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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隨著智障人士老齡化，失智症患者的數目日漸增加。不單是這樣，過去十多年的醫學研究結果
也顯示失智症會提前在智障人士出現；這個情況在唐氏症尤其明顯。

        由於要為智障人士確診失智症比較困難，因此家人及照顧者應增加對失智症的認識，多了解智
障人士近來行為、情緒和能力的改變。這將有助及早察覺患上失智症的徵狀；及幫助醫生作出診斷。

        在確診後，患者將得到適切的治療及增強訓練或支援，使他們能維持一段時間有較佳的生活質
素。此外，家人、照顧者及院舍工作人員也能夠明白患者的情緒及行為問題，掌握適當的處理方法。

        這本教育小冊子以淺白的文字對話及圖像，把失智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介紹出
來，再提供建議可以如何處理。

       我謹希望智障人士的家人及服務單位能善用本小冊子，對失智症多加關注和認識，攜手為他們
的人生下半場作出多一些支援。

郭偉明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名譽臨床副教授
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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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指出，65 歲或以上長者，平均有 5% 會患上失智症 ( 腦退化症或認知障礙症 )；智障長
者情況更嚴重，平均 5 人便有 1 人患上。智障人士較常人往往更早患上失智症，但礙於病徵被智障
行為「掩蓋」，到後期才變得明顯。

　　本院自 2009 年開始引入「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經驗證為有效評估工具，令患者能夠
及早診斷及早作治療。

　　智力正常長者普遍能在患失智症初期自覺記憶力或機能退化，但智障長者則不能。智障長者患
上失智症，一般較難察覺，更往往被誤解為「不合作」、「鬧情緒」。 「智障人士失智症」教育
小冊子的誕生，是希望公眾人士及照顧者明白失智症智障人士的內心世界，從而以接納及包容的態
度與他們相處，並學懂得如何正確地協助他們。

　　小冊子名為《智 ‧ 藍天：與失智智障人士邁步前行》，就讓我們與失智智障朋友，按著他們
的步伐和需要，攜手同行！

翁文智女士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院長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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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展翔中心主任王姑娘邀請我為這本小冊子寫一篇序文。小冊子是由東華三院賽馬會復
康中心關注智障人士失智症工作小組精心製作，王姑娘認為我作為一位智障長者的照顧者，又擔
任展翔智障長者院舍家屬幹事會主席，應該對小冊子的內容有深切的體會，而我亦好想知道如果
失智症發生在智障人士身上，他們如何被確認出來？照顧者又如何面對在照顧患者上所遇到的種
種問題？ 所以我是抱着先睹為快，寫序為後的心情去接受這任務。

　　確實，這本小冊子給我很大的啟示，因為裏面透過一模擬個案
不同的生活片段，描述了失智症患者常見的問題，原來除了記憶力
下降，其他認知能力也會驟降，使患者難於適應，面對此困境，智
障人士又不懂得主動向外求助，全靠照顧者日常的細心觀察，職業
治療師、社工的解讀和專業分析，想出一些補救和協助患者的方法，
從而幫助患者及照顧者紓困。

　　此外，小冊子內用了不少插圖，讓讀者一看人物和環境插圖就
很容易聯想真實情況，如果照顧者發現類似的情況，就可以適當地
運用小冊子內所建議的方法去輔助患者克服困難，有實用價值。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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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的故事內容，自己都有遇過，例如：
無記性、搞錯時間、脾氣差等，原來這些是失
智症的徴狀，現在才知道。真人圖片很親切。

