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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前稱「香港老年痴呆症協會」)於1995年成立，
為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在港的唯一會員，是全港第一間專門提供認
知障礙症服務的非牟利機構。

本會致力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及照顧者提供專業及多元化治療活
動及服務。同時，提供不同程度的培訓和教育予專業人士、護老者及
社會大眾，加強他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並且關注大腦健康，以期達
致早檢測、早診治、早準備，抵禦大腦退化。近年，本會參考儒家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的概念，設計成現代化「六藝®」全
人多元智能健腦活動以預防及延緩大腦退化。

協會標誌的意義

心和手代表著能用心地去幫忙有需要人士； 
綠葉代表著長青的心態，勇於接受改變及創新， 
有前瞻的視野及策劃未來的能耐，不畏困難、勇往向前。

聯絡我們

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電話：(852) 2338 1120 
電郵：headoffice@hkada.org.hk 傳真：(852) 2338 0772

主席 陳章明教授

委員
杜偉強律師、周永新教授、
馬天競醫生、葉天養律師、
劉陳小寶教授、汪國成教授

當然委員
吳義銘醫生

執行委員會主席 吳義銘醫生

副主席(內務) 謝偉鴻先生

副主席(外務) 戴樂群醫生

義務司庫 尹錦滔先生

義務秘書 錢黃碧君女士

委員
王啟淞博士、佘達明醫生、 
陳肖齡女士、陳婉雯女士、 
陳恩賜先生、賴錦玉教授、 
譚鉅富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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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建華醫生、鄧穎嫻醫生、 
戴樂群醫生

總幹事
李雅儀女士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顧
問
督
導
委
員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教
育
及
出
版
委
員
會

03 協會Blog

04 認知障礙症時鐘加快  每3秒全球新增1位患者

05 認知無障礙社區　從教育起步

06 早檢測　早識別　把握治療黃金期

07 Memory Hunt尋找記憶

08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守護天使

12 前面的旅程　你準備好了嗎?



每年九月是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訂定的「世界認知障礙症月」，今年的主

題是「Remember Me請記得我」──　這句無論照顧者及認知障礙症患者

亦感受極深的說話。

今年的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已在8月底發布，認知障礙症的時鐘已加快了，

由2010年的每4秒全球新增1位患者加速至每3秒1位。我們正面對著患者人

數快速飆升的事實，無論對醫療或社區支援服務亦構成嚴峻考驗，必須透過

跨專業、跨界別、跨代、跨家庭的協作，創新服務和科研、提升能力，共同

應付認知障礙症這全球健康危機。

協會亦首次舉辦了「傑出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選舉」，並於九月進行了頒

獎禮。我們透過不同機構的提名認識了很多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縱然面

對被摯親逐步遺忘的傷痛，但仍長年悉心和盡力的照顧患病親人，他們的故

事有咬牙的堅毅、有樂天的衝勁、有平淡的幸福、有相守的珍惜，全都是不

求回報的愛，每個人的經歷也值得敬佩和學習。他們更再次提醒我們，社會

上有著很多默默耕耘的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他們每位也是認知障礙症患

者的守護天使，但他們並不是孤軍作戰，協會及深信相關的社區服務單位，

相當樂意為他們提供服務及資訊。

  

你，沒有被忘記，我們都記得你！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總幹事

李雅儀

「 世 界 認 知 障 礙 症 月 」
Remember Me 請 記 得 我

9月

photo / Calvin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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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時鐘加快  
每3秒全球新增1位患者
國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於8月底公布2015年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就認知障礙症對全球的影響，分析了

病發的趨勢，聯同不同地區的認知障礙症服務機構，呼籲各地政府改善認知障礙症的相關政策及提高

民眾意識。

2015全球認知障礙症報告

隨著人口迅速老化，本港認知障礙症患者將於26年間增加1.3倍，為患者而設的醫療和社區支援服務、

以至其家人的支援服務需求將大大增加，當中所需的資源，無論經濟及人力資源將承受重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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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無障礙社區　從教育起步

