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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病房」考準治療師應變力

 
不只運動員受傷後才需要物理治

幫「病人」抽痰引導呼吸 理大奪國家級教學成果獎

療師，不少手術後的病人，也需要
物理治療師在病床旁邊協助抽痰、
翻身、引導呼吸，除了維持心肺功
能正常運作外，更可以預防胸部併

堂，模擬真實病房的高壓情況，訓

並透過單面玻璃觀察同學的操作，更可以錄
影整個過程，供師生進行課堂討論。
「模擬病房」訓練常見於醫學院課程，魏
佩菁卻創新地將模擬病房引入康復治療教
室，讓一眾準治療師進行更有系統的培訓提
升水平。

練學生的臨床應變能力。該教學方

「我反而希望學生做錯」

案早前更獲國家教育部頒發「高等

她表示，模擬病房能提供一個高壓、安全
的環境，讓學生進行臨床訓練。病人模型可
以因應情況模仿患者的咳痰、氣喘等聲音，
同時教師可以按需要調校心電圖，從而訓練
學生的臨床思維和應變能力。
「在模擬病房裡面，我反而希望學生有做
錯的地方。」魏佩菁指出，學生在真實病房
裡會因為緊張而忽略病人微細的變化，例如
精神散渙、集中度下降，模擬情境正好可以
提醒他們應該注意的地方。

發症。鑑於香港缺乏心肺物理治療
師的臨床模擬訓練，理工大學康復
治療科學系將「模擬病房」引入課

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以肯定其在教學方面的革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嗶！」心電圖檢測儀的跳動顯示
「嗶着床上病人的身體狀況，呼吸聲隨

着假人胸腔一起一伏，儼如處身於一所真
實的病房。理大獲獎的「善用科技、改革
課堂－培養優秀物理治療專才的創新與實
踐」教學項目，由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
魏佩菁負責。
校方透過斥資逾百萬港元設立兩間模擬病
房，由教師於控制室調節「病人」的狀況，

網上先備課 測試自學成果
整套教學法於2013年設計，並於同年底開
始試行。課堂會以四五人的小組形式進行，讓
每個學生都能夠實際操作。為了騰出更多的

▲教師可以在控制室調節「病人」的狀況，並透過
單面玻璃觀察同學的操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魏佩菁指模擬病房能提供高壓、安全的環境，讓
學生進行臨床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魏佩菁實行「翻轉課
堂」方式，學生需要課前預先在網上進行學
習，並在模擬病房裡測試學生課前自學成果。
為了讓學生從「被動學習者」轉變為「主

動的課件製作者」，魏佩菁又鼓勵學生從海外
交流經驗中，總結文化共融、語言溝通及團隊
合作等要素，自行製作多媒體學習單元。
魏佩菁表示，教學需要與時並進，將來會

近年在社交平台不時會
見到尋人帖子，當中不少
;
失蹤者是患有認知障礙症
6
的長者，早前臨床心理學
家鄒凱詩就成功發帖尋回
伯父。事實上，本港人口老化，現時已有逾 10
萬人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預計 2039 年會多達
33 萬人，故社區對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援非常
重要。
有長者服務機構就率先從屋邨推行全方位計
劃，舉辦地區導賞團活動，由患有輕度認知障
礙症的長者作導賞員，提升他們的記憶力；同
時亦透過民、商、官的合作，建立充滿愛的認
知友善社區，及早識別患者加以援助。
認知障礙症是因腦部功能衰退令記憶力及認
知功能逐漸消失，隨着本港人口老化，認知障
礙症患者人數有增加趨勢，根據醫管局資料，
2014 年於局方接受治療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共
61,700 人，但到 2016 年時已上升至 67,300 人，
增幅約9%。

屋邨全方位合作助識別患者
「喺香港，每 10 個 70 歲或以上長者，就有 1
個患有認知障礙症；每 3 個 85 歲以上長者就有
1 個有呢個問題。」香港仔坊會安老服務高級
經理許少燕表示，有研究指本港被確診患有認
知障礙症的患者已逾 10 萬名，預計 2039 年會
增至33萬名。
她稱，由於認知障礙症在社區愈趨普遍，香
港仔坊會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由 2016 年起於港
島南區華富邨推行「『智．愛同行』長者及護
老者支援計劃，為有輕度認知障礙長者提供一