　　故事圖片設計有趣，內容讓我知多一點甚
麼是失智症，院友、職員都應該看下。

歐陽旭邦先生
東華三院賽馬會

展翔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家屬幹事會主席

黎嘉樂先生
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服務使用者

區笑媚小姐
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服務使用者



　　藍天令人聯想起輕鬆愉快、舒服自在與享受生活，然而患有失智症的智障人士，當他們在生命
的路途上繼續前行，是否仍能找到一片藍天？

　　人口老化已成為大趨勢，而老齡智障人士的數量亦不斷增加，智障人士患上失智症也變得越
來越普遍。東華三院復康服務部一直關注智障人士老齡化，自 2009 年引入源自英國的「智障人士
失智症篩選問卷」，提倡及早識別智障人士患上失智症。在 2013 年，本院與葵涌醫院精神科智
力障礙組合作完成了一項驗證研究，確定「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中文版 ( 簡稱 DSQIID-CV )
為一個有效及適用於本地的篩選工具。其後，本部除了舉辦研討會與工作坊，向業界及公眾推廣
DSQIID-CV 的使用，亦在服務單位內積極推行此問卷的應用。及早識別及接受治療固然需要，但能
得到照顧者及大眾明白失智智障人士的內心世界，從而以接納、體諒及包容的態度對待他們更為重
要。得到由 Karen Watchman 等著作的《珍妮日記》所啟發，促成本院製作這本香港本地化教育小
冊子的意念。承蒙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以及業界專家給予的寶貴意見，加上義務演員
及設計師的協助，讓本小冊子 《智 ‧ 藍天：與失智智障人士邁步前行》得以順利誕生。

　　本小冊子內容以智障人士的內心世界出發，加入本地化的情景，以簡潔的圖文展現失智智障人
士的生活片段，從九段片段中帶出他們在記憶、認知、行為、體能、自理、情緒及社交方面常見的
問題。每段片段的完結，均有業界專家提供的意見，讓照顧者了解失智智障人士的情況及需要，以
助照顧者懂得如何面對及協助失智智障人士。

　　期望本小冊子能讓讀者加深認識失智症對智障人士的影響，以加強對智障人士患上失智症的關
注，並認清失智症的事實與可能產生的偏見，使失智智障人士得到更佳的照顧。就讓我們一同邁步
前行，展現一片藍天。

註：「失智症」的英文是 Dementia，對於一般患者而言，通常被稱為「認知障礙症」，但由於所
有智障人士本身均有認知障礙，所以對於智障人士而言，使用「失智症」較為清晰。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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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智明

小英

阿力

導師

我叫智明，我住在宿
舍裡，在工場工作得
很開心，但最近常常
都沒有記性 ......

我叫小英，我和智明
都住在同一間宿舍和
在同一間工場工作 ~

我叫阿力，我和智明、小英都
住在同一間宿舍和在同一間工
場工作 ~ 以前我和他們是好朋
友，但智明最近越來越古怪，
我不喜歡他 ......

我是智明、小英和阿力在宿
舍和工場的導師，我一直照
顧他們很多年了，不過智明
最近在宿舍和工場的表現
好像和以前有點不同，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呢？

8 角色介紹



宿舍好像就有遊車河活動！
等等…到底幾時去呢?

第一章　問完又問！
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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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想去玩！
小英，幾時去遊車河? 

唔好答佢啦，
問咁鬼多次，
問完又問! 

下星期三呀，啱啱
同你講過喇！

小英，幾時去 
遊車河呀？

10 第一章



唉好煩呀…講咗比你聽又唔記住…

點解佢哋要話我？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失智症令患者難以將事物儲存於記憶系統，及難以從記憶庫
中取回所記的事物，先是短期記憶受影響，漸漸地長期記憶
也受影響。

給予協助 

● 把圖卡貼在日曆，提示當日的活動。

保持耐性，向患者重複講解以加強記憶，並使用簡潔及明確
的指示，使他們更易於理解。

可於他們的日常
生活中加插圖卡
提示，圖文並茂
以提醒相關資訊
。例如在日曆上
貼上活動的相片
或記號，以提示
當日的活動，或
用符號☑表示已
完成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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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注
力

最近不太想回工場工作了…
為何我總是做不好工作呢？

第二章　又做漏嘢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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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明，你又入漏咗隻
匙羹喇！

吓? 入漏咗?

佢成日都入錯哂，
搞到我交唔切貨，

佢又唔知自己錯啲乜嘢。

咦，係呀。
智明你最近做乜嘢呀？
你不嬲都做得好好㗎。

我都唔知點解...

13第二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除了記憶力受影響，專注力也下降，他
們變得難以跟從指示或工序，影響他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
的表現。他們可能在活動或工作中途停下來，不知自己應該
做甚麼。

我都唔想㗎，
我已經好俾心機㗎喇!

給予協助 

照顧者可作實物示範或以視覺圖卡
提示他們正確步驟或做法。

也可以配合他們的能力，簡化指示
及工序，或讓他們做能力所及的活
動或工作。

安排合適的地點進行活動，例如較
安靜的位置，移走容易令他們分心
的物品等，讓他們更專注。

● 以圖卡顯示流程，提示活動的時

14 第二章



第三章　噢，要開組 ?

