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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某天，涼風輕滲衣襟，夏天偷去無聲。

這日，尖東百週年紀念公園築起舞台，鮮有在大白天出席公開活動的徐小鳳精神抖擻現身台上，
一襲青翠輕裝，風采依然，並未準備與同台的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演繹應景的《風的季節》，她
反而和校長雙雙當上賽馬會耆智園 「腦動全城」 計劃的榮譽大使，在台上輕鬆親切地向市民宣傳
關注腦退化症訊息。

本想大呼出人意表，但想真點，其實是喜出望外──就像小鳳姐那一身清新嫩綠，叫人驚喜。

人口老化 問題逼切
同樣令人驚喜的是小鳳姐對腦退化問題的衷心關注。

身為活動榮譽大使，她明白隨著香港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將

日益嚴重，實在不容忽視。據統計，現時本港約有 10萬名長者

患有腦退化症；估計至2036年，患者的數目會多達22萬人。她

表示說不定你我身旁也有一位需要我們關心的長輩，可是關愛

說話不是每次都可適時宣之於口，關愛的行動也未必每次可及

時作出。

她告訴我們一個親身經歷。 「記得有次，有位附近常見的看更
伯伯不知何故坐在路邊，我開車路過，本可以當沒看見駛過便

算，但回心一想還是絞下車窗問問他可是不適。幸好他答沒事，

只是累了坐坐歇歇，而我當下也放下心頭大石，安心了。整天的

心情亦因這一句簡單的問候變得愉快舒暢。」 對了，就是這麼簡
單，一個觀察，一句慰問，隨時可救人一命，古道熱腸的她如是

說。

毋忘關懷 化想為動
抱著同一份同理心，為了喚醒大眾對腦退化症的

關注，賽馬會耆智園舉辦了 「腦動全城」 計劃，
希望藉此鼓勵各行各業的前線員工如保安

員、銀行職員、醫護人員及司機等，從一系

列教育及推廣活動中，了解腦退化症的特徵

及患者的需要，提供適時協助。活動饒有意

義，不獨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支持，小鳳

姐二話不說就應允擔當榮譽大使，身體力行，把活動口號 「毋忘
關懷，化想為動」 掛在口邊。

小鳳姐在活動啟動禮上玩了兩個記憶遊戲，讓她親身感受腦退

化症患者日常生活的不便及心路歷程，其後又參觀了賽馬會耆智

園，進一步加深對患者的了解，這些都強化了她積極參與的決

心： 「我日後將會更關愛腦退化症患者，多了解這個病，亦希望
各界人士多給予支持，主動踏出關愛一步， 『化想為動』 ，為腦
退化症患者提供一個關懷友善的環境。」

小鳳姐當然希望她的歌迷朋友也能分享她這份愛

心，多關懷身邊的長者或可能出現腦退化病症的

親朋，不論年齡，一旦發現對方有需要立刻提

供協助。不過心細如塵的她也提醒大眾關懷

長者時要格外敏感留神，以免過猶不及，令

患者尷尬或不悅。

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陳載英(左一)聯同賽馬會耆智園總監郭志銳教授
(右一)及活動榮譽大使 —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右二)和著名
藝人徐小鳳(左二)出席 「腦動全城」 啟動禮，各嘉賓手持毋忘我花，寓
意關注腦退化者。

小鳳姐在活動上玩劃分雜豆遊戲，考驗一
下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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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助建耆智園 偉大構想
事事認真大概是成功人士的特質。坐言起行的小鳳姐，出席記者會後翌日

就親身探訪賽馬會耆智園，除探訪院友，也正好藉此認識賽馬會耆智園如何

透過 「無約束方式及無挫敗活動」 理念，為患有輕度至中度腦退化症患者提
供的日間護理及住宿服務。

探訪後，小鳳姐對賽馬會耆智園讚不絕口： 「我覺得賽馬會資助這項計劃
很偉大，沒想過香港有這麼一個環境優美、設備完善的地方，專為照顧患有腦退化症的朋友而設。」 一眾院友看到小鳳姐探訪顯得
相當雀躍，這亦令她有點驚喜，因她也曾想到也許院友會認不到自己，她指此行令她對腦退化症患者有更深的認識： 「接觸腦退化
症患者，關懷、耐性及愛心都很重要。大部分患者都認得人，情況不算太壞，只不過記憶力比較差，最重要是及時發現問題，並適