系列支援服務，其中「尋幽探秘導賞團」便重
新訓練長者的腦筋，令他們從中獲得成功感。
「以前未有巴士，我哋出去買嘢要坐貨車
仔，車費 3 毫子。」記者日前隨「尋幽探秘導
賞團」出發，該導賞團由 9 位患有輕度認知障
礙症的長者擔任導賞員及領隊，向來自各區的
數十名「團友」，細說華富邨及瀑布灣歷史。
華富邨第一代居民、86 歲的長者導賞員趙香
愛表示，她於七八年前發現患上輕度認知障礙
症，曾試過忘記帶鑰匙出門，後到中心參與該
計劃，並受訓成為長者導賞員。她稱自參加計
劃後，記憶力有明顯改善。
另一導賞員陸金葵笑說：「最初社工話我可
以參加呢個計劃，參加咗之後，個人真係叻
咗。」另一長者導賞員周森亦稱，參與計劃後
令社交圈子擴闊，心境較從前開朗。
除舉辦探秘活動外，「智．愛同行」計劃亦
提供多項支援服務，以紓緩患者家屬壓力及在
社區推廣教育活動。
許少燕指為營造友善社區，中心與華富邨內
43 個團體合作，如與冰室合作推出「至醒茶
餐」，邀請長者享用茶餐及順道做腦部問答測
試，找出有潛在認知障礙問題的長者。
同時，參與商戶當發現有長者出現異樣時，
會提供適切協助，並會在店外貼上標誌以作識
別。許指，中心同時亦設有長者日間照顧服
務，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屬提供暫時性服務。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則表示，政府在 2018-19
年度額外增撥約 2 億多元的經常開支，以及約
820 萬元的非經常開支以加強對認知障礙症長
者及其照顧者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導賞員趙香愛（左二）表示，參加計劃後記憶力有明顯改善。

大學學位對職業薪金影響大

■華富邨保安員響應計劃，為有需要的老友記提供服務。

打牌食魚可「練腦」
隨着本港人口老化，老人科專科醫生佘
達明稱，近年向他求診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生 人數較 10 年前上升兩成，當中五六成患
者由血管阻塞引致。他指出，認知障礙症
意 是一種綜合症狀，最常見的有阿茲海默
症（Alzheimer's Disease）及血管性認知
見 障礙症（Vascular Dementia）；而飲酒過
多及缺少維他命B12等亦可導致認知障礙症。
佘指，坊間有數十個問答測試可初步鑒定長
者是否患上認知障礙症及其程度，而「簡短智
能 測 驗 」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是香港醫療機構最常用的一個，惟此
測試題目相對簡單，若患者屬專業人士則未必
適用。他指，要在此測試中取得 24 分以上才算

醫

■許少燕表示「尋幽探秘導賞
團」可訓練長者腦筋。

■領隊之一的周秀儀婆婆雖年
屆八十，仍寶刀未老。

MMSE 測試所得分數與程度比對
■佘達明指地中海餐有助預防認知障礙症。

測試分數

認知障礙症程度

合格（見右表）。
對於現時未有藥物能治癒此症，佘指長者可
「多元智能」發展，包括打麻將、玩橋牌及多
做運動等，這些均有助延遲腦部功能衰退，並
建議進食地中海餐，因魚類、乾果等食材可提
升高密度膽固醇（HDL），對腦退化有幫助。

