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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前稱「香港老年痴呆症協會」)於1995年成立，
為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在港的唯一會員，是全港第一間提供認知障
礙症專門服務的非牟利機構。

本會致力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及照顧者提供專業及多元化治療活
動及服務。同時，提供不同程度的培訓和教育予專業人士、護老者及
社會大眾，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並且關注大腦健康，以期達
致早檢測、早診治、早準備，抵禦大腦退化。近年，本會參考儒家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的概念，設計成現代化「六藝®」全
人多元智能健腦活動以預防及延緩大腦退化。

協會標誌的意義

心和手代表著能用心地去幫忙有需要人士；	
綠葉代表著長青的心態，勇於接受改變及創新，	
有前瞻的視野及策劃未來的能耐，不畏困難、勇往向前。

聯絡我們

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電話：(852)	2338	1120	
電郵：headoffice@hkada.org.hk	 傳真：(852)	2338	0772

主席	汪國成教授

委員
杜偉強律師、周永新教授、
馬天競醫生、陳章明教授、
葉天養律師、劉陳小寶教授、

當然委員
吳義銘醫生

執行委員會主席 吳義銘醫生

副主席(內務)	謝偉鴻先生

副主席(外務)	戴樂群醫生

義務司庫	尹錦滔先生

義務秘書	錢黃碧君女士

委員
王啟淞博士、佘達明醫生、	
陳肖齡女士、陳婉雯女士、	
陳恩賜先生、賴錦玉教授、	
譚鉅富醫生

教育及出版委員會主席	
譚鉅富醫生

委員
王蓓恩女士、司徒艾華女士、
吳義銘醫生、梁琳明醫生、	
黃玉蓮女士、黃凱恩博士、	
廖建華醫生、鄧穎嫻醫生、	
戴樂群醫生

總幹事
李雅儀女士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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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煥然一新的季刊《集智》出版了! 

協會同事在構想改善季刊的時候，我們深信知識是可透過相互交流而得以增
潤，尤其是於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寶貴經驗，期望能透過不同專業人士、
各醫護專業、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的知識及經驗分享，能產生更大的協
同效應，幫助提昇業界、社區照顧服務以及家居照顧等質素，營造能令認知
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融入的友善社區。

《集智》是一個結集智慧的平台，我們加強了認知障礙症的相關專題，邀請

專科醫生及相關專業人士提供資訊，涵蓋更全面的認知障礙症知識。不單使

期刊

內容更專業及多元化，於版面設計上亦希望能有賞心悅目的效果，帶來更多

實用資訊。			

由於認知障礙症協會是一個自負盈虧地營運的機構，為達至《集智》能廣泛

派發至相關及有需要人士手中，除了鼓勵讀者收取電子版本外，尚有設計、

印刷及郵費等支出，故此，《集智》歡迎廣告以及捐款，用以資助支出。

我們期望《集智》能為大家帶來一個愉快的閱讀體驗和實用的知識，關注認

知障礙症及支持本會的服務！

敬祝身心健康愉快！

教育及出版委員會主席	

譚鉅富醫生　敬上

如就《集智》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至headoffice@hkada.org.hk與我

們分享。

結 專 業  匯 合 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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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A l z h e ime r ' s	

Disease	International)	把每年9月訂為世界

認知障礙症月，每年度均會發布與病症有關

的研究報告，團結不同地區的認知障礙症服

務機構，呼籲各地政府改善認知障礙的相關

政策及提高民眾意識。9月21日更是世界認

知障礙症日，作為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在

香港的唯一會員機構，讓我們回顧這個豐盛

的9月!