公眾教育有助提早識別病症， 
減低標籤效應

我們定期舉辦教育講座及社區展覽，讓公眾
掌握更多認知障礙症的正確資訊

 認知障礙症照顧策劃師課程學員分享:
「我每天接觸不同的病人，當中包括認
知障礙症患者，大眾也習慣把醫生定型
為被動提供藥物的角色，但除了照顧患
者的身體需要外，家人及社區的照料也
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們可主動與家屬講
解患者隨著病齡的增長，所需要的照顧
亦不同。如我們預先與家屬策劃將來需
要，有助減輕他們的不安及照顧壓力，
患者有更好的照料。」

~老人科專科醫生莊麗

學校教育培養未來服務人才

我們也沒有忽略年青人的參與，透過教育、
參觀、體驗活動，我們將認知障礙症帶入校
園，讓年輕人認識正確疾病資訊，期望日後
有機會投身認知障礙症服務行列，鞏固未來
服務人力，為未來作準備！

認知障礙症照顧策
劃師課程學員分享:
「除了基本的疾病
資訊外，我們其實
可以做得更多。課
程全面及深入的教
授如何為患者及照
顧 者 的 將 來 作 準

備，並強調不同的專業界別人士互相配合，如醫療
及法律等，讓我更有信心為患者作有質素的全方位
計劃，對患者及單位的服務發展也有裨益。」

~職業治療師袁兆江先生

每3位85歲以上長者便有1人確診認知障礙症，不難預料我們將來也可能加入照顧者的行列。國

際阿爾茲海默症協會主席Glenn Rees強調，現時最迫切的是消除認知障礙症的負面標籤，建構

認知友善社區/國家(dementia-friendly community/country)。

應付認知障礙症

裝備業界同工應付病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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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檢測  早識別　
把握治療黃金期

「午餐吃了嗎?」、「今晚煲了湯，記得回家吃飯
呀！」陳小姐每天也收到母親來電關心叮嚀。漸
漸地來電變得頻密，有時甚至每天十多次相同的
問題。陳小姐只好體諒母親獨自在家感到沉悶，
想和女兒多談話的心情。她放工回家，發覺飯桌
上又是三碟苦瓜煎蛋，其實雪櫃也放著相同的隔
夜餸，廚房也堆著當天新購買的苦瓜或雞蛋。雖
然是她最愛的菜式，但母親也不用煮那麼多吧?有
時，母親會在家中尋找東西，喃喃自語說：「明
明放在這兒，怎麼不見了? 」

陳小姐開始覺得母親記性轉差，常常要和她在家
中尋電話、尋錢包，但認為老人家記性差也沒辦
法，這種「苦瓜煎蛋」及「家中尋寶」的生活持
續了一年多。直至有一天，陳小姐下班回家只見
一室昏暗，常見的苦瓜煎蛋不見了，經常尋找的

手提電話卻安在家中。等至晚上十時也未見母親
回家，陳小姐才覺不尋常，立刻離家尋母，直至
凌晨也無所獲而報警求助。她奔走至隔天晚上，
才接到警察通知，立刻趕到上水警署接回一臉驚
徨的母親。那刻她才如夢初醒，驚覺母親其實早
已不一樣，連續來電不是想引起女兒關注；重覆
餸菜不是缺乏新意；尋東尋西也不只是老人家無
記性…

認知障礙症病發時，徵狀並不明顯，患者早期也
能生活如常，熟識的人和事也應付自如。大腦發
出的警號往往只是記憶力衰退，如家人以為記性
差只是正常老化而錯過了及早處理的機會，當患
者情況衰退至影響日常生活及情緒，甚至出現危
險時，或許已錯過治療黃金期，往往令家人後悔
莫及。

如懷疑患有認知障礙症，請儘快接受本會的早期認知檢測或諮詢醫生。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早期認知檢測查詢：2338 1120

