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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照顧不能單靠科技
隨

著社會日益發展，「科技」似乎已成為我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同
時，銀髮巿場的興起，使各界紛紛討論如何透過樂齡科技改善長者的生活

質素，並且協助照顧者減輕照顧的困難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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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否照顧出路I樂齡科技與認知障礙症

不同的科技產品對於認知障礙症照顧亦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其重要性，例如：防跌
感應器及防走失系統能有效地防止患者因獨自外出而走失、互動的平台和設備可

18

樂齡科技應用 平板電腦健腦應用程式推介

讓患者更容易參與不同的認知刺激活動、先進的通訊工具和軟件亦可拉近家人與
患者的溝通距離。
不過，當我們積極地思考如何好好利用創新科技協助患者和照顧者的同時，我們
千萬不要忘記每位患者和家庭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喜好、習慣、需要和功能上的
變化等都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單單依靠科技設備，以取代照顧者在照顧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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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這對照顧的過程中亦不見得有很大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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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港第一間專門提供認知
障礙症服務的非牟利機構。

我始終相信科技是人類的好幫手，但永遠不能代替我們。對認知障礙症患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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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作視像通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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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王啟淞博士、王蓓恩女士、
司徒艾華女士、吳義銘醫生、
杜羲朗先生、姚恩美女士、
梁琳明醫生、陳龍達醫生、
陳鎮中醫生、黃凱茵博士、
廖建華醫生、鄧穎嫻醫生、
戴樂群醫生

總幹事
李雅儀女士

聯絡我們
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電郵：headoffice@hkada.org.hk

電話：(852) 2338 1120
傳真：(852) 2338 0772

說，病症會漸漸帶走他們的記憶和功能，但帶不走親人對他們的關愛。當我們步
入晚年，兒孫滿堂時，我們也希望與他們聚在一起，真實地互動，而不是隔著屏
李雅儀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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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患者角度出發
科技防走失

現有科技加心思
雖然科技應用大同小異，但只要花心思應用，實踐方法大不同。我們最常見
亦最傳統的用品是標籤，把患者的姓名、聯絡人姓名和電話製成名牌、記憶
手鏈或衣服標籤，讓患者日常佩戴或穿著上身。但這些用品卻讓初中期的患
者產生抗拒，除了怕被標籤外，亦不願個人資料隨意被旁人知悉。

認知障礙症影響患者的記憶及導向等認知功能，但大部份早至

隨著智能電話的普及，日本和台灣業

中期患者的身體肌能仍十分健康，這使照顧者每天擔心著行動

界把患者的個人資料製成二維碼(QR

如常但會迷路的患者，但如為了防止走失而禁止他們外出，對

Code)，把文字訊息隱藏，配合智能電

患者或家人而言也非理想方案。

話的條碼閱讀功能便可閱讀患者的資料

現時不同國家用於防止認知障礙症患者走失的樂齡科技相若，

隨意外露而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希望能透過科技提高患者外出時的安全性，而流動定位裝置讓
家人掌握患者去向是常用的技術。同時，亦會配合附有患者家
人聯絡資料的手鏈或標籤，以便途人提供協助。

和聯絡人資料，這可避免患者個人資料

除此之外，台灣的警方亦開始為長者建
立指紋資料庫，家人可陪伴長者到警察
局存檔指紋。如市民發現懷疑走失長
者，只要陪同他到警察局，就算長者忘
了家人的聯絡方法，警方也能透過配對
指紋檔案，辨認長者身份及聯絡其家人

二維碼(QR Code) 手環，把文字訊息隱
藏，保障患者個人私隱
(圖片來源：元氣網2017年4月5日報導)

接回長者。

台灣的NFC防走失智慧手環，如巿民遇上走失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只需利用支援NFC功能的智能電話感應手環，即可透過手機GPS定
位，自動連結到服務中心，協助尋找患者。
(圖片來源：台灣NFC愛心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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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部份縣巿有關部門，更貼心考慮到患者會忘記佩戴手環或未
必穿上附聯絡資料的衣服，免費為認知障礙症家庭製作二維碼
(QR Code)指甲貼紙，貼於患者指甲上。即使弄濕貼紙表面，平
均也能使用兩週，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加上只有官方掃描才能
成功讀取資料，個人資料更添保障。
(圖片來源：台灣蘋果日報2016年12月8日報導)