2014年 
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
認知障礙症患者急劇颷升   
減低患病風險至為重要

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今年度的全球認知障礙症

研究報告以減低患病風險的主題，呼籲公眾及政
府減低認知障礙症的患病風險因素，而健康的生
活模式、減輕非傳染性疾病的威脅均能減低患
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透過教育公眾關注大腦健
康，以能及早辨別和治療病症能亦有效保持大腦

健康延緩退化。

很多疾病，特別是因感染而引致的疾病都能找出

其成因，如麻疹或感冒都是因為病毒感染而引

致。然而有很多慢性疾病仍是成因未明，就如認

知障礙症或心臟病等。為了找出這些未知的原

因，專家們便嘗試找出病者患上該疾病時的共通

點，這些共通點便稱為「風險因素」。當風險因

素存在時，患病的機會便會增加。

2014	年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從成長發展、心

理、社會心理及生活模式中著手，總結出吸煙、
中年罹患高血壓或糖尿病及年輕時較低教育程
度，均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

對心臟及血管有利的因素 
同樣有助維持大腦健康

報告顯示透過有效檢測和治療糖尿病與高血壓、
停止吸煙、增加體力活動及降低肥胖水平均為預
防認知障礙症的重點。在高收入國家的民眾較注
重健康生活模式，故心血管健康問題在不少高收

入國家已得到改善，然而於中低收入的國家則有

相片由薛棟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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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9月17日舉辦了「2014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發布會」，本會副主席(外務)戴樂群醫生及總幹事李雅儀女士積極回應提問。

資料來源
1&2.	Department	of	Health,	HKSAR.	Dementia	Care	Seminar	cum	Kick-off	Ceremony	for	Dementia	Care	Campaign.	
Available	from:	http://www.dh.gov.hk/english/press/2006/061013.html.	Accessed	on	21	August	2013.
3.	Yu	R,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2012

70歲或以上長者

85歲以上長者

隨着人口老化，60歲或以上患者數目將會急增

每10名，1名患者1

每3名，1 名患者2

2009年

2039年

103,433人

332,0003人

認知障礙症在香港的情況

惡化趨勢，故預計未來數十年，這些國家的認知

障礙症患病率將大幅增加。故促進大腦健康的訊

息應與公共健康推廣活動結合，如反吸煙及非傳

染性疾病預防的宣傳活動等。除了身理因素外，

提升教育水平及增加晚年的認知活動亦可刺激大

腦以減低患病風險因素。雖然教育水平並非和認

知障礙症患病率有直接關係，但如能多學習新事
物或長期保持精神活躍，便可增加大腦認知儲備
以抵禦退化。

只要作出改變，永不會太遲

假如我們年老時仍擁有良好發展及健康的大腦，

我們能更長壽、更快樂及更獨立地生活，便可大

幅減少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機會。估計現時全球為

應付認知障礙症的社會經濟成本每年超過6,000

億美元，相關的預防措施實在刻不容緩。由於全

球認知障礙症的病情發展將與公共衛生息息相

關，故報告亦建議認知障礙症需列入世界衛生組

織和國家非傳染性疾病的規畫中，長遠能更有效

率地對處這個全球性的健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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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及尋找寶貴記憶的體驗

普遍大眾亦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會有失去記憶的

情況，不只患者自身感覺沮喪、恐懼，他們的家

人更加痛心無助。我們希望透過「尋找記憶921	

Memory	Hunt」，讓參加者感受失去記憶、茫無

頭緒的心情。雖然活動是首次舉辦，但獲8隊來

自公司、醫院、大學、認知障礙症照顧者及本會

委員的隊伍出錢出力參與支持，對我們是極大的

鼓舞!	

走遍灣仔以「六藝®」重塑記憶

參賽隊伍於兩個半小時中，模擬一位失去記憶的

認知障礙症患者，到達灣仔有著不同歷史價值的

地點，包括修頓球場、藍屋、灣仔舊郵局、前海

岸線、李節花園等，完成多項任務挑戰，以贏取

失去的記憶碎片、重塑記憶。任務中加入本會的

「六藝®」多元智能健腦元素	 	禮、樂、射、

御、書、數，全面考驗參加者的活動能力、專注

力、運算能力、觀察力及閱讀理解能力、溝通及

團隊合作。過程緊張刺激、饒有趣味，除了充滿

挑戰性，亦鼓勵參加者多動腦筋，刺激大腦認知

功能保持大腦健康。我們十分感謝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

教授出席支持並頒發獎項予參與隊伍。

響應世界認知障礙症日	 	9月21日，香港

認知障礙症協會首度嘗試舉辦「尋找記憶
921 Memory Hunt」教育及籌款活動，以
更活潑生動的互動體驗模式向公眾推動關注

認知障礙症資訊，邀請參加者一同經歷失去

及尋回寶貴記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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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果匯報

