March 2021

15.   活動：2021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活動：計劃金獎分享會暨卓越實踐工作坊
主辦單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參與方式：擔任講者
參與日期：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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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媒體報導

1.     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社聯頻道
播出日期：2017年9月21日

2.     生活存關愛：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香港電台
播出日期：2017年9月26日

3.     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香港有線電視
播出日期：2017年10月29日

4.     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社晴
刊登日期：2017年11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WZvblBXtmjewemVyKUR2G8eVrvG6V4P/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ukDjFGQ-lcDAEYd-oC52GTebfFJg7cw/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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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政府新聞網
播出日期：2018年5月6日

6.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文匯報
刊登日期：2018年5月20日

7.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香港01
刊登日期：2018年6月3日

8.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松柏之聲
刊登日期：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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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有情天：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香港電台
播出日期：2018年9月20日

10.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無線新聞
播出日期：2018年10月1日

11.    政好星期天：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商業電台
播出日期：2018年10月28日

12.    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媒      體：社聯頻道
播出日期：2018年12月20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ADtHq-S8ShWSigautiPy7M9qJ6uqozI/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2_qurpGey4etwOauSyuNDoI7Pq1qYqG/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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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精靈一點健康你主場：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香港電台
播出日期：2020年2月19日

16.    重建路上 華富邨居民通訊第三期：認知友善社區
媒      體：香港房屋委員會
刊登日期：2020年11月
 

13.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文匯報
刊登日期：2019年2月11日

14.    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長者華富導賞團
媒      體：香港仔報章
刊登日期：2019年2月11日



本計劃得以順利推行，實有賴以下商戶、團體、院校及各方人士之鼎力支持，在此衷心
致謝。(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基金
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

何張淑婉慈善基金

計劃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周明德醫生  本會顧問兼本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

周子軒先生  本會副理事長  

周思女士 前任香港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歐立成先生  前任南區區議員

柴文瀚先生  前任南區區議員  

陳子儉先生  前任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七） 

李偉健先生  前任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六）

林國註先生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行動總監

李學群女士  本計劃護老者  

唐月琼女士  本計劃義工

129鳴謝

鳴謝



認知友善社區之策略伙伴名單
華富邨——「智友商」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富邨商業聯會

華聯食店

保鮮成記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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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智友團」

華富邨居民協會

華富耆樂會

華富邨婦女聯合會

華富邨華樂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裕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建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珍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康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清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生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景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昌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泰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翠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興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服務中心

華富儲蓄互助社

明愛莊月明中學 

華富邨——「支持商戶」

銀都冰室

鑑記車仔麵

鏗記美食餐廳小廚

創藝數碼沖曬店

華富米行

廣發電業

惠華鞋店

思索電腦

佳麗髮廊

文儀坊

嘉華文具玩具

華富中西大藥行

同興號雜貨店

榮輝家庭用品五金公司

榮記五金店

華美眼鏡公司

華昌士多

鑽藝坊

姿式店

華南

華富（一）邨街市65號鋪

華富邨——「支持團體」

公文式華富教育中心

盈達教育中心

合一堂

華貴邨——「智友商」

國際永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貴邨——「智友團」

華貴卡啦OK之友會

奇力灣婦女會

華貴邨居民協會

華貴邨——「支持商戶」

榮記五金家品

瑞視護眼@華貴坊商場

藝髮軒

美容館

MiNi Shoes 

岱民華貴店

喜悅皇宮

伊莎洗衣@華貴坊商場

華貴邨——「支持團體」

無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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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綺汶博士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

樓瑋群博士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 

林一星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 

黃凱茵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其他
房屋署華富（一）邨辦事處

房屋署華富（二）邨辦事處

南區健康安全協會林資健社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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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坊會
AKA 
肚會服務
Social Service 

南區長者綜合臟豷虞
援

·
同
仁老護及

戚謝你成為「智友善社區 j 的一份子。

考考你的觀察力，尋找出15個認知友善行為：

•

伯伯你想去

邊座呀？

答案於「智·愛同行」長者及護老支援計劃的Facebook內揭曉：www.facebook.com/CCPAKA 囹＇圈

關顱譬醒老友記，支援摯愛在一起 0

贊助 ＇

電話：2554 4002 地址：華富邨華美樓地下419-432室
｀｀U，二怀 r「``;;；

本會非常扇駙傅徵蔭墓金有限公司及何張淑婉慈簪墓金對
「智，愛同行」長者及讓老者支援計劃的贊助o

https://www.facebook.com/CCP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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