以上的例子，均引證了應用科
技於認知障礙症照顧之前，如
能從患者角度出發，並配合巿
民、地區組織及政府跨界別的
協作，這才能將科技的優點全
面地發揮以真正地改善患者
生活。

贊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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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思考與創意
香港學界也是樂齡科技發展的重要角色，致力啟蒙年
青人從不同專業發揮才能，改善長者照顧，如香港理
工大學開辦的職業治療學系，在四年的課程中，學生
學習因應不同能力人士的需要，設計具治療性質的活
動或工具，協助受治療人士重新掌握生活技能和獨立
生活能力，避免他們因身體障礙而影響日常生活，當
中包括為認知障礙症患者設計合適的活動或工具，讓
他們提升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質素，從而減輕照顧者
壓力。
其中一個科目要求學生以小組形式完成一份習作，以
三百元成本設計一個適合受治療人士的概念產品，使

樂齡科技的搖籃

從學院啟發創意

用對象可以是長者、認知障礙症患者、中風人士或視
障人士。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方乃權博士指作品無
需花巧複雜，反而著重創意及設計目的，希望學生細
心觀察和了解使用者在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困難，思考
作品如何達到易用、實用、合用。在這些條件下，香
港學生的作品毫不遜色，更曾屢獲海外設計獎項，創
意獲得國際認同。
方博士指教學內容也會貼合國際潮流，從前大家講求
為特定群體設計特定用品，故每一用品的使用群體相
對狹窄，但現時講求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希
望以同一用品照顧不同人士所需，消除健全人士和特

學生們多次獲得i-CREATe學生創新世

無論政府或安老業界也積極從不同國家引入樂齡科

別需要人士的標籤，令用品更易融入日常生活。他舉

界挑戰賽獎項。i-CREATe是國際性年

技，除了提升照顧質素，亦希望吸引更多青年人投

其中一份學生作品為例，學生留意到長者或視力較差

身長者照顧行業。從媒體報導或樂齡展覽中，我們
對外國的照護機械人、先進的護理照顧設備並不陌
生，但談到香港本地的樂齡科技發展，大多數人也
感到印象模糊。

的人往往難以把鎖匙插進匙孔，便構想到在大門插鎖
匙位置前加一個弧形發光裝置，令使用者更易找到門
鎖位置，拿著鎖匙後只需順著弧度便可輕易把鎖匙插
進匙孔，無需彎腰慢慢找尋匙孔位置，無論對長者或
健全人士也帶來方便。這簡單實用的裝置，使用者無
需花太多時間學習使用，亦無需為此作大型改裝。

度比賽，它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國家
的學生一同為長者或不同能力人士設計
創新的輔助產品或服務，以提高使用者
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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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概念帶出院校
雖然學生們能創作出不少出色的作品，但現時難以正式生產推出巿場。而機構或私營企
業亦正投放不少資源生產樂齡科技產品，希望惠及長者需要，但由研究、開發、試驗到
正式投入巿場，每個項目保守估計也需投放數十萬或數百萬，一般中小型團體也難以負
擔。方博士認為學生作品雖然只是初步設計，但倘若有適當的機遇合作，在這些現有設
計裡提升改進，便可令作品變得更加實用化和迎合巿場需要。
我們亦期望學界、研究機構、企業、公營機構各取所長，就著長者及照顧者的實際需求
誇界別、誇部門合作及推廣，便能大大減低開發成本及時間，把優秀原型概念化作實用
產品，讓本地長者真正受惠。

