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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香港人口老齡化，患有腦退化症的人數不斷上升。現

時，本港每 10名 70歲以上長者就有 1名患者，85歲以上

患病比率更高達三分一，情況不容忽視。

早在 2000 年，馬會已經察覺有關問題，故決定成立全港首間

結合科研、培訓及服務的腦退化症長者中心──「賽馬會耆智

園」，為腦退化症患者提供日間照顧及住宿服務，並提供護老者

支援，以及舉辦公眾教育和專業培訓等服務。

馬會在 2016 年更支持耆智園推行「賽馬會『腦動耆跡』計劃」，

鼓勵機構及市民多關心患有腦退化症的長者。計劃自推行以來反應

熱烈，共有 56個來自不同界別的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公共機構以

及私人企業，參與成為支持伙伴。

賽馬會耆智園透過計劃為機構員工提供訓練，讓他們識別腦退化症

患者，並學習與他們溝通，以及在有需要時給予支援，至今已有超過

四千名機構員工以及超過一萬四千名市民，透過出席講座及公眾教育活

動，認識「關愛腦退化症」的訊息。

計劃同時推出「尋耆跡」手機應用程式，協助尋找走失的腦退化症人

士，並成功招募超過二萬三千名市民成為「耆跡天使」，透過他們的個人

網絡，將關愛腦退化症患者的訊息，推廣至全港每個角落。

馬會多年來一直重視長者的需要，並將「長者」納入慈善信託基金的策略範

疇，透過支持不同項目，鼓勵創新及促進跨界別合作，希望將日漸老齡化的

香港，建設成為世界衞生組織認可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賽馬會「腦動耆跡」計劃能夠完滿成功，實在有賴賽馬會耆智園團隊的努力，

以及眾多支持伙伴和「耆跡天使」的參與。我謹呼籲大家繼續關心社區上的腦

退化症患者。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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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預計到了 2036 年，腦退化症人士的數

目將接近 290,000 人。腦退化症不論對患者個人、家庭和

社會均有深遠影響。有見及此，賽馬會耆智園自 2012 年起，

先後舉辦「護腦起動」公眾教育計劃及「腦動全城」腦退化症

關愛計劃，分享腦退化症的資訊及推動社區人士為腦退化症人

士提供適時的支援，共建腦退化症友善社區。上述兩個計劃取

得令人鼓舞的成績，共有超過 38,000 人受惠。

本園十分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月期間，進一步擴展共建腦退化症友善社區的工作，舉

辦以「預防走失」為主題的「賽馬會『腦動耆跡』計劃」，並取得

超越預期的理想成績：

(1)	 	共有 56 個不同界別的機構／企業成為本計劃的支持伙伴

(2)	 	超過 4,000 名機構員工及社區人士參與講座，了解如何於職場協

助腦退化症顧客／服務使用者

(3)	 推出「尋耆跡」手機應用程式，協助尋找走失的腦退化症人士

(4)	 超過 23,000 人成為「耆跡天使」，廣結助人網絡

(5)	 	逾 100,000 人次觀看公眾教育短片，了解協助腦退化症人士的技巧

及溝通方法

本園在此特別感謝各機構對本計劃的支持，並派出前線員工參與講座，此

舉是建立腦退化症友善社區的重要一環。另外，教育短片的成功亦有賴多

個機構的支持，包括港鐵、百佳超級市場及煌府婚宴集團等企業借出場地拍

攝；領展及中銀香港派出同事參與拍攝等等。另外，我們亦衷心感謝藝人潘

雲峰（糖兄）於百忙中抽空參與拍攝《超市篇》，以及輪椅劍擊運動員余翠怡

應邀將親身幫助腦退化症人士的故事拍攝成短片。

我們作為社區的一份子，要幫助腦退化症人士其實很簡單！只要緊記「三心兩

意」：愛心、耐心、同理心、誠意及留意，每人都可以成為協助他們的耆跡天使。

賽馬會耆智園總監

郭志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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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
有許多腦退化症人士
居住在社區中，
腦友寶寶是
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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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

腦退化症人士會因為認知能力退化，在處理個人事務及安排個人生活

上逐漸出現困難，而隨著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如何建立一個

腦退化症人士的友善社區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作為全方位推動腦退化症服務的機構，賽馬會耆智園認為協助建立一

個腦退化症人士的友善社區是責無旁貸的工作。因此，本園於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間舉辦了「腦動全城」公眾教育計劃，鼓

勵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士認識腦退化症，並在職場和社區中為有需

要的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及時和適當的支援，共有超過 24,000 人受

惠，成績斐然。

承 蒙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助， 本 園 於 2016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9 月 舉 行「 賽 馬 會『 腦 動 耆 跡 』 計 劃 」（ 下 稱：「 腦 動 耆

