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愛基金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終期成效檢討報告 

 
 
目的 
   

本文件載述關愛基金（基金）資助項目「智友醫社同行
計劃」的終期成效檢討報告結果。 

 
 

背景 
 
2. 扶貧委員會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會議上通過基金撥款
9,888 萬元，由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聯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和社會福利署（社署），推出一項為期兩年、名為「智友醫社同行」

的先導計劃，以「醫社合作」模式，透過四個醫管局聯網及 20 間
長者地區中心1的參與，在社區裏為患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的

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先導計劃由 2017 年 2 月起至 2019
年 1 月止。 
 
3. 推行先導計劃的目的除了希望試行「醫社合作」服務模

式和加強認知障礙症的社區支援服務外，亦希望能透過先導計劃
的服務提升長者地區中心人員處理認知障礙症的能力，加強長者

地區中心服務的護理元素，以及增加資訊科技的應用。 
 
4. 先導計劃的服務對象為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並： 
 

(a) 經醫管局老人科或老人精神科團隊轉介確診患有輕
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或 

(b) 懷疑出現早期認知障礙症徵狀的長者地區中心會

員。 

                                           
1 四個醫管局聯網包括港島東、九龍東、新界東和新界西聯網，以及 20 間分別位於沙田、大埔、將軍澳、

觀塘、東區、灣仔、屯門及元朗區的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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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目標服務人數為2 000人。截至2019年1月31日，先導

計劃已為2 065名長者提供支援服務，基金已發放的有關津貼及行

政開支分別約8,325萬元及378萬元。 
 
5. 為避免長者經歷繁複的甄別和經濟審查程序，從而鼓勵
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參與，在參與計劃時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或「普通長者生活津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普通/高額長津」），或是獲公立醫院或診所醫療費用減免的長
者2（「醫療費用減免」），即可免費受惠於此為期兩年的先導計劃

所提供的服務。而非領取「綜援」或「普通/高額長津」，或非受

惠於「醫療費用減免」的長者在繳付 250 元的月費後，也可參與
先導計劃，參加長者地區中心在該月份安排的支援服務和相關活

動。 
 
 
成效檢討 
 
6. 食衞局委託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香港大學）為

先導計劃進行成效檢討，目的是為「醫社合作」的過程提供資料

數據，以期為優化服務模式及未來路向提出建議。食衞局已於 2018
年 6 月分別向基金專責小組和扶貧委員會滙報先導計劃的中期成

效檢討結果。 
 
7. 香港大學採用混合方法進行評估研究，包括質性研

究 （焦點小組及個人訪談） 和量性研究（使用服務及行政數據的

前瞻性自然跟進研究）。 
 

8. 在質性研究方面，香港大學在先導計劃開始時 （基線）

進行個人訪談及焦點小組，並在計劃開始的一年後 （跟進） 重覆
以上過程。基線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究潛在的機制影響和背景因素，

以及找出在推行先導計劃時能預計到的實際挑戰和機會。跟進研

究的目的是要整合在推行過程中學習到的經驗及持份者對於日後

                                           
2 不包括獲一次性「醫療費用減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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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行的意見。 
 

9. 香港大學於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間進行了 20
個焦點小組及 16 個個人訪談。基線及跟進質性研究各有共 59 人

及 67 人參與。全部 20 間長者地區中心和醫管局轄下的四個聯網
均有派出代表參加服務提供者的焦點小組或訪談。家庭照顧者來

自覆蓋全部四個醫管局聯網的長者地區中心。 
 
10. 在量性研究方面，香港大學於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間，於 20 間長者地區中心收集了參與先導計劃的認知障礙症

患者及照顧者的數據。這些數據包括 1 385 名先導計劃參加者進
入服務時的評估數據，以及當中完成服務和六個月後跟進評估的

參加者數據。 
 
 
觀察結果 
 
（一） 醫社合作 
 
11. 質性研究結果反映，前線醫療和社會服務提供者的合
作，在計劃試行的一年多出現了演變。基線研究中有關協作層面

的困難及挑戰，於一年後跟進時大多已得到解決，醫社界別的服

務提供者的意見均顯示互相理解及欣賞，並表示先導計劃帶來的
工作滿足感。 
 
（二） 能力建立 
 
12. 就能力建立而言，服務提供者認為在合作過程中，來自

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之間的互相學習，為他們的工作增添了具價
值的元素。縱然不同服務單位在能力建立的步伐和對提供認知障