贊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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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進、要走在最前？
有照顧者提及認知障礙症的媽媽使用戶外流動定
位裝置的經驗──媽媽雖然患病，但仍屬初期階
段，愛自行外出，家人亦希望透過社交活動讓媽
媽保持開朗，並為她申請流動定位裝置以察安
全。當大家認為無線充電技術普及，患者回家時
只需把流動定位裝置放到充電裝置上便可輕鬆充
電，無需使用充電線，理應十分方便易用。但實
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原來要讓一名長者甚至認知
障礙症患者把流動裝置以指定方法擺放並不容
易，裝置常常因接觸面不正確而無法充電，而媽
媽便常常帶著未充電的裝置外出。

科技是否照顧出路
圖片來源：
2017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者對火車有熟悉感，特別在院舍裡設計了模擬車
廂。這個車廂其實是個簡潔的小房間，牆上安裝
了一部播放台灣戶外景色的電視，電視兩旁掛了
兩塊布模仿車廂窗簾，前方放著兩張對放的高背
椅子，中間放著一張小桌。當院裡的認知障礙症
患者情緒不穩時，職員便陪同患者走進房間，讓
患者慢慢「坐著火車、欣賞景色」穩定情緒，期
間患者更會與職員或院友分享家鄉舊事物。同樣
情況也發生在丹麥，由於單車是當地很受歡迎的
交通工具，院舍職員便在健身單車前放置播放丹
麥街道景色的大電視，數位長者一邊傾談、一邊
騎單車「暢遊」熟悉的社區，除了能改善認知障
礙症患者的認知能力，也有效提高長者們的運動

創新也需貼地

量。從台灣和丹麥的例子，可見即使沒有昂貴花

實用的樂齡科技並非著重有多先進、有多創新，

思，運用現有科技成功解決患者的情緒或行為問

最重要仍是以人為本，即使只是簡單或應用現有

題，也減輕院舍職員的工作量，可見「貼地」比

的產品或技術，如能使用得當，已可發揮長者照

創新更重要。

費或複雜新科技，但透過工作人員以人為本的心

顧用途。以台灣一間護老院為例，職員考慮到長

I 樂齡科技
與認知障礙症

最近數年，科技融入長者或認知障礙症患者照顧範疇，政府亦大力
推廣樂齡科技，更預留10億元成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
助安老服務單位試用或添置科技產品，以科技彌補長者身體或認知
衰退，輔助他們日常自我照顧、改善生活安全和聯繫社區，當中產
品多不勝數。在日漸高齡化的香港，樂齡科技又如何應用?

(香港電台2018年7月14日播出的電視節目《樂齡帥靚正：樂齡科技》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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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活習慣出發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選擇樂齡用品小貼士：

走失是認知障礙症患者家人最擔心的意外，不少
家屬認為把患者儘量留於家中、全天候監察是最

化繁為簡

安全的做法。mSolution Consultants Limited 的
Andrew與我們分享了他與本地機構合作，共同開
發長者定位裝置的經驗。眼看患者因病症而限制

失物追蹤器
圖片來源：好好生活

因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記憶能力退化，難以學習新
事物，他們的認知能力更是隨時間衰退，即使今
天學懂使用的物品，三個月後可能已不懂使用。
故科技產品以簡單易用為首要考慮，越簡單直接
的用品越易融入患者的日常生活。

生活圈子，他們希望透過流動定位裝置，讓患者
安心踏出家門，繼續過往的社交活動，即使發生
意外，也能讓長者儘快獲得救援。但多年來，無
輪是舊時獨立一部的定位裝置、或現時安裝在患
者電話裡的手機應用程式，也面對同樣挑戰──
萬一患者抗拒科技用品或沒有攜帶流動電話的習
慣，再好的產品也不能發揮作用。國內也有類似
的流動定位裝置服務，但由於巿民日常生活對流
動電話的高度應用，配合產品供應商背後提供多
元的護理及保健服務，長者十分樂意使用，亦願

台或應用程式，如Whatsapp, Wechat, Line等，操
作介面相對簡單，如家人能花時間教導家中長輩
使用，讓長輩建立習慣，日常與家人分享相片、
語音訊息或行蹤。即使家人未能時刻相伴，也易