冠軍：AAA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委員)

亞軍：Super Hunter	(Eisai	(HK)	Co.	Ltd)

季軍：CU Around (個人組合)，CU Tomorrow (個人組合)，Running Girls	(李淇華中心家庭照顧者)

感謝狀：BRAIN-STORM	(Eisai	(HK)	Co.	Ltd)，UCH PGS	(聯合醫院老人精神科)，曉光隊 (曉光護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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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退化。

古代概念 現代概念 日常生活例子

天地之序、待人接物、倫常及社會秩序 內省、人際 友人品茗、分享人生體驗、參

與義務工作

天地之和、陶冶性情、道德及個人修養 音樂、節奏 唱歌、樂器合奏

射箭 視覺空間、專注力 繪畫、攝影、陶藝

騎馬、駕駛馬車 身體運動 運動、舞蹈、太極

泛指學習、尤其人文藝術 語言、表達、文字理解 寫作、閱讀、參與傳統文化	

保育

數理邏輯、自然科學 運算、邏輯 棋藝、應用電腦及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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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就所居  居所就老
和大部份已發展地區一樣，香港正面對著人口老化問題，隨之而

來的是認知障礙症患者人數持續上升，預計至2039年，本港患者

人數將超過33萬，而現時醫療體系正面對專科醫生供不應求的情

況。若認知障礙症患者到公立醫院求診，更要經歷9-18個月的輪

候期，期間往往已錯過了治療黃金期。更令人擔心的是不少社區

人士對認知障礙症了解不足而延誤求診，如把認知障礙症徵狀當

為正常老化，致令病情更為惡化。估計現時百分之九十的認知障

礙症患者並沒求診，由於得不到適當服務支援，這批隱蔽患者及

照顧者正獨自面對沉重壓力。



認知障礙症地區為本的照顧模式

本會有幸獲利希慎基金支持，推展Project	Sunrise(中文侍定)：認知障礙症地區為本的照顧模式先導

計畫，希望從現時公立醫療系統外尋求出路。我們將動員社區各界，包括家庭醫生、醫院、社區長者

服務單位、地區團體、公營服務的前線員工及社會大眾等，望能建立認知障礙症友善社區。期望此照

顧模式能達致早檢測、早診治、早準備的效果，計畫以荃灣為起步點，期望將來能推廣至香港不同	

地區。

計畫透過教育市民及培訓社區人士及社區醫生，打造緊密合作社區網，及早為懷疑患者確診並開始藥

物及非藥物治療。已接受本會訓練的認知障礙照顧策劃師亦可為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全面支援，讓患

者可安居於社區，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生理及心理需要。

預防及健康教育 早檢測 及早介入和策畫

透過社區教育及訓練，提升社
區人士對病患的認識，為患者
建設緊密的支援網絡

動員社區人士及受訓基層醫療及家庭
醫生，及早辨識患者

專業支援網絡:	公營醫院、私營醫
院、基層醫療及家庭醫生、認知障
礙症協會日間中心提供認知訓練，
以延緩退化，並建議預前計畫

縮短認知障礙症檢測及診治輪候時間
減輕現時醫療及社區系統負擔

老就所居 居所就老

隱蔽個案
患者獨自面對病患及困難，影響生活質素及容易產生危機

等待診斷
等候專科醫生確診需時(約9-18月)	，延誤黃金診治時間

缺乏支援
患者確診時，病情常已趨嚴重，影響治療果效

於缺乏支援的環境 
患者及其家人獨自面對病患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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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樂群醫生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副主席及認知障礙症教育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

「老就所居」，即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安老，是不少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心願。本
計畫透過滙聚區內團體及安老服務單位，建設一個善待患者及其家庭的社區，讓
患者的居所成為一個能滿足他們生理、心靈及社交等各方面需要的棲息處。「居
所就老」，即讓社區成為患者安老的地方，這就是本計畫的目標。