應付認知障礙症06



世界認知障礙症月

Memory Hunt 尋找記憶
「Memory Hunt 尋找記憶」是本會舉辦的公眾教
育及籌款活動，以另一角度讓參加者體驗認知障
礙症患者失去記憶的懊惱和疑惑，加強社會人士
對病症的關注。活動9月5日於中區舉行，一眾參
加者展開了尋找記憶旅程。

走遍中環尋褪色記憶

今年有11隊來自公司、團體和個人組合的隊伍
參與。隊伍於三小時內，擔當一位模擬失去記憶
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到中區不同的歷史及特色
地點，包括遮打花園、皇后像廣場、大會堂、煤
氣燈、嘉咸街及百子里公園等，完成多項任務挑
戰，重塑失去的記憶。任務設計著重使用大腦不
同的認知功能，鼓勵學習新事物為大腦提昇認知
儲備，從而減少及延緩發病因素。

是次活動冠軍隊伍來衛材(香港)有限公司的Bing 
Bong表示：「活動的確花上心思，讓我們在尋找
記憶的過程中體會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心情。」

UCH PGS隊員潘佩璆醫生：「這已是聯合醫院
老人精神科第二次組隊參加這個有趣又有意義的
活動！Memory Hunt的任務殊不簡單，要手腦並
用，加上團隊配合，才能成功。」

賽果匯報

冠軍：衛材(香港)有限公司– Bing Bong
亞軍：聯合醫院老人精神科 – UCH PGS
季軍：衛材(香港)有限公司– Puzzle
感謝狀：

 EQS TodayIR – TodayIR Hong Kong Limited

 文化村 – Memento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李淇華中心家屬 – 精神醒目隊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義工  – Carer Support Team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義工 – Give Me 5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義工 – Love in GHL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 PowerMind

 曉光護老中心 – 曉光小隊

參加者進行不同任務，考驗專注力、手眼協調及記憶力等大腦功能

冠軍隊伍Bing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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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守護天使

認知障礙症是長期疾病，身邊人一般需走過逾五
年的照顧之路，除了要照顧患者的起居生活，也
要處理其行為及情緒問題，當中辛酸旁人難以想
像。藉著協會二十周年，我們沒有忘記家屬們
當初成立協會的初衷及期望，更感謝他們照顧患
病家人的堅持和愛護，令患者病情雖然不能痊癒
但得以延緩，生活質素得以維持，過著有尊嚴的
生活。我們特此舉辦「傑出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
者選舉」以表揚並鼓勵日夜勞心勞力的家庭照顧
者，也期望喚起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及對照
顧者的同理心，構建認知無障礙社區。

評審團從一眾參加者中選出入圍照顧者

今次共有15個社會服務單位，包括長者中心及院
舍等，提名了33位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我們
邀請了香港醫學會會長史泰祖醫生、衞生署助理
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李敏碧醫生、社會福
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科)彭潔玲女士、全港認
知障礙症照顧者聯盟主席張月琴女士及本會主席
吳義銘醫生作評審團。他們就著候選人與其患病
家人的關係及相處之道、對認知障礙症的了解及
面對病症的態度、所付出的心力及適應能力作評
審，最後選出了十大傑出家庭照顧者，並於當中
再選出五名接受「卓越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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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傑出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