時接受治療。」

在探訪期間，不少院友也認得小鳳姐，顯得很雀躍。

如何支援腦退化患者
▶ 溫柔關顧的態度
▶ 放慢說話速度；勿爭拗和催促
▶ 耐心聆聽，了解長者現時情況
▶ 尋找適合的幫助，如聯絡長者的家人或警察
▶ 簡潔地提供有用資訊，如時間和地點等
▶ 給予簡潔的指示及選擇
▶ 分散注意力
▶ 帶領長者往較安心的環境

賽馬會耆智園

十多年前當腦退化症仍然是比較陌生的名詞，香港賽馬會已關注到這個病症將會隨著香港人口不斷老化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於是率先撥捐逾8,100萬港元成立了賽馬會耆智園。賽馬會耆智園是香港以及東南亞首間為腦退化症患者提供一站式日間護理、

上門家居訓練及住宿服務的中心，自成立以來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透過各項優質的支援服務，紓緩腦退化症患者家屬的身

心壓力，並為相關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同時教育公眾，提升巿民對此病患的認識。賽馬會耆智園於 2000年投入服務至今，服務

超過三萬名患者、家屬及照顧者。有關詳情，請瀏覽網頁：www.jccpa.org.hk。

「腦動全城」 公眾教育活動
為期16個月的賽馬會耆智園 「腦動全城」 公眾教育活動，以 「毋忘關懷，化想為動」 為
主旨，涵蓋四大元素，包括社區教育和推廣活動、互動講座及培訓、體驗之旅及經驗分享，

鼓勵大眾關注腦退化症患者。當中重點項目為全港首個 「腦退化症體驗之旅」 ，透過模擬活
動，讓有機會接觸到腦退化症患者的公營部門、商業機構之前線員工及社區人士，了解腦退

化症患者面對的困難，從而鼓勵他們以實際行動伸出援手。預計整個賽馬會耆智園 「腦動全
城」 公眾教育活動能讓逾二萬人受惠。有關活動詳情請瀏覽網頁：www.d-concern.com。

賽馬會耆智園內的耆翠園經過悉心設
計，透過聲音、顏色、光線、觸感及
花香，刺激患者的各項感官。



鼓勵長者走出社區
完成2014年巡迴演唱會後，現專注參與慈善工作的小鳳姐建議，長者若有能力，可多做義工、走出社區： 「長者可以將他們的知

識、經驗傳授與下一代；若健康狀況良好，又有空閒時間，我希望大家參與義工活動。」 小鳳姐並提醒籌辦長者活動的人士謹記要給
予長者一份尊重： 「如果沒有這份尊重，所有活動都會失去意義，長者也不會願意走出來。」

齊倡長者友善
全球長者數目越來越多，不少國家也響應世界衞生組織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
設」 計劃，逐步建立關懷長者的社區。長者喜歡晨運、耍太極，社會有否為他們
提供足夠的公共空間？社區舉行的康樂及文娛活動，有沒有為長者提供門票優

惠？這些都是發展 「長者友善城市」 的要點。

香港政府近年亦積極推出$2乘車優惠、長者生活津貼等政策，努力建立適合長

者生活的社區。小鳳姐也認同長者優惠政策可以惠及無數老友記，應該受到廣大

市民歡迎。

何謂長者友善城市？

世界衞生組織於2005年起，推行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設」 計劃，鼓勵世界各國共同採用這計劃的概念，以同一套推動模式

和工具，分析各種影響老年生活包括健康、參與和安全的因素。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積極健康老齡化應是由政府、市場、非政

府組織和長者自身及其家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計劃涵蓋八大範疇，包括室外空間和建築、交通、住房、社會參與、尊重和社會

包容、公民參與及就業、信息交流、社區與健康服務。現時參與計劃的城市逾30個，包括莫斯科、上海、東京、倫敦、紐約。

事實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08年已將世衞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設」 計劃的重點，演繹成香港版