陳耀星先生
荃灣區議會主席

荃灣區議會一向致力推動長者服務發展，以將荃灣建構成一個長者友善社區。於
計畫中，區議會可在地區層面擔當推動及協調的角色，鼓勵及促成區內團體參
與，合作推行公眾教育活動，以助居民預防認知障礙症，並使患者盡早得到診治
及服務。

林定楓先生
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

社署現時主力針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確診後的照顧服務，如教育前線同工及發放資
助金予院舍，以提昇業界意識及患者的社區照顧質素。當計畫開展後，除了照顧
患者，更強調加強公眾意識而主動發掘社區的隱藏個案。社署可發揮協調角色，
鼓勵及促成更多安老服務單位參與，讓服務覆蓋更多有需要人士。

陳章明先生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亞洲地區(包括香港)將會在15-20年間成為認知障礙症的「重
災區」，但現時醫療、福利及社會服務的供應，主要針對中後期患者的需要，故
很容易錯失治療的黃金期。期望透過協會試行全港首個地區為本的認知障礙症服
務協作模式，建立地區性共同照護方案，促進醫社及公私營服務間之協調，提升
資源運用的效益；強化地區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能力，提升患者及其家人的生
活質素。

何宗慈女士
利希慎基金總裁

利希慎基金十分注重長者服務及其照顧者的增值支援，是次計劃不但符合基金四
個資助範疇中醫療及社會福利一環，亦能填補政府資助尚未能覆蓋的層面。此計
劃的特點在於區內多方面的高度參與（包括區議會、仁濟醫院、私家醫生、長者
地區中心等等），因此基金十分有信心整個社區的協作可更有效地及早識別病
者，及早介入治療，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服務方案，推動積極晚年和政府對認知障
礙症患者及照顧者的支援。

10 認知障礙症地區為本的照顧模式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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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人生中無可避免的過程。在東

方人社會中，「生」是代表著喜悅與祝福，但

「病」與「死」卻是大家忌諱的課題。但年齡漸

長，我們慢慢會面對疾病及死亡，過程中無論對

患者及身邊人亦構成心靈負擔。如長者們能未雨

綢繆，認真為自己日後的財產安排或醫療事宜作

計畫，既可省卻日後照顧者與家人之間可能產生

的焦慮或爭執，亦可避免你於生死邊緣徘徊之

際，家人因代你作出決定而承受精神壓力。

當患上認知障礙症後，隨著病程進展，患者的認

知能力會逐漸喪失，情緒及行為亦可能變得異

常。疾病亦影響他們的判斷力，面對日常生活中

的各項大小決定亦束手無策。思考、語言及理解

能力亦出現障礙，難以表達自身想法。可以想像

認知障礙者患者的能力是難以應付照顧方法、財

產及醫療等事宜。這時無論患者本人為身邊人士

亦很難為患者作出適當的決定。現時一般可透過

持久授權書、遺囑、前瞻照顧計畫或監護令等法

律途徑預先計畫個人事宜，以下將由香港監護委

員會主席趙宗義律師帶領我們探討現時普遍的法

律處理途徑。

預設醫療指示 監護令

在當事人還具備精神行為能力時，預先拒絕接
受治療或介入性醫療程序。預前指示的範本表
格只限於在以下三種醫療情況下，作出預先拒
絕維生治療：(一)	疾病末期；(二)不可逆性的昏
迷；或(三)永久性植物人狀態。

若患者沒有家人且沒有預定臨終計畫，且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替自己作決定，且證明當事人的
精神缺損程度足以令當事人被納入監護，監護
委員會會依照監護令申請，委任監護人給患者
或智障人士。被委任的監護人可替當事人於醫
療，財務及福利(包括居住、日常生活及訓練)事
宜作決定。

持久授權書 遺囑

是一項預設的工具，於當事人還具備精神行為
能力(由主診醫生/	精神科醫生判斷)作出決定
時授權一位人士，於當事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時，負責管理當事人特定範圍內的財務事宜。
授權人必須在一名註冊醫生和一名律師面前簽
署持久授權書。

現時最常見及相對簡單的法律安排。在當事人
具「訂立遺囑能力」時訂立，以處理當事人身
故後遺下的資產，藉以希望避免家庭成員的紛
爭。

資料由香港監護委員會主席趙宗義律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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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疾病或死亡是慎重的決定，如能預先為自己作好計畫，可減輕自己或身邊人的負擔。無論用哪一

種法律處理途徑，無論是患者或是家人提出，亦需細心安排處理，當中亦牽涉到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

想法，在尋求專業意見的同時，最重要是與家人坦誠溝通及互相體諒，方可訂立合適的安排。

法律安排Q&A
Q1: 這些法律安排的目的是甚麼?

