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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不接受服務又如何？
視乎病患的分類（ 例如阿
爾茲海默氏症或額顳葉認
知障礙症 ）， 病程可持續
超過十年，又或在短時間
內惡化。在缺乏支援下，
常見的結局是家屬因照顧
壓力而身心俱疲、情緒崩
潰、長者得不到適切照顧
而令行為症狀

◆ 黃凱茵

診的認知障礙。
如果入住院舍便一
了百了 、 皆大歡喜 ， 這
情況還勉強可以說得過
去 。 但如非條件能力所
限 、 迫於無奈 ， 有多少
家屬願意在長者仍未體弱
至需要特別護理時，提前
走這一步？外國的研究就
顯示，有效的支援能減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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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 根據推算 ， 認知
障礙症患者的人口將由現
時的十萬左右跳升至
年的三十三萬 ； 香
2039
港要增建多少院舍 ， 才
能應付這個需求？
顯然 ， 答案不在於
院舍床位數目，更不在於
家屬或機構的任何一方，
而是整個醫療與長期照顧
系統中每一環的相互支援
及配合。眼前社會最急需
的，是如何在病患早期介
入，給予照顧者所需的資
訊 、 情緒 、 人力及物質
等援助，並讓所有有機會
接觸患者的機構員工接受
針對性的專業培訓，形成
有力的支援網絡。與其將
不幸患病的長者帶離開家
庭與社區照顧，或許投放
更多資源於增權、建立社
區的照顧能力 ， 更為上
策。

涂寫
人物工作坊

短評

照顧者壓力，降低院舍入
住需要 。 現時本港的情
況，只反映了基層醫療與
長期照顧系統較前部分不
勝負荷，將壓力延至院舍
的連鎖反應。香港入住院
舍率冠絕亞洲 、 高企於
， 認知障礙症的社
6.8%
區照顧不足是一大原因。

地步，不能再與老朋友
見面了，於是專誠打電
話來交待，他不是不想
再跟這位老朋友繼續做
朋友，而是連讀報的精
神和體力也沒有了。伯
伯在說完要說的話後，
我們沒有就此掛線，因
為我有好些話要跟他說。
首先是要衷心感謝他多
年來成為《松栢之聲》的
老友記，沒有他這位忠
誠的朋友支持，報紙很
難辦下去，他喜歡讀，
我們就很歡喜。同時，
我請他放心，我們會繼
續努力，
《松栢之聲》會
繼續為讀者服務。當然，
我最希望是他快些康復，
有健康的身體，大家電
話保持聯絡！
與這位讀者雖素
未謀面，但我深深感受
那份尊重與情長！

加 劇（ 例 如 遊
走、 睡眠問題或滋
擾…… ）， 院舍往往成為
了唯一的去路。認知障礙
症患者因此是院舍的「大
戶 」：數字上， 有超過三
成院友為確診個案，而就
筆者所聞，現實是大部分
院友均有或多或少未獲確

成，感謝各位讀者透過
郵遞、電郵、電話或親
臨本報辦公室，提交續
訂指示及資料。由今期
開始讀者人數已作更
新，雖然有部份讀者因
著種種原因停止訂閱，
作為總編實在要多謝大
家多年來的支持。
上月接過一位 80
多歲的老讀者來電，電
話筒傳來是嚴重的氣促
聲，老伯伯每說一句話，
好像要用上全身的力氣。
由於氣虛聲弱，有好些
字我還未能聽清楚，我
一面聽一面心想：他身
體那麼差，為甚麼還要
給我電話？他來電的目
的是告訴我不用再寄《松
栢之聲》給他了，他說：
「我的編號係 VXXXX，

多謝你地……以後唔好
寄俾我……我無辦法再
睇，唔好意思呀……我
身 體 好 差 ， 睇 唔
到……。」事後翻查記
錄，這位讀者打從 2000
年開始閱讀本報，多年
來都有續訂報紙，事實
上這次如果他不用我們
再寄上，也不用專誠給
我們電話。而每當我回
憶起他脆弱的聲線，相
信他應該有好一段日子
抵受著嚴重的身體痛楚，
在這狀況下，為甚麼還
要給我們電話？
我想來想去，只得
一個很簡單，又很寶貴
的理由。我相信在過去
14 年，伯伯已跟《松栢
之聲》建立了一份深厚的
感情，他尊重這份報紙，
就好像是尊重一個朋友
一樣，身體轉差到一個