意為此花費，巿場增長迅速。

於掌握長者的習慣和去向，每天收到「長輩圖」

故他認為貼合長者的真正需要和建立對科技產品

立自己的群體，讓他們走在一起，增加溝通、交

的熟悉感十分重要，現時不少簡單易用的社交平

也值得家人們高興。這些應用程式更讓長者們建
流、社交的機會，也能預防認知能力退化！

籤
減低負面標

效應

不少長者用品如拐杖或輪椅等，
長者使用時也被標上體弱或生病
的標籤，令他們抗拒使用。故產
品除功能性外，吸引的外型亦相
當重要。除了傳統的銀色鋁質拐
杖外，巿面上也有柄身印有圖案
的拐杖或多功能數碼拐杖，這些
優雅時尚外觀設計，也提高患者
的使用意欲。
照顧者可投其所好，細心選擇長
者喜愛的用品，例如為電話配上
長者喜愛顏色的電話保護套，已
能吸引他們使用流動電話。

亮麗外觀的花紋
拐杖能增加長者
使用意欲

減低文化差

異

現時不少樂齡用品也是從外國引入，本地
長者未必合用，例如不少放大字型的電子
時鐘也沒有中文字顯示，長者未必明白
“Mon”、“Wed”的意義。另外，香港也有機
構引進日本或歐洲國家的電子娃娃機械人
作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治療媒介，但部分
機械人說的是日語或英語，長者未必有共
鳴。如公司在引入產品之時能稍作改良，
便能更切合本地長者需要。

慢慢建立習

慣

科技並不是協助照顧長者的唯一方法，在
使用樂齡科技前，照顧者應先評估患者對
科技用品的接受程度，如長者過往較少接
觸電子產品或缺少旁人教導，即使子女為
其添置電子產品，長者也會抗拒使用，尤
其認知障礙症患者學習新事物及記住相關
使用方法是他們的弱項。除了對科技產品
不熟悉外，也怕日常「㩒壞」機器被責
罵。家人可先為長者建立習慣，如與患者
一同玩電話遊戲，期後再教導患者使用其
他簡單的社交應用程式與家人分享日常生
活，讓長者們慢慢適應。

全球已有超過 1600 萬人登記成為
「認知友善好友」!
為了提高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以及營造一
個關懷及接納患者的環境，英國認知障礙症協會
(Alzheimer's Society UK) 於2013年展開一項名為
Demen�a Friends（港譯：認知友善好友)的運動。
現時有多個國家/城市加入，包括美國、丹麥、加
拿大、中國等參與，已有超過1600萬人登記成為
「認知友善好友」。
本會於2017年響應此運動，加入這全球關注認知
障礙症行列，於香港推動各界成為「認知友善好
友」，以行動關懷及接納認知障礙症患者。

縱使每人在社會上擔任不同崗位及角色，
但同樣擁有能夠改變認知障礙症患者世界的能力。
金像影后 惠英紅小姐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星級認知友善大使

立即登記!
無論是個人、團體或公司身份，
也歡迎你登記成為「認知友善好友」，
共建認知友善香港！

了解「認知友善好友」的五個重要訊息
關心及協助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

登記網頁:

www.demen�afriends.hk

簡單網上登記

觀看學習短片

行動!

2818 1283
demen�afriends@hkada.org.hk

贊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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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我們的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We need your support!

樂齡科技應用

平板電腦健腦應用程式推介

平板電腦比桌上電腦更為簡單易用，輕觸式屏幕讓長者更易操作，是他們入門級的樂齡科技
用品。除了價格相宜外，更可安裝不同遊戲應用程式，滿足不同長者需要。從此，健腦活動
不再限於長者中心，家人更可於家中陪同長者一起參與平板電腦遊戲，不但可促進長者大腦
健康，更能增進家人間的感情交流。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開發的「六藝 智趣」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利用中國傳統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的理念，設計一系列不同難易程度的認知互動遊戲，
例如書法、運算等，長者可透過遊戲全面地鍛鍊腦筋，有助延緩認知退化。
®

(可到iTunes下載，未能支援搭載 iOS 11 或以上版本的裝置。)