-	 基於人權價值，即使是病人，我們亦需
保障他們的權益。如患者在自己仍精神健
全時，為自己日後的醫療及財產等事宜作
出選擇及決定，可確保安排乎合自己的意
願，亦能保存自身的尊嚴。

-	 這些安排亦可保障病人及其家庭的私
隱，他們可預先透過律師為財產等事宜作
詳盡安排及決定，避免將來出現糾紛時透
過法律程序處理，因這時病人的病歷及其
家族財務等資料或會公開，且過程或十分
漫長或牽涉龐大費用。

Q2: 如何訂立持久授權書? 

持久授權書需採用正確「訂明格式」，並
於註冊醫生及律師面前簽署確認；或先在
註冊醫生面前簽署持久授權書，並由翌日
起計的28天內，再在律師面前簽署該持
久授權書方具法律效用。鑒於持久授權書
的法律影響非常重要，授權人應在有意作
出持久授權的那一刻起，即聘任律師，以
便在整個過程中得到適當的法律指導和意
見。

Q3: 甚麼時候適宜委任監護人?

申請監護令屬法律訴訟程序，雖然認知障
礙症患者因病而失去自理能力，但若患者
能從其家庭成員、朋友、親屬或其他服務
提供者接受足夠的協助，採用這些非正式
安排比提出監護令較為恰當。但如患者處
於下列這些情況，便有需要為當事人申請
監護令：

-	 如當事人因認知障礙症未能自理或作出
決定，發生被人濫用金錢、疏於照顧、受
身體或精神虐待，當事人的利益未獲足夠
保護

-	 如家人之間或家人與服務提供者之間，
在照顧當事人事宜上及在當事人的醫療決
定上有爭議，而可能造成不恰當的住宿選
擇或未能獲得應有的治療。

 Q4: 在設立這些法律安排後，能否作出更改?

無論是持久授權書或是預設醫療指示，只
要經主診醫生或精神科醫生證明當事人還
精神狀況健全，當事人便可聯絡相應的處
理人作出更改或撤消。過往曾有病人為自
己設立了「預設醫療指示」，表示如在沒
有康復機會下，停止進行心肺復甦等急救
程序，但病人的兒子獲悉指示後，卻捨不
得家人的離開，希望盡量與母親相處更長
時間，故鼓勵母親取消指示，病人最終亦
可撤回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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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註冊營養師潘仕寶女士提供