今天我錯過了園藝小組，
因為我忘記了時間……

時
間
定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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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明，你每星期
都喺哩個時候去
開組㗎喎。

咦？
點解你仲喺大廳嘅？

   而家先係上晝，
下晝先去吖嘛，有排啦。

中午飯都食咗喇喎，
點會仲係上晝呀？

係咩？我唔記得有
食過中午飯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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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給予協助 

我又唔記得咗! 
點算好?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記憶力下降，有機會混亂日常生活活動
流程。另外，失智症亦會影響時間定向能力，引致混淆早晚
概念，打亂他們的生理時鐘，甚或導致「黃昏症候群」等情
況出現。
（黃昏症候群是指：失智症患者在下午至傍晚時段，加劇出
現坐立不安或意識混亂等症狀。）

照顧者可以配合他們的能力，運用圖卡作為提示，並簡化日
常活動的時間表和流程，讓他們容易記憶。

在他們的生活環境提供現實導向，如放置大型日曆及設立現
實導向板，以清楚顯示日期、地點、人物等資訊。

定時提供現實導向，例如廣播現在的日期和時間，或與他們
溝通時，重複提醒各項現實定向資訊以加深記憶。

為確保他們於晚間有充足睡眠及以防打亂生理時鐘，白天有
需要時才作適量休息。

儘量讓他們的生活環境有窗戶及參與定期日間戶外活動，增
強他們的早晚概念及調整生理時鐘，以防日夜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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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很急尿，想去廁所，
不知為甚麼被人話......

第四章　這不是廁所門嗎？
地
點
空
間
定
向

18 第四章



阿Sir，
智明開我個衣櫃呀! 

智明，做咩半夜三更開
人哋個衣櫃搞搞震?

我好急尿想去廁所…

急尿可以去厠所，但唔
可以開人哋個衣櫃。

哩個先係廁所呀！

19第四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給予協助 

由於地點空間定向能力下降，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有機會混淆
類同的地方，例如誤以為櫃門是廁所門口，而這行為並非因為
他們不合作或頑皮所導致。他們亦有可能出現迷路的情況，需
要加以關注。

照顧者可以從改裝環境著手，以改善因地點空間定向能力下
降所引致的情況，例如使用印有他們樣貌的相片，張貼於個
人房間、床頭等地方以助他們辨識地點。或使
用圖案標示不同的地方，例如廁所、活動室等
等。亦可使用箭咀及簡潔文字清晰表示方向。
標示宜置於他們的視線高度，不宜放置過高。
房間宜以簡潔佈置為主，並以鮮明顏色對比協
助辨別背景及物件，以加強空間定向感。注意
晚間適量照明，避免意外發生，例如安裝自動
夜燈。

為他們預備聯絡資料（如地址、電話、姓名）
記錄卡，萬一他們迷路也可求助。也可考慮運
用科技產品，追踪他們所在地點。

成日都搞搞震
好乞人憎!

點解智明咁曳
開人哋個衣櫃嘅？

點解我去廁所都會
俾人話呢？

● 以簡易清晰的
圖案指示廁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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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有點口渴，想拿杯喝水，
可是卻拿錯了小英的杯，
她好像很不喜歡……

第五章　我隻杯呢？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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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啲口渴…

你做咩攞
我隻杯? 

隻杯你嘅咩?

寫咗我個名㗎喎，你做
乜唔用自己嗰隻？！

22 第五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因辨認物品的能力下降，有機會混淆了
自己與其他人的物品，容易拿錯別人的物品，或出現胡亂放
置物品的情況，導致遺失物品。

咁我隻杯呢...
又唔見咗…

搞搞震，無幫襯！

給予協助 
照顧者可以貼上清晰的標示或印有他們樣貌的相片，以助他
們辨識自己的物品及放置地方。

避免過多的環境突變，例如避免改動他們常用物件的擺放位
置。

照顧者可以多向他們描述周遭環
境及物件特色，重複提示以鞏固
記憶。

不要責備他們，安慰他們忘記事
情沒有什麼大不了，可指示他們
擺放位置及協助取回正確物品。 ● 貼上個人照片及名稱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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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跑步很快的，
但今天別人卻說我走得很慢……

第六章　慢吞吞，食雲吞！
體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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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Sir，
我哋食完飯返嚟喇!