現時全球每 3 秒便有 1 人患上有認知障礙症，而本港每 3 名 85 歲或以上長者便有 1 名患者。隨著人口老化，服務需求將持
續增加。我們沒有政府資助，以自負盈虧、非牟利形式營運，並一直堅持提供專業專門的優質服務。
不同經濟能力的患者也有使用服務的需要，故我們致力維持收費額於患者家庭可支付的水平。為能維持現有服務質素及開
展創新及先導項目，實有賴大眾的捐助。
1 case in every 3 seconds is diagnos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worldwide, and 1 in every 3 local seniors over 85 years of age living
with the disease. Demand of services for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a and their families will increase because of ageing popula�on.
Being a self-ﬁnanced agency without regular government subven�on, we strived hard for dona�on and sponsorship to support our
services. We keep our service fee charged at an aﬀordable level of our service users and their families. Your generous dona�on will
allow us to provide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and innova�ve demen�a care service to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a and their families.
(2019 Vol. 2)

本人樂意捐款支持 I would like to donate
□ HK$1,000

□ HK$500

□ HK$300

□ HK$100

□其他 Other HK$_________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 支票 By Cheque
抬頭：「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on”.

□ 直接存入 Direct Transfer to HKADA Bank Account
如需捐款收據，請將網上捐款記錄/銀行入帳存根正本一併郵寄回本會。
Please send us the copy of online conﬁrma�on/ original copy of the bank pay-in slip if oﬃcial dona�on receipt is needed.

□ 滙豐銀行 HSBC #809-352867-001

□ 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301-0-010267-8

□ 信用卡 By Credit Card
□ 單次捐款 One-oﬀ Dona�on / □ 每月捐款 Monthly Dona�on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s Name: ＿＿＿＿＿＿＿＿＿＿＿＿＿＿＿＿

有效日期

Card Expiry Date: (月MM) ＿＿＿ / (年YY) ＿＿＿

□ Visa / □ Master

信用卡號碼

Card Number:

持卡人簽署

Card Holder’s Signature: ＿＿＿＿＿＿＿＿＿＿＿＿＿＿＿＿＿＿

捐款者資料 Donor information
家人也可因應長者喜好，下載不同的程式，讓長者由淺入深全面鍛練大腦功能：
七巧板推理或切水果遊戲，
可訓練視覺空間及手眼協調能力

數獨遊戲或找不同遊戲，
可訓練邏輯推理及專注力

掀牌配對遊戲，
可訓練記憶力

□ 先生 Mr

□ 女士 Ms

□ 公司 Corpora�on

□ 團體 Organiza�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收據抬頭非捐款人，請列明 If the recipient’s name diﬀers from the donor,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為節省行政支出，本人不需收據。To save administra�on cost, please do not send me the receipt.
請把支票或銀行入賬存根正本寄回「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簡便回郵58號(KCY) 教育及籌款部」(無需貼郵票)以便開發捐款收據作
減稅用途。信用卡捐款亦可傳真至2815 8408或電郵至pfr@hkada.org.hk(稅務局檔案編號:91/4488).
Please send the cheque or the bank pay-in slip (original copy) with this form to “Educa�on and Fundraising Department,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on, Freepost 58 (KCY)” (no stamp required) for dona�on receipt (tax deduc�ble). For credit card dona�on, the form can be returned
by fax at 2815 8408 or email to pfr@hkada.org.hk. (Inland Revenue ﬁle No. 91/4488)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Data Collec�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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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you with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on (HKADA) dona�on receipt, dona�on related contact, fundraising, promo�onal and educa�onal informa�on. 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kept securely and strictly conﬁden�al. You may request HKADA to stop using your personal data for any of the above men�oned purpose by contact us at 2815 8400.
Should you ﬁnd the above men�oned u�liza�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on by “ ” in the below box(es) before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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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dona�on rece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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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dona�on contact and fundraising inform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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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promo�onal and educa�onal informa�on.
本會填寫 Oﬃce use: Receipt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查詢 Dona�on Enquiry：
(電話 Tel) 2815 8400
(電郵 Email) pfr@hkada.org.hk

再先進的科技也不能取代照顧者的關懷
別被電子用品拉開你們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