提

◆ 謝文慧

到 認 知 障 礙 症（ 前
稱 老 年 癡 呆 症 ），
不少人視之為洪水猛獸。
由於病患影響一個人的記
憶、判斷、情緒及行為，
令自理能力下降，亦難怪
長者、家人以至服務機構
都對之感到畏懼。
面對恐懼 ， 自然的
反應是逃避 。 在本
港 ， 若懷疑出現認
知障礙 ， 長者與家
人通常會觀望一年半
左右 ， 才開始求助
於專業檢測服務 。
加上專科人手不足 ，
延醫的情況十分普遍，估
計有近九成患者為未獲確
診的「隱蔽個案 」。
可惜這並不是一個
逃避得了的問題。只要活
到六十歲，每十人便有一
人患病 ； 到八十五歲 ，
機會是三分一 。 不求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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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小蝶
家看到涂嘉慧的姓氏，

大也應猜到她與我是有關

連的。對，涂嘉慧是我的八
姑母，是我家族漂亮的長青樹。
八姑母生於官宦之家，
卻不需要當官的祖父給她支
付學費，因為她聰慧過人，
屢獲頒獎學金，甚至自修國
語、英文和書畫。她的工作
能力亦強，在廣州時曾在《星
粵日報 》的三千應徵者中脫
穎而出當編輯。她一直從事
會計工作直至退休，是能同
時兼顧事業與家庭的時尚女
性。說到時尚，八姑母更是
舞林高手，從年輕至今對社
交舞的熱情不減。她擁有漂
亮的臉孔，苗條的身段，可
以想像當年的她是舞池上

關懷社區
◆ 黃仲然

長

在者

群中，普遍患有白內障，聽
他們說一般做手術輪候時間
要兩至三年左右。長者在輪
候期間因視力問題，引來的
生活不便，甚或因不慎跌倒

的閃亮星星。
今天 ， 八姑母雍容華
貴，外表比真實年齡年輕得
多。去年，她與我的堂姊在
酒樓等候座位。經理拿了一
張椅子給身旁一位約八十歲的
老太太坐，卻沒有給她椅子。
她跟堂姊開玩笑地說︰
「我的
年紀比她大得多，怎麼沒人
拿椅子給我呢？ 」堂姊說︰
「誰叫你的外貌與年齡不符
哩﹗」讀者們能從圖中猜到八
姑母的年齡嗎？她剛剛過了
實齡九十四歲生日！外貌和
神態年輕得令人難以置信！
二十多年前，八姑母移
居多倫多，過著愜意的退休
生活，我和她只得靠電話聯
絡。十多年前，我探望她前，

而骨折，那就不堪設想。
白內障手術是用顯微
鏡下進行，醫生利用手術儀
器或超音波儀器替病人取出
混濁的晶體，然後植入人工
晶體，患者便可重見光明，
無需住院。由於手術費用過

表姊說她的狀態比前差了。
我當時心想︰「畢竟是上了年
紀，難復當年勇了。」於是，
當表弟駕車載我們到達她門
前時，我連忙下車恭候，準
備上前攙扶一名枯槁佝僂，
步履蹣跚的老婦。怎知大門
一打開，走出來的她竟然穿
上黑皮外套、黑皮褲，腰板
挺直，步履輕盈，笑意盈盈，
充滿自信，恍如息影的女明
星！從未見過八姑母的表弟
看傻了眼，回家跟他的母親
說︰「若從背後看，八姑母
比你更年輕！ 」五十多歲的
舅母當然不服氣，但當她見
過八姑母後 ， 只得甘拜下
風。數年前，八姑母回港省
親，行動敏捷，豐采依然。

萬，對清貧長者來說實在是
沉重的負擔。
今《松栢之聲 》、亞太
區眼科醫學院、香港中文大
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亮
睛工程慈善基金及香港電台
第五台為解救當中長者的困

什麼是八姑母的不老秘
訣？她說﹕「我愛閱讀，令
頭腦靈活；我喜歡跳舞，可
保持健康和輕盈體態；我愛
助人，能做到的我會盡力而
為。還有，我從不說別人是
非，不想不開心的事情，也

不讓事情變得複雜。我只是
保持心境開朗，開開心心的
活好每一天。」我常聽母親稱
讚八姑母溫文爾雅，氣定神
閒，從不在背後評論別人，
原來這都是她的長生不老之
道。

• 閱讀、跳舞和保持心境開朗是涂嘉慧的不老秘訣。

擾，特別為年 65 歲或以上、
領取綜援或經濟困難、正在
公立醫院輪候白內障手術之
長者，提供免費的白內障手
術。
欲接受此項免費白內
障手術並符合以上資格的讀

者，請盡速於辦公時間內致
電本刊登記。致電時須提供
有關資料，包括︰領取綜援
的檔案號碼、姓名及聯絡電
話等，俾可核實；符合以上
資格的讀者，須經眼科醫生
作詳細的眼睛檢查後，認為
適合接受白內障手術才會安
排手術的事宜。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報名
熱線：2831 3215。

《松栢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