哦，返嚟嗱，
智明呢？

智明行到慢吞吞咁，
我哋都唔等佢喇!

等埋我呀…

25第六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給予協助 

慢吞吞，食雲吞！

我已經好辛苦喇，又唔理我又唔等我…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有機會在腦部負責控制活動能力的區域
出現病變，令他們活動能力下降，如難以啟動動作、動作速
度減慢、反應遲緩、活動耐力下降、容易疲倦等。

接納他們是因為活動能力下降而並非懶散。

勿因他們的體能下降而減少給他們活動機會，以免引致惡性
循環，加速他們體能方面的退化。應鼓勵他們每天進行適量
的運動。

可分析各項活動的步驟，將顯示有困難或表現受影響的步驟
簡化。

減少安排能量消耗過大的活動，協助他們選擇能力可應付的
活動，並排列優先次序，同時提供作息時間及鼓勵以合適速
度完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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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現在我覺得穿衣服很困難呢？
我總是不知道怎樣穿……

第七章　以前著到㗎？！
自
理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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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換好衫未呀? 
我哋出去食飯喇！

你哋得未呀?

梗係啦！你調轉咗
衫袖嚟著呀！又要

我提你！

點解著極
都著唔到嘅？

28 第七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給予協助 

乜智明搞咁耐㗎… 

智明佢明明識得
自己著衫㗎喎?

有無人可以
幫吓我呀？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由於認知功能退化，令個人自理能力受
到影響，例如比以往需要較多時間才能完成穿衣、要較多協
助才能洗澡或如廁等。

保持耐性，有需要時向他們重複示範。

可於他們各處日常生活地方準備圖卡，例如顯示刷牙的各個
步驟，以視覺提示幫助他們跟從各項自理活動的正確做法。

照顧者可分析各項自理活動的步驟，簡化
程序，如改用魔術貼取代鞋帶、穿著不用
扣鈕的衣服等。

如有需要，可諮詢職業治療師意見，適當
運用輔助工具協助進行自理活動並確保安
全，例如使用浴椅、鞋抽、長柄匙羹等，
或選擇簡單及容易穿著的衣服款式，並以
標貼顯示衣服正反及前後方向。

● 浴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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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極都唔識，個個都笑我，
好嬲呀！

第八章　好叻咩 !
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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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咪大家都識點做
㗎喇？

剩係得智明
未學識咋！

好叻咩！

智明，做乜咁大力
拍枱呀？

31第八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因認知能力不斷下降，導致失敗的情況
增加，容易造成挫敗感。他們亦可能漸漸察覺自己的能力下
降，引致憂鬱或焦慮，影響情緒控制。

以接納、體諒及包容的態度支持他們，避免怪責他們，並與
他們建立互信，多欣賞、讚美及鼓勵他們，減少造成他們的
不安或憂鬱。

建立無挫敗的學習環境，以正面的態度
教導他們新技能，適當時提供協助，而
歡愉的學習過程除了可加強學習效果，
亦可避免在學習過程中產生負面情緒。

照顧者亦可改善環境，減低噪音，為他
們提供熟悉及愛好的事物或相片，營造
舒適的環境及安全感，以助穩定情緒。

知你哋叻啦! 
我就學得慢，
你哋就學得快！

唉！智明啲脾氣 
變得越來越差。

給予協助 

● 多鼓勵及讚賞他們，以正面的
態度教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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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想不到說什麼了，
大概是這樣吧……

第九章	 嗯......
社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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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明，一陣我哋
去邊度食飯好呀?

……

去食漢堡包定 
豬扒飯好呀? 

哦，好啊！

34 第九章



照顧者可以 ......