吳燕芬女士　　 
提名人：仁濟醫院吳王依雯長者鄰舍中心戚少霞女士

李鳳琼女士*
提名人：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陳婉雯女士

梁鳳屏女士 　　
提名人：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聯盟張月琴女士

許綺文女士 　　
提名人：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李慧君女士

陳萃山先生*
提名人：救世軍竹園長者中心列國能先生

陳寶儀女士*
提名人：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李淇華中心鄧麗琪女士

陸婉兒女士　　
提名人：路德會黃鎮林伉儷復康護理中心陳樂恩女士

馮名生先生*
提名人：伸手助人協會滙豐銀行基金樂富護老院謝雪紅女士

劉倫富先生*
提名人：聖雅各福群會健智支援服務中心邱逸敏女士

謝嬋卿女士
提名人：中華便以利會恩慈長者鄰舍中心陳詠基先生

12 年的守護者 以行動實踐承諾

年過八十的陳萃山伯伯，他肩負照顧患認知障礙
症的妻子12年之久。伴侶因病無法如過往般溝
通，加上身體機能退化，照顧過程日漸艱辛。陳
伯曾覺得自己是單方面付出，甚感無助，甚至想
過放棄。但想到太太與他一起經歷了許多人生風
浪，為家庭日夜勞心勞力，作為丈夫不能因她患
病便離棄她，只要仍有力氣，仍堅持繼續親自照
顧太太。陳伯接受社工建議，安排太太到日間中
心接受服務，讓太太得到日間照顧之餘，自己亦
能爭取時間休息。陳伯細心實地考察區內多間日
間中心，為太太選擇最適合的中心。陳伯因想爭
取多些時間陪伴太太，只讓太太每星期3天到中
心接受服務。他積極學習照顧技巧，憑著「忍、
讚和鼓勵」，不遺餘力地為太太提供最好照料，
用行動實踐對伴侶的承諾。

「傑出認知障礙症家庭照顧者」典禮

我們已於9月5日舉行了「傑出認知障礙症家庭照
顧者」頒獎典禮，一眾參選人、得獎者、患者及
家庭成員及社福機構提名人一同出席，場面溫馨
熱鬧。其中四位卓越大獎得主更親身分享了他們
的照顧經驗及心路歷程，讓我們明白到每位照顧
者也是患者的守護天使，時刻貼身照顧，他們對
患病家人的愛除了不離不棄外，更令他們變得堅
強，每天樂觀迎接新挑戰。

*卓越大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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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廣告)

Certi�ed Dementia Care Planner (CDCP) Course

o�ered by
Institute of Alzheimer’s Education of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CDCP Course is a part-time 3-month course, which comprises 4 modules involving 60 hours of lecture and 20 hours of 
practicum, case discussion and continuous assessment. The maximum study period is one year. The course normally 
runs quarterly. Through these 80 hours of training, students will be equipped as Certi�ed Dementia Care Planners.

Course/module overview

Essentials for understanding dementia

Getting prepared: pre-diagnostic social cognitive assessment and caregiver needs appraisal

Car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counselling and caregiver support

Advance care management 

Module 1 

Module 2 

Module 3 

Module 4

Exit examination            For full CDCP Course participants Only

Course objectives
Up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athology,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classi�cations of dementia and updated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be familiar with di�erent roles of di�erent professionals and perform care planning i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be competent in assessment, care planning and case management process for dementia;

render support and advice to family caregivers in handling behavioral and psychosocial issues of clients with 
dementia; and

have good grasp of concepts and be able to guide the families through the advance care plan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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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旅程，
你準備好了嗎?

感謝陳鎮中醫生(老人科專科)提供資訊

很多人會認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沒有思維能力， 

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這病症最主要影響了一

個人的認知能力， 包括思考、判斷力等。 在這

裏，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探討；首先，根據精神

健康條例(Mental Health Ordinance)， 認知障

礙症患者是屬於精神上沒有自決能力(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的一群， 這從功能性的

角度(Functional Approach)來說是正確的。 但

是，在處理日常生活，甚至一些醫療決定時， 我

們可以採取另一類理論──狀態性的角度(Status 

Approach)。 這是就每件獨立事件作出評估，理

解患者能否在這單一問題上有自決能力，例如，

作內窺鏡檢查、輸血、 跟那一位家人同住等。 

就算是後期不能言語的患者，我們也能試從他的

表情或反應推斷他是否接受。所以，我們仍然應

我們經常聽到認知障礙症照顧者說：「這病最恐怖的地方是看著你熟悉的人一點一點消失，明明人在
你眼前，但他的靈魂已離去。」這正是認知障礙症與其他長期疾病不同的地方，縱然患者仍在眼前，
卻令照顧者感到陌生，印象和溝通也開始疏離，情感回應越來越薄弱，親人好像一早已離你而去。照
顧者如何正面面對?