礙症社區服務的準備程度不盡相同，但在先導計劃結束時，所有

長者地區中心均能達到或超越目標服務人數。 
 
（三） 參加者功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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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自然功能退減速度方面的觀察，參加了先導計劃的認
知障礙症患者的功能水平維持平穩。出席了所有服務節數，以及

於基線時認知障礙症屬輕度的患者，功能水平下降的速度相對較

慢。於整個觀察期間，即使患者的功能持續減退或症狀日益嚴重，
患者與照顧者的生活質素仍維持不變。 
 
（四） 照顧者負擔 
 
14. 九成照顧者認為先導計劃的服務質素良好或卓越。在整

個觀察期間，照顧者負擔有顯著的改善。透過計劃對認知障礙症
患者的良好影響，以及照顧者在患者參與小組訓練活動期間獲得

喘息機會，照顧者的壓力得以紓緩。然而，由患者完成服務至六

個月後跟進期間，照顧者的困擾程度則上升。照顧者期望得到持
續的服務。 
 
（五） 居家安老意向 
 
15. 照顧者表示有需要以同一模式及地點獲得持續服務。對

於繼續接受長者地區中心其他恆常服務（例如食堂、運動小組等）
的先導計劃參加者，其照顧者對患者居家安老的可能性評價較高，

反映恆常社區支援服務有助提升照顧者對患者能居家安老的信

心。 
 

（六） 社會融合潛力 
 
16. 質性研究結果顯示，在長者地區中心推行先導計劃尚未

促成社會融合，亦未完全排除部分會員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歧視。

由於先導計劃在長者地區中心推行，若長者在完成計劃的服務後，
繼續在中心參與一些對認知能力要求較低的活動（如運動小組），

有望可增加和一般會員融合的機會。長遠而言，若能配合公眾教

育推廣、合適活動設計和經驗員工帶領，計劃的後續服務有助推
廣社會融合和認知友善社區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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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服務需求 
 
17. 在先導計劃期間，絕大部份的參加者均經由醫管局轉介

進入服務。長者地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認為醫生的參與屬必要。

在支援非醫管局個案時，長者地區中心受限於缺乏醫療方面的意
見，以及對社會服務人員較高的專業技巧要求。 
 
18. 參加者表示服務結束後有持續服務的需要，反映服務使
用者對服務的滿意程度高，因此可預期長遠的服務需求將會上升。

當「智友醫社同行計劃」的服務發展至一個成熟的階段，並能成

為持續照顧分層服務下的其中一環，可望「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所提供的早期社區支援終可抵銷或減少對其他服務的需求（例如

因跌倒而入院、過早入住院舍等）。 
 
 
結論和建議 
 
19. 總括而言，先導計劃成功發展了一個「醫社合作」的服

務模式，並提升了非政府機構人員為患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

的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社區支援的能力。從先導計劃中可觀察到
對認知障礙患者及照顧者的益處，而服務提供者亦從先導計劃中

汲取了經驗，學會一些能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獲益的服務

結構與程序。在這些基礎之上，香港大學認為長遠可考慮下述的
策略，以進一步加強服務的影響力。 
 
（一） 擴展服務覆蓋 

 
20. 要在維持服務質素的前提下擴展服務覆蓋，香港大學認

同於 2019 年 1 月先導計劃完結後，將服務擴展至醫管局七個聯網
及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並建議為較長遠的服務發展，可考慮擴大

受惠人士數目及服務覆蓋，例如逐步增加支援非醫管局個案及擴

展個案來源等。為此，政府在先導計劃完結後，已把計劃納入政
府恆常資助，並將在 2019 年 5 月將服務推展至七個醫管局聯網和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食衞局領導的「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專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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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計劃專責小組）會繼續檢視計劃恆常化後的運作，以期探討