了解需要  

給予協助 

失智症會導致溝通能力下降，例如想不起要說的詞語、語意
不通、詞不達意等等。患失智症的智障人士往往會因為表達
不到或別人不明白他們而減少與人交談，繼而變得被動與孤
獨。

照顧者可以用較簡單及清楚的言詞與他們溝通，避免抽象或
複雜的詞語及話題。

照顧者如要求他們跟從
指示，最好每次只說一
項指示，並確定他們明
白後，再提出下一項指
示。

保持耐性，給予足夠時
間讓他們回應，在有需
要時向他們重複簡短的
句子。

可嘗試以圖卡輔助溝通。

● 溝通圖卡

35第九章

其實我都想講，
不過唔知點講…

智明最近都唔知搞乜，
成日都無答我嘅？

我最近都唔明佢講乜呀，
佢不嬲一講食嘢就

好多嘢講㗎。



36 如果你好似智明一樣……

就算有失智症，
都唔係你嘅錯！

如果你好似智明一樣……
都遇過哩類情況……

唔洗怕！



等佢哋知道，
就可以幫你處理。

37如果你好似智明一樣……

你家人、朋友、工作人員 
都會幫你！

你可以將哩本小冊子入面
同你相似嘅情況，

指俾你嘅家人或照顧者睇，

例如社工、護士，



38 致身為照顧者的你

致身為照顧者的你 :
　　照顧患上失智症的智障人士容易令人身心疲憊，過程中或會
遇上一些問題或疑難，然而你並不必獨自面對及解決，社會上亦
有不少社區資源可為你伸出援手。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部份醫院設有專為智障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若有
需要，可向下列醫院查詢：
葵涌醫院：精神科智力障礙服務
https://www.ha.org.hk/kch/chi/departments/cs/depart-puld.html
TEL: 2959 8441

青山醫院：智障精神科服務
http://www3.ha.org.hk/cph/ch/services/psid.asp
TEL: 2456 8822

小欖醫院：嚴重智障人士康復及療養服務
http://www3.ha.org.hk/slh/ch/
TEL: 2456 7111

醫療服務



全港各區地區支援中心為居住在社區中的殘疾人士、其家人和照顧者
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支援，如日間訓練服務、家居改裝服務、轉介服務
等。以下列舉了各地區支援中心的名稱及電話，若有需要可以向所屬
地區的單位查詢。

來源網站：http://www.swd.gov.hk/doc/RMB/List%20of%2016%2DSCs_112016.pdf

地區支援

中西南區及離島
東華三院樂群地區支援中心 
TEL: 2546 3739

東區及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雅聚天地－地區資源中心
TEL: 2564 2288

觀塘東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地區支援中心（九龍東）
TEL: 2951 9322

觀塘西
匡智會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九龍西）
TEL: 2344 9722

黃大仙
鄰舍輔導會黄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TEL: 2320 7834

將軍澳及西貢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將軍澳及西貢地區支援中心
TEL: 2702 6002

九龍城及油尖旺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何文田融樂中心
TEL: 2871 2200

深水埗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深水埗區晉晴支援服務中心 
TEL: 2710 8070

沙田
保良局地區支援中心
TEL: 3749 9311

大埔
仁濟醫院地區支援中心（大埔）
TEL: 2657 3331

北區
匡智會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
TEL: 2676 0669

荃灣及青衣
香港明愛樂薈牽
TEL: 3106 0288

葵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葵涌地區支援中心
TEL: 3586 9466

屯門
香港聖公會屯門地區支援中心
TEL: 3549 6897

元朗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TEL: 2442 3225

天水圍
扶康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
TEL: 2486 3030

39致身為照動者的你



40 致身為照顧者的你

家屬支援
如遇到照顧上的壓力和困難時，除了可以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外，家
屬亦可以透過社會上不同的家屬組織，與其他家屬或照顧者互相交流
、互相扶持。以下列舉部分家屬組織及聯絡電話：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唐氏家長分區網絡 -  網「樂」共享
TEL: 2718 7778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TEL: 6055 1627

卓新力量
TEL: 2838 9867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TEL: 2778 8131

勵智協進會
TEL: 2728 8377

福利資訊
香港有專為智障人士而設的福利，照顧者可從不同的渠道得到相關資
訊，並包括最新政策、疾病知識等。以下是部分網站可連結至有關智
障人士及失智症的資訊，或可直接致電查詢。
社會福利署   
http://www.swd.gov.hk/
TEL: 2343 225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社福智匯平台
http://c4e.hkcss.org.hk/chi/about-us.php
TEL: 2864 2929



辦法總比困難多，
患上失智症不是智障人士的錯，
透過照顧者及社會各界多方面的支持，
智障人士都可同樣活得精彩，
享受一片藍天。

此外，社會亦有照顧失智症或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服務單位，可進行認
知評估及提供相關的治療及照顧服務，以下列舉部分服務單位及其聯
絡資料：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http://mlc.org.hk
TEL: 2793 2138