該盡力了解患者的所需所想， 而不是簡單的為他
們作出所有決定，剝削了他們仍然有的選擇權。

到最後面對至親的離世，家人感到哀傷是人之常

情。對於照顧患上認知障礙症的家人來說，因為

這病症的獨特性，包括其相對緩慢及漸進的病情

進展，以及患者逐步喪失意識及自我，哀悼過程

也變得複雜。例如在病程中後期， 由於患者逐

漸失去個性及記憶，照顧者會覺得雖然患者仍健

在，但已跟陌生人無異，於是會出現預期性哀傷

(Anticipatory Grief)。 若果同時間，患者出現令

人困擾的行為及心理問題，照顧者的精神負擔便

會大大加重。要協助他們面對，除了家人的支持

鼓勵、服務單位及醫護人員的介入外，個人心態

的預備也是很重要的。在這裏有兩點可跟大家分

享。首先，成為照顧者只是你新增的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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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的分享，發揮著重要的支援作用。

個案分享

90多歲的芳婆婆是後期認知障礙症患者，已
失去語言表達能力，也不能接收資訊，身體
退化至需長期臥床，連坐著也需儀器扶助，
只是雙手長期不由自主地做着「求神」般的
重覆動作。「我覺得她仍記得我，我每次摸
著她的手時，她也會望著我，我相信她只是
身體上不能反應。」麗珍每天探望母親時，
也不會喚她「母親」，而是喚她的全名，她
希望母親對自己的名字有意識，縱然甚麼也
忘記，至少也記著自己的名字。雖然知道母
親的病症不會痊癒，但麗珍以平常心和愛面
對一切，希望令母親每天也過得舒適開懷。

母親後期因尿道炎入院個多月，出院後的她
精神狀態變得更差，經常整天昏睡，身體也
插著排尿用的喉管、餵食用的鼻胃管，還有
因長期卧床而引致的褥瘡，這時才令麗珍心
痛落淚，她記得母親最喜歡吃東西，在吃東
西時她最能開懷大笑。現在卻要以胃喉維
生，她十分責怪自己沒有好好照顧母親，讓
她失去進食的能力，她經常撫著母親的胃喉
落淚，故麗珍主動請求醫生讓她嘗試讓母親
進食。憑著女兒的堅持、醫生和職業治療師
的協助下，三個月後母親終於可以拔掉鼻胃
管，慢慢輕嚐食物的味道。雖然母親已步入
後期，但女兒知道母親可再次進食也喜極而
泣。

麗 珍 難 忘 母 親 最 後 留 給 她 一 句 「 龍 馬 精
神」，她相信母親是希望她身體健康，縱然
她人已不在，但仍會在她身邊照顧她、守護
她。她不恐懼母親的離去，更慶幸可以陪伴
母親安詳的走完人生路，祝福母親已真正離
開疾病。

而你本來的身分是患者親密的丈夫、太太或子

女，是患者最親密的家人或伴侶；另外，就是現

在患者的表現，包括他的擾攘行為或是說了些傷

人的說話，是全因為病症所引起而非故意跟你作

對。能夠經常提醒自己這兩點，有助在照顧路途

上減少負面情緒的出現，及更能積極找出正面意

義支持下去。

縱然照顧路不易走，心理或生理也承受沉重壓

力，但患者的家人不要孤軍作戰，無論協會或相

關的社區服務單位，亦相當樂意為他們提供服務

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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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支票或銀行入賬存根寄回「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簡便回郵58號(KCY)   教育及籌款部」(免貼郵票)或傳真至2815 8408，
以便開發捐款收據作減稅用途。(稅務局檔案編號:91/4488) Please send this form to “Education and Fundraising Department,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Freepost 58 (KCY)” (no stamp required) or fax to 2815 8408 for donation receipt (tax deductible). 
(Inland Revenue file No. 91/7770)

□ 請寄回收據。如收據抬頭非捐款人，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end me a receipt. If the recipient’s name differs from the donor,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為節省行政支出，本人不需收據。To save administration cost, please do not send me the receipt.