大腦要健康

認知障礙症並非正常的老化，而是源於患者的腦

細胞急劇退化。隨著腦細胞死亡導致腦功能衰

退，患者的認知能力會逐漸喪失，影響他們的日

常生活、行為及情緒。要保持大腦健康，我們需

要多管齊下，包括：維持健康生活習慣、多運用

腦袋學習新事物及吸收腦部所需營養。

大腦如何「補」

我們日常聽到不同的健腦或補腦方法，就算是嬰

兒奶粉也加入健腦成份。其實我們的腦袋有如汽

車，需要不同的營養素作為「燃料」才可暢順運

作。當腦部營養不足，記憶力或專注力等亦會受

影響。在了解甚麼食品有助維持大腦健康前，我

們更需留意均衡健康的飲食及生活習慣才是健腦

首要關鍵。過份吸收單一營養而忽略身體全面所

需，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進食得當　減低認知障礙症風險

認知障礙症有多種分類，當中以阿爾茲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最常見，約佔所有病例

的50%至70%。過往有學者分析了2,000位65歲以

上居於紐約市人士的飲食習慣與阿爾茲海默氏症

的關係。當中得出多吃堅果類、魚、蕃茄、家禽

類、水果及深綠色蔬菜有助降低疾病風險。這些

食物均含豐富的奧米加3(Omega-3)	不飽和脂肪

酸、奧米加6(Omega-6)	不飽和脂肪酸、葉酸及維

生素E。相比起少吃這些食物的人士，他們的患病

風險低了38%1。雖然深海魚類含豐富DHA，但長

者們卻要留意避免進食魚腩、魚頭及魚皮等含高

脂或重金屬的部位，才可吃得健康。

Omega-3是人體重要的脂肪酸，但我們的身體不能自行製造，而需透過進食來攝取。提到

Omega-3，我們不得不提它的重要成員	──	大家亦相當熟悉的DHA。DHA是構成人體大腦細胞

的主要成份，吸收DHA有助維持大腦健康，增強集中力。我們日常可透過進食三文魚等深海魚類

吸收DHA，美國心臟協會便建議市民每星期至少吃兩次3.5安士的深海魚來補充DHA。

葉酸

Omega-3Omega-6
維生素B12

維生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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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　積極預防

現時還未確實找出預防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但不同的研究均指出健康飲食與生活習慣有

助減低患病風險。縱使認知障礙症普遍出現

於年長時期，但如我們年青時能保持多運

動、多運用大腦、不吸煙、不酗酒及避免進

食高糖、高脂及高鹽的食物，均可保持心血

管及大腦健康。故此，「補腦」不只是年老

或出現認知障礙症時才起步，我們應把習慣

持之以恆，對減低認知障礙症的風險起了積

極而重要的意義。

其他含腦部所需營養素的食品

深海魚類：三文魚、吞拿魚

堅果類：核桃、果仁、腰果、杏仁、松子

植物類：芥菜、菠菜、芹菜、蕃茄、胡蘿卜低脂
奶製品

健腦餐單

蕃茄醬拌三文魚(一人份)

三文魚塊	 120克

蕃茄	 一個(切粒)

洋蔥	 1/4個(切粒)

黑胡椒	 少許

檸檬汁	 少許

橄欖油	 1/2茶匙

做法：

1.	 燒熱油，將三文魚塊略煎5分鐘至熟，撒上黑
胡椒及檸檬汁。

2.	 將蕃茄及洋蔥粒炒熟，淋上三文魚，上碟。

1.	Gu	Y,	Nieves	JW,	Stern	Y	et	al.	Food	Combination	and	Alzheimer	Disease	Risk.	A	Protective	Diet.	Archives	of	
Neurology,	2010;67(6)

2.	McCarney	R,	Fisher	P,	Iliffe	S,	et	al.	Ginkgo	biloba	for	mild	to	moderate	dementia	in	a	community	setting:	a	pragmatic,	
randomised,	parallel-group,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Int	J	Ger	Psych,	2008;	23(12):	1222	–	1230

3.	Birks	J,	Grimley	Evans	J.	Ginkgo	biloba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	
Jan	21;(1):CD003120.

銀杏的迷思
銀杏(又稱白果)	是另一樣被標籤為健腦及預防老化的食物，更衍生出多種不同的保健產品，聲稱可促

進血液循環、改善記憶力及保持心臟健康。英國專家便邀請了176位初中期的認知障礙症患者進行研

究，當中一批特別進食了含白果成份的補充劑。六個月後，進食了白果成份補充劑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病情並沒有減慢，而認知功能亦未見改善。2	後來，更有綜合報告指出早前證實銀杏具改善認知功能

的證據並不可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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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 智康中心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查詢：2338	2499

我們位於橫頭磡邨的智康中心在投入服務十多年後，有幸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重新裝

修。在暫停服務半年後，中心已重新投入服務。一如既往，智康中心貫徹「家」的舒適環境，讓患者

在輕鬆舒適的心情下進行認知訓練/活動。活動空間亦重新調整，以增加每天服務名額，惠及更多有需

要患者。

獲公益金資助，智康中心得以為領取綜援或符合綜援資格的患者提供日間中心服務資助，如有認知障
礙症患者需要支援，請從速申請。

16 智康中心重新啟航



(廣告)



Course/module overview
CDCP course comprises 4 modules involving 60 hours of lecture and 20 hours of practicum, case discussion 
and continuous assessment. Through these 80 hours of training, students will be equipped as Certified 
Dementia Care Planners.  