跡」），以預防走失為重點，發掘更多為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協助的有心

人，加強支援力量，使腦退化症人士於社區的各個角落也可以得到幫

助，享受更愉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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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

●  透過專業培訓講座，加強參加者對腦退化症的認識及了解

●   鼓勵市民成為耆跡天使，擴大支援腦退化症人士的網絡

●   鼓勵參加者於社區、職場及不同的社交媒體實踐「關愛腦退化症」

意念和訊息

●  推動關愛長者文化，長遠建立「腦退化症人士友善社區」

計劃對象

●   有機會為有需要，甚至身處危機的腦退化症人士提供重要協助的機

構前線職員

●   願意將認識轉化為實際行動，幫助腦退化症人士的社區人士

●  願意共同推廣「關顧腦退化症」的訊息，共建「腦退化症人士友善

社區」的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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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伙伴

「腦動耆跡」計劃推行期間得到 56間來自政府、非牟利機構及商營機構支持。

在此，多謝各界支持，您的參與令香港成為腦退化症友善社區跨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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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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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大使

腦友寶寶簡介
現時有超過九成的腦退化症人士在社區中生活，腦友寶

寶是其中一位。他名字中的「寶」字，意指家有一寶。

他是位 80歲的長者，腦袋上有一塊橡皮擦，象徵他的記

憶好像一點一點被橡皮擦擦走，使他容易忘記事情。除

此以外，他還有以下的特徵：

●	 希望有更多人明白他

●	 大情大性，直接表達

●	 有時會迷路

●	 思想簡單直接

●	 喜歡用大鈔結帳

●	 對年輕時發生的事情特別深刻

●	 有時會善忘

●	 容易記得誰對他好，特別是愛笑的朋友

●	 需要多點時間去思考

●	 有時候喜歡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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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大使

耆跡天使簡介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分留意，多一點關注，任何人都

可以成為耆跡天使，幫助有需要的腦退化症人士。耆跡

天使還有以下特徵：

●	 手機必備「尋耆跡」APP

●	 觀察力強，細心留意

●	 富有耐性，絕不害羞

●	 想認識更多腦退化症的知識

●	 樂於助人，理解腦退化症人士的需要

●	 協助建立腦退化症友善社區

●	 受家屬照顧者歡迎

●	 時常主動幫助有需要的

	 腦退化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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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腦動耆跡」啟動禮

計劃啟動禮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舉行，本園十分榮幸獲得一眾嘉賓

出席，主禮嘉賓包括：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先生、賽馬會慈

善事務經理廖錦霞小姐、「榮譽耆跡天使」黎耀祥先生及賽馬會耆智

園總監郭志銳教授。另外，多間支持伙伴亦派出代表參與。

啟動禮由主禮嘉賓及支持伙伴代表，手持愛心牌揭開序幕，當一眾嘉

賓把愛心牌掛到耆跡天使的雙翼時，腦友寶寶走出來向眾嘉賓致謝，

一起呼籲大家共建腦退化症友善社區。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先生，於分享時表示道：「香港人口老

齡化持續增長，現時約有 16%的人口年齡在 65歲或以上，估計 20

年後有關比例會躍升至超過 30%。腦退化症屬年長人士較常見的疾

病；更有學者推算至 2031 年，全港將有超過 330,000 名患者。雖

然現今醫學技術還沒有根治腦退化症的方法，不過若腦退化症人士愈

早得到識別及照顧，症狀是可以延緩的。因此若社區能對此未雨綢

繆，實在是非常有遠見有意義的行動。」

●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兼獨
立非執行董事聶雅倫先生（Mr	
Nicholas	Charles	Allen）期
望一同為腦退化症人士共建一個
友善社區。

●	 	賽馬會耆智園總監郭志銳教授致
送紀念狀予時任香港警務處港島
總區失蹤人口組祭雅敏女高級督
察。

●	 	（左起）賽馬會耆智園總監郭志銳教授、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先生、「榮譽耆跡天使」黎耀
祥先生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廖錦霞小姐等一同出席啟動禮。



腦動耆跡計劃
紀念特刊 13

活動回顧

「榮譽耆跡天使」黎耀祥先生對於能參與是次活動，感到十分高興：

「腦退化症已經成為全港十大殺手之一，我希望成為『榮譽耆跡天

使』後，能夠以身作則邀請更加多朋友成為義工，因為腦退化症人士

很容易便會有走失及迷路的情況，所以如果社區裡每個人都願意多走

一步，關心多一些，不但可令更加多人關注此症，同步更可對腦退化

症有更深入的了解。一傳十，	十傳百，香港很快便會成為一個安全和

腦退化症友善的社區。」

●	 	新巴城巴公眾事務經理李建樂先
生表示，在「腦動耆跡」計劃推
出之初，已率先安排新巴城巴的
駕駛訓練導師參與講座，了解腦
退化症知識和溝通貼士等實用資
訊。