24分以上

合格

17-24分

輕度

10-17分

中度

10分以下

嚴重
■資料來源：老人科專科醫生佘達明

政府支援認知障礙症長者措施

學者伯父曾走失 倡善用科技「尋親」
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的失蹤個案屢見不鮮， 月至10月，警方接獲涉及60歲或以上失蹤人士
早前在網上發帖尋找伯父的臨床心理學家鄒凱 的報案數字有 787 宗。發言人指，警方接獲失
詩表示，她發現伯父走失時，心急如焚，家人 蹤案件，會根據線報派員到事主的居所及常去
的地方進行搜索，並聯絡親友及認
除了報警外，同時亦拜託親友尋
識事主的人，以獲得更多線索。
人。鄒說：「隨失蹤時間愈耐，我
社 署 發 言 人 則 稱 ， 在 2016 至
哋就愈擔心，會諗伯父身體狀況
2018 年該署接獲安老院涉及住客
點，又擔心搵唔返。」幸好最終伯
走失的案件數目分別有 81 宗、113
父被尋回。
宗及 77 宗。發言人提醒，安老院
鄒認為，要避免患者走失，家屬
需遵照《安老院實務守則》程序
應對患者多加留意，同時善用科
及指引，包括加強員工照顧認知
技，如利用全球定位系統，以追蹤
障礙症長者的技巧、安裝預防認
患者去向。
■鄒凱詩
知障礙症長者遊走的設施等。
此外，警方發言人表示，去年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本
港大學學位「爭崩頭」，對於無法順
利升學的年輕人而言，大多會選擇投
入職場。社聯近日發佈一項研究，發
現大學學位仍然是年輕成人就業流動
的重要因素，影響年輕成人從事的職
業，以及日後的薪金。
社聯建議政府擴展免入息審查資助
計劃至兼讀課程，為有意進修的在職
青年減輕負擔。
社聯發佈的這項研究，採用 2016
年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關注 20 歲
至 29 歲就業 人 口 及 失 業 人 口 的 現
況。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表示，有
大學學位者從事經理行政及專業人
員的職業，以及賺取較高月入工作的
比率，遠超其他組群。
他續指，隨着工齡增加，雖然擁有
不同教育程度者從事經理、行政人員
或專業人員的機會相對增加，但從事
該職位的機會仍是高度集中於大學學
歷的年輕成人。

社聯倡免審貸款納兼讀課程

認知障礙老友記 帶導賞團
「醒腦」

按社會與學生的需要，設計合適的教學法，
提升學習效能；她並期望，未來能將這套教
學法推廣至其他學科，甚至院校，合作培訓
更優秀的醫療人員。

■於全港長者鄰舍中心增加社工，以及早發現懷疑個案、加
強對患病長者及照顧者的支援和加強公眾教育

工資方面，教育程度愈高，工資亦
愈高，而且差距甚大。2016年大學或
以上組別的年輕人，高達四成月入逾
2 萬元，其餘教育程度的只佔 7%至
16%。黃健偉說，大學學位仍然是年
輕成人就業流動的重要因素，對年輕
成人從事的職業以及薪金都有十分重
要的影響。
就此，不少年輕人踏入職場後，仍花光積蓄
及時間換取一張「沙紙」。28 歲的阿晴（化
名），目前任職與樓宇自動控制系統相關的技
工工作。為了有更好的前景，她 4 年前決定兼
讀與工程相關的高級文憑，今年即將畢業。
她說，自己畢業後曾任職文員、銷售員等，
月入僅 7 千至 1 萬元，在看不到前景下，她經
朋友介紹任職與工程相關的文職工作，並產生
興趣，希望長遠發展。
可是，由於自己只有中五學歷，不論工資、
前景亦較其他同事差，故決心利用積蓄及薪
水，節衣縮食修讀高級文憑，「我現時月入
1.5 萬，而學費是 4 萬元一年，只是恰好足
夠。」她續說，若希望取得工程師牌，大學學
位是必要的門檻，意味她需要再兼讀 3 年的大
學課程。
她坦言，雖然很想讀下去，但至今仍在考慮
當中，「大學課程的學費是 8 萬元一年，我已
經無力負擔，相信需要家人的幫忙。二十多萬
應該置業還是升學？很多考慮。」
社聯建議，把「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的資助
範圍，擴展至兼讀課程，並改善現時的資助
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減低年輕成人的學
費負擔。
同時，社聯認為政府可以鼓勵院校開設兼讀
制課程，並透過向大學提供補助，增加取錄成
年學生的學額，提升本港勞動質素。

■將「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常規化，並將之推廣至全港 41間
長者地區中心
■加強為長者中心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員工提供相關培訓
■為全港所有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增撥活動經費，
以作教育用途
■由 2018 年 9 月起開展為期 3 年的「全城『認知無障礙』大
行動」公眾教育活動
■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每名合資格護老者每
月可有 2,400 元；如同時照顧超過一名長者，則每月可有
4,800元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社聯發表在職年輕人就業流動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