Course schedule
Every Monday and Wednesday (6:30 pm - 9:30 pm or 10:00 pm), occasional Saturday (9:30 am - 1 pm), 
excluding public holiday(s).

  Module 1

  Module 2

  Module 3

  Module 4

Examination

Essentials for understanding dementi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29 December 2014– 14 January 2015

Getting prepared: pre-diagnostic social cognitive assessment and caregiver needs 
appraisal
19 January2015 – 7 February 2015

Car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counselling and carer support
9 February 2015 – 7 March 2015

Advanced care management including end-of-life care, advance care planning, financial 
planning and  guardianship
9 March 2015 – 25 March 2015

8 April 2015
For full CDCP Course participants Only

Tuition fee

NB: Award of the title of Certified Dementia Care Planner for participants attending the full course only.  
Participants of specific modules may be awarded the certificate(s) for the respective module(s).

Organized by: Supported by:

Co-developed with: In collaboration with:

Full Course 
(4 Modules) Per ModuleGraduates of CDCP-Bridging course 

apply for Full Course (4 Modules) Deadline

HK$5,400 HK$5,200 HK$1,600 19 December 2014 (Friday)

For Enquiry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 Institute of Alzheimer’s Education
Office Hours: Monday to Friday: 9:00 am-5:30 pm
Phone: 2815 8400  Fax: 2815 8408 Email: iae@hkada.org.hk Website: http://www.hkada.org.hk

Certified Dementia Care Planner (CDCP) Course ~ (3rd series)

offered by
Institute of Alzheimer’s Education of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Venue
Rm 103, YWCA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Centre or other venue as required by the course.
(Address of YWCA Centre: 1-2/F, Lai Kok Shopping Centre, 12 Tonkin Street , Sham Shui Po, Kowloon) 

CDCP PROMOTION.pdf   1   21/11/2014   12:52:PM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現時全球每4 秒便有1人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而本港每3名85 歲以上長者便有1名患者。他們會慢慢
忘記身邊至親，失去自我照顧能力，為他們提供24小時照顧的家人，更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您的慷慨
捐助，可讓我們為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專門、專業、創新的服務，透過多元智能健腦活動及訓練，為
認知作儲備，抵禦大腦退化，達至早檢測、早診治、早準備!

讓我們攜手面對認知障礙症，用愛為他們留住記憶、留住笑容!

本人樂意捐款支持
□ HK$1,000 □ HK$500 □ HK$300 □ HK$100 □其他$

捐款方法
□  支票
 抬頭：「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  直接存入
 □ 滙豐銀行 #809-352867-001 □ 渣打銀行 #301-0-009667-8
□  信用卡
 □ 每月捐款       □ 單次捐款       □ Visa       □ Master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 ：(月)  / (年)   持卡人簽署：

捐款者資料
□ 先生  □ 女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
聯絡電話：  傳真 ：
聯絡電郵：
郵寄地址：

□ 為節省行政支出，本人不需收據。

請把支票或銀行入賬存根寄回「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簡便回郵58號 教育及籌款部」(免貼郵票)， 
以便開發捐款收據作減稅用途。(稅務局檔案編號:91/4488)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你的個人資料只供本會與你通訊，作寄發捐款收據、籌募、接收本會服務推廣及教育資訊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將妥善儲存
及絕對保密。你可隨時致電2815 8400要求本會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若你不同意收到上述資訊，請在下列方
格加上"  "號。

□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寄發捐款收據。
□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籌款通訊之用。
□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發送該會服務推廣及教育資訊之用。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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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電話：(852)	2338	1120	
電郵：headoffice@hkada.org.hk	 傳真：(852)	2338	0772

駱先生繪畫的蝦圖　(水墨紙本)

駱先生患有初期認知障礙症，於2012年開始參與本會日間中心的認知訓練/活動。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服務使用者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