●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先
生致送紀念狀予「榮譽耆跡天
使」黎耀祥先生。

●	 	啟動禮吸引近百名觀眾參加，場
面熱鬧。

●	 	「榮譽耆跡天使」黎耀祥先生分享道：「幫助腦退化症人士要有『三心兩
意』：愛心、耐心，同理心、留意和誠意。」

●	 	腦友寶寶帶領現場參加者大跳「耆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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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講座

本園派出訓練顧問為不同行業的員工提供腦退化症資訊及協助其掌握

與腦退化症人士的溝通技巧，從而令他們能為腦退化症人士，尤其是

有機會走失的人士，提供合適的支援，加強社區的支援力量。

企業員工培訓講座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醫院管理局

●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	 香港房屋協會

●	 昇悅居

●	 荷里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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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講座

●	 中國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很榮幸可以參與到耆智園的「腦動耆

跡」計劃和「腦退化症互動講座」。作

為銀行職員，我們有責任保護客戶的財

產，如遇上老人家反覆提款這些問題，

我們的員工在參加講座後了解到相關

應對的知識，令到他們更安心地享受服

務。最重要是在耆智園安排下，員工除

了懂得與身邊患有腦退化症朋友和親人

相處，更可以有信心地服務相關客人。

●	 城巴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我們在計劃中安排了駕駛訓練導師參加

「腦動耆跡」的講座，了解腦退化症的

知識，以及協助腦退化症人士的溝通貼

士等資訊。由於近 12%的走失腦退化

症人士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走失，

因此站長及車長都身負重任，多問一

句，多看一眼，都可以幫助長者留在原

點，讓家人盡快尋回他們。

●	 百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透過賽馬會耆智園的「腦動耆跡」計劃

和「腦退化症互動講座」，我們獲取不

少相關資訊；活動令大家對腦退化症有

更深入及正確的了解，也令同事明白如

何在工作環境中與腦退化症人士相處，

以及為他們提供協助。

香港人口老化，這些曾經貢獻社會的長

者正需要大家的關心和照顧，希望我們

也可在這方面盡一分力，共建美好有愛

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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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耆跡 APP

尋耆跡 APP

對象 ● 家屬或照顧者

● 耆跡天使	(協助尋人的熱心人)

優點 1 家屬照顧者預先登記腦退化症親友資料

3 報失程序簡單

2 即時接獲報失通知，把握「黃金 48 小時」

4
設「走失人士名單」，方便關注走失腦退化症
人士的資訊

5 列出「取消要求」或「已尋回」好消息

為了提供一個集合腦退化症人士走失資料的平台，計劃推出

「尋耆跡」手機應用程式（APP），一方面讓照顧者可預先

在APP上登記腦退化症親友的資料，萬一他們不幸走失，可

馬上報失；另一方面為耆跡天使提供走失腦退化症人士的資

料，讓他們協助尋找走失的腦退化症人士（只限香港地區）。

計劃希望透過此應用程式擴大尋找走失腦退化症人士的網

絡，加強社會對腦退化症人士的支援。

「尋耆跡」APP使用方法非常簡單，只需數個步驟，便可完

成登記及報失。它會召集全港已登記的耆跡天使共同參與尋

人行動，把握「黃金 48小時」，盡快把走失的腦退化症人士

帶回家人身邊。

APP 使用
教學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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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關懷卡

如果您認識腦退化症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
立即寫下您的關心語句為他們打氣吧！

清楚的描述可以避免腦退

化症人士誤解意思

試用「選擇題」協助腦退

化症人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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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特刊

四格漫畫關懷卡

POSTCARD

POS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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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社區小遊戲

協助社區上的
腦友寶寶
腦友寶寶每天都可能面對各種挑戰，他比常人要花多點時間思考和解決問題。請您細看

後頁的大地圖，一同伸出溫暖之手，讓腦友寶寶在社區中安全和愉快地生活！

1) 找出地圖中共有多少個腦友寶寶。

2) 舉出腦友寶寶的兩個特徵。

3) 情境 1  中，茶樓職員可如何提醒腦友寶寶避免重複點菜？

4) 情境 2  中，管理員可以如何幫助腦友寶寶？

5) 情境 3  中，港鐵職員可以如何幫助腦友寶寶？

6) 情境 4  中，耆跡天使可以如何幫助腦友寶寶？

7) 情境 5  中，店員可以如何幫助腦友寶寶？

8) 情境 6  中，銀行職員可以如何幫助腦友寶寶？

9) 試列舉耆跡天使的三項特質。

10) 有興趣看看電子版「耆跡社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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