健智網 - 聖雅各福群會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http://dementia.sjs.org.hk/sjs/tc/index.php
TEL: 2596 2506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http://www.clareaaueldergarten.yot.org.hk/
TEL: 2323 4448

東華三院渣打香港150週年慈善基金長者智晴坊 - 認知障礙症長者服務
http://acsc.tungwahcsd.org/
TEL: 2481 1566

失智症復康服務



         如懷疑智障人士患上失智症，或者對失智症有任何疑問，可以向專業人士如醫
生、職業治療師等尋求協助，並由醫生進行失智症診斷。此外，照顧者亦可以使用
「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進行檢測，以篩選是否患上失智症。下列連結是問卷
的使用手冊，手冊中包括了問卷及其使用方法，如用作非商業用途，歡迎使用以下
網址或二維碼下載： 

http://www.tungwahcsd.org/upload/News/RD/Rehabilitation/UserManualofDementiaScreeningQuestionnaire2.pdf

如何確定是否患上失智症？

42 如何確定是否患上失智症



43改善方法索引

改善方法索引

上述乃是常見的情況及常用的改善方法，個別人士可能
有不同的需要，如有疑問，應盡早向醫生、職業治療師
等專業人士查詢，以尋求最適合的協助方法。

失智智障人士可能出現的情況 改善方法
可參考以下頁數

記憶 忘記事情
重複問相同問題 11

專注力
不專心
做漏活動或工作的步驟
在活動或工作中途停下來

14

時間定向
忘記時間
生理時鐘混亂
日夜顛倒

17
地點空間定向 錯認地點空間

迷路 20
行為

拿錯別人的物品
遺失物品
胡亂放置物品

23

體能
體能下降
動作變得緩慢
容易疲倦

26

自理能力
自理能力下降
需要較多時間完成穿衣、進食等
需要較多協助完成洗澡、如廁等

29

情緒
易發脾氣
憂鬱、易哭
焦慮、不安

32

社交
溝通能力下降
想不起要說的詞語
詞不達意
減少與人交談

35



參考資料
Deb, S., Hare, M., Prior, L., & Bhaumik, S. (2007). Dementia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0, 440-444.

Li, R., Kwok, H., & Chui, E. (2013). Validation of the dementia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Chinese version (DSQIID-CV).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0 (2), 142.

Li, R. S. Y., Kwok, H. W. M., Deb, S., Chui, E. M. C., Chan, L. K., & Leung, D. P. K. (2015).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mentia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SQIID-CV).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9 (4), 385-395. 

McCarron, M., Reilly, E., & Dunne, P. (2013). Achieving quality environments for person centred 
dementia care. Irel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Watchman, K., Tuffrey-Wijne, I., & Quinn, S. (2016).《珍妮日記：如何與智能障礙者談論失智症的資源》
( 羅藝方、葉庭嘉譯 ). UK: Pavillion Publishing and Media Ltd. (2015).

「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研究工作小組 （2013）。《「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使用手冊》。
香港：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44 參考資料



作者 :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關注智障人士失智症工作小組
     (5/2016 - 9/2017)

小組召集人 :   李淑燕

小組成員（按筆劃順序）： 王介君（由 2016 年 12 月） 
     李建威（由 2016 年 9 月）
     陳仁歡（至 2016 年 9 月） 陳凱殷
     陳熙辰（至 2016 年 12 月） 陳榮達 
     梁敏潔 曾筱涵（由 2016 年 12 月） 
     黎婉珊 劉華珍 盧耀文

出版 :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督印人 :    袁漢林

攝影 :    盧耀文 陳榮達 李建威

設計 :    麥國偉  李建威

後期製作 :    李建威 郭宏峯

網址 :     http://www.tungwahcsd.org.hk/

ISBN No.    978-962-8039-54-8

出版日期 :    2018 年 3 月

承印 :    Living Stone Printing Co.Ltd. 

印刷數目：    1000 本

出版地點 :    香港







鳴謝
贊助: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顧問 : 郭偉明醫生  陳貴楊醫生
演員 : 馬家裕 徐頌聖 杜麗玲 盧志強
設計 : 麥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