□ 先生Mr.     □ 女士Ms 　  □ 小朋友Child 

中文姓名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Fa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者資料 Donor information

現時全球每3 秒便有1 人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而本港每3名85 歲以上長者便有1名患者。他們會慢慢忘記身邊至親，失去自我照
顧能力，為他們提供24小時照顧的家人，更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您的慷慨捐助，可讓我們為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專門、專業、創
新的服務，透過多元智能健腦活動及訓練，為認知作儲備，抵禦大腦退化，達至早檢測、早診治、早準備! 讓我們攜手面對認知
障礙症，用愛為他們留住記憶、留住笑容!

1 every case in every 3 seconds is diagnos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worldwide, and 1 in every 3 local seniors over 85 years of 
age suffered from the disease. People with dementia may gradually losing memory of his/her loved ones and daily function 
ability. Taking case of a person with dementia is a 24-hour and stressful task for caregivers. Your generous donation will allow us 
to provide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dementia care service to people with dementia and their caregiver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eople with dementia to have Early Detection, Early Treatment and Early Planning, we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holistic brain health trainings that can delay deterioration by building up cognitive reserve. Let’s work together and help people 
with dementia to restore their memories and smiles with love!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你的個人資料只供本會與你通訊，作寄發捐款收據、籌募、接收本會服務推廣及教育資訊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將妥善儲存及絕對保密。你可隨時致電2815 
8400要求本會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若你不同意收到上述資訊，請在下列方格加上”    “號。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you with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HKADA) donation receipt, donation related contact, fundraising, pro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kept securely and strictly confidential. You may request HKADA to stop using your personal data for any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urpose by contact us at 2815 8400. 
Should you find the above mentioned utiliza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not acceptable, please indicate your objection by “     “ in the below box(es) before signing.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寄發捐款收據。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donation receipt.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籌款通訊之用。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donation contact and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本人不同意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發送該會服務推廣及教育資訊之用。
I object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 receiving HKADA’s pro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簽名Signature：＿＿＿＿＿＿＿＿＿＿   

日期 Date：＿＿＿＿＿＿＿＿＿＿___

□ 支票 By Cheque
   抬頭：「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 直接存入 Direct Pay-in to the Bank Account
     □滙豐銀行 HSBC #809-352867-001 □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301-0-010267-8

□ 信用卡 By Credit Card 
□每月捐款 Monthly Donation Programme □單次捐款 One-off Donation
□Visa       □Master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Card Expiry Date : (月MM)  ＿＿＿  /  (年YY)  ＿＿＿      持卡人簽署 Card Hold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 HK$1,000 　　　□ HK$500　　　□ HK$300　　　  □ HK$100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

本人樂意捐款支持 I would like to donate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We need your support!

(如捐款者資料與背頁郵寄標籤相同，只需填上聯絡電話便可 Only contact Tel is needed 
if the donor information is same with the mailing label shown at back cover page.）

(贊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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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業樓地下 電話：(852) 2338 1120 
電郵：headoffice@hkada.org.hk 傳真：(852) 2338 0772

為了節省成本及支持環保，歡迎大家選擇接收電子版「集智」。請把收件者姓名、原有郵寄地址及將來接收資訊的電郵地址傳送
至headoffice@hkada.org.hk ，以便本會於「集智」出版時，發出通知並送上電子版本的網頁連結檔供閣下閱覽。感謝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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