進一步擴展服務覆蓋的可行性。 
 
（二） 提升服務成效和成本效益 
 
21. 為提升服務成效和成本效益，香港大學建議可考慮因應

服務的需求和供應，在有需要時按個案的需要考慮進入服務的優

先次序；訂立一個以照顧者負擔作結果指標的質素保證機制作衡
量基準；在長者地區中心保留相等於 2.5 名全職專業職系人員的

跨專業團隊，以及由機構（例如運用計劃下的「其他費用」）安排

相等於 1 名全職支援人員；確保固定場地和合適的小組節數；以
及透過確保地點鄰近，或提供交通及接送服務，以鼓勵出席。由

於為先導計劃提供服務的核心專業人員沒有包括醫生，建議未來

的服務可參考醫生對服務的投放。 
 
22. 參考先導計劃的實際運作經驗，食衞局在服務恆常化後

已檢討並更新計劃的運作指引，包括就個案的不同需要和情況考
慮提供服務的優次和時數、保留照顧者負擔的相關評估工具、釐

訂交通及接送服務的安排等。長者地區中心和醫管局聯網亦分別

獲額外經常撥款加強人手和服務。食衞局會透過計劃專責小組繼
續檢視計劃的運作，包括專業人員的投放和服務的需要。 
 
（三） 確保各單位的服務標準成效和質素 
 
23. 為確保整個支援服務的標準成效和質素，食衞局根據香

港大學的建議，在計劃下新增合適的評估工具，以更了解參加者
的狀況及轉變。服務提供者亦會繼續透過現行機制，由醫社兩個

業界共同檢視評估結果和商討護理方案以確保服務標準。此外，

食衞局認同香港大學建議以日常服務數據和結果數據，為未來服
務質素和服務規劃作考量。就報告中建議長遠可考慮將一些合適

的循證介入法納入為標準服務，食衞局會透過計劃專責小組適時

檢視相關建議的可行性。 
 
 



 

7 
 

（四） 提升照顧者生活質素和居家安老意向的長遠影響 
 
24. 為加強計劃服務對照顧者生活質素和居家安老意向的

長遠影響，香港大學建議患者在確診認知障礙症後應盡早進入服

務；為照顧者配備應對技巧和聯繫社區資源，以提高照顧者的自
我效能及對認知障礙症行為及心理症狀的處理能力；以及在同一

服務單位提供持續和低認知能力要求的後續服務。配合這些建議，

計劃在恆常化後將能更適時為合適的個案提供支援服務，而長者
地區中心亦鼓勵長者在完成計劃的服務後，繼續在中心參加其他

合適的活動。 
 
（五） 加強建立認知友善社區的長遠影響 
 
25. 透過計劃服務帶來的社會融合潛力，香港大學建議可裝
備長者地區服務中心員工對反歧視工作的認識和技巧，並提供資

源在社區的長者服務中推廣有關認知障礙症的社會融合。其他策

略如邀請長者地區中心的健康長者會員成為義工、宣傳長者地區
中心在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中的角色和功能，以及推出宣傳活動

提高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社署於 2018 年 9 月開展的「全城

『認知無障礙』大行動」正好配合上述建議，在社區上加強認知
障礙症相關的公眾教育和推廣，以加強市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及關注，從而建立一個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友善的社區。 
 
（六） 加強服務反應力的長遠影響 
 
26. 為提高計劃對服務反應力(responsiveness)的長遠影響，
政府會探討香港大學的建議，利用長者地區中心於社區中的角色，

長遠推廣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以及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

心在提供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的協作空間的可行性。 
 
（七） 加強服務可持續性的長遠影響 
 
27. 長遠而言，為加強服務的可持續性，香港大學建議可在

未來探討促進非醫管局轉介途徑下醫生參與的策略；參考其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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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試驗計劃中一些成功測試的策略；探討融合「智友醫社同

行計劃」服務在長期照顧服務系統下的機制；考慮把計劃中存備
的日常數據與其他現有的服務使用數據庫連接，並在合適情況下，

探討整合或精簡在不同服務下使用的評估工具的可行性。在有需

要時，政府可考慮另外進行一個獨立研究，以檢視服務的一致性、
建立服務路線圖和操作手冊，以期制定可確保服務反應力、成效、

和可持續性的認知障礙症服務政策。政府在考慮長遠的服務發展

時會參考相關建議。 
 
 
跟進工作 

 
28. 先導計劃已於 2019 年 1 月 31 日結束。根據 2017 年 10
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政府已於 2019 年 2 月起把「智友醫社同
行計劃」納入政府恆常資助，並將在 2019 年 5 月把服務推展至全

港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可被視為一條跨越

輕、中、嚴重程度認知障礙症照顧路徑的成功起點。政府會參考
成效檢討報告的建議及其可行性，並繼續透過計劃專責小組檢視

實際運作，以期讓「智友醫社同行計劃」的服務更趨完善。 
 
 
 
 
食物及衞生局 
2019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