「長者友善社區」 計劃，鼓勵業界透過推動長者參與，發揮他們的潛能及重視他們對社區的認識，促進社

區環境及設施的改善，讓香港成為 「老年友好城市」 。

只要社會能提供適合的條件，長者生活也可以多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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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耆智園引入訓練設施，減慢院友的衰退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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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作為全港最大的慈善公益資助機構，

將所得盈餘撥捐慈善，以改善香港市民的生

活素質。今年適逢慶祝 130週年，馬會將積

極開拓更多渠道，以促進社會的長遠持續發

展。在未來三至五年將策略地主攻三大範

疇，包括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市、

激發年青力量促進社會創新及支持體育項目

發展，以帶動正面價值及希望。

其實，早在2006年，馬會與香港電台合辦

的 「第二十九屆十大中文金曲」 ，已經以
「尊敬長者」 為主題，藉別具心思的方式派
發入場券──入場樂迷必須邀請一位長輩或

長者同行，希望加強兩代相互了解和溝通，

推廣兩代共融的理念。無巧不成話，那一

次，小鳳姐亦是啟動儀式主禮嘉賓之一，原

來她與馬會的緣份早已播種。

多唱歌提升記憶力
說起金曲，小鳳姐曾於 90年代創下連開 40多場演唱會的紀

錄，每一場演出也要記熟大量走位、歌詞，她也直言壓力不少，

最擔心忘記歌詞。那又如何克服呢？小鳳姐透露提升記憶力的秘

訣就是 「無招勝有招」 ，不要勉強去記： 「就像讀書一樣，考試
前總要用心溫習，用功過後便要放鬆心情，剩下的就是你的記

憶，不要讓自己的腦部負荷太重。」 歌不離口的她提議大家閒時
可多唱歌來提升記憶力，因把每字每句隨著音韻唱出來印象就會

較深刻： 「可能我比較擅長音樂，多些唱歌，或學習與音樂有關
的東西，都有助增強記憶力，希望大家不要害羞，去到邊唱到

邊！」 不過愛說笑的她打趣道，唱歌都要睇錶，晚上 11時後便

不要唱，以免擾人清夢。

為免在台上出錯，小鳳姐每次演出都很專注： 「唱歌時要很專
心，就算與熟悉朋友打招呼也不可以，否則容易因此忘記下一句

歌詞，所以有時歌迷朋友覺得我演唱時望著他們情深款款，其實

我是看不到的！」 她鬼馬自爆。

回望過去，小鳳姐也笑言不知為何當年可做到連開 40多場個

唱： 「現時都會想像如果再做一次，情況又會如何呢，就好像發
了一場夢。」 她表示連開多場演唱會也不覺累，也許是觀眾的掌
聲，令她感到興奮莫名，一切煩惱也拋諸腦後。

不問成敗 努力工作
不經意在這圈中走到這年頭，貴為殿堂級歌手，小鳳姐任何時

候都保持著雍容華貴的風度。問到其成功之道，小鳳姐直言是不

問成敗： 「不要一開始便想成功，你只要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當你有一個好的開始，其實已經是成功的一半，開始的剎那非常

重要。」 當然，每個人的際遇有所不同，成功得配合一點運氣，
小鳳姐寄語後輩即使偶遇挫折，也不要猶豫，只管當自己仍會成

功地去完成工作，也許成功下一秒就到。

小鳳姐常常笑，充滿正能量，問到如何保持心境開朗，小鳳姐

毫不吝嗇分享箇中秘訣： 「不要經常記著自己是誰，完成工作後
就要忘記自己的職業，不要當自己是歌星，盡量放鬆。」 活在水
銀燈下數十載，今天的小鳳姐更希望可以與眾同樂，過些和大家

一樣簡單、充實及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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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鳳姐、時任馬會主席陳祖澤（左）及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主持 「第二十九屆十大中文金
曲」 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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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鳳姐寄語後輩即使偶遇挫折，也不要猶豫，只管當自己仍會成

功地去完成工作，也許成功下一秒就到。

小鳳姐常常笑，充滿正能量，問到如何保持心境開朗，小鳳姐

毫不吝嗇分享箇中秘訣： 「不要經常記著自己是誰，完成工作後
就要忘記自己的職業，不要當自己是歌星，盡量放鬆。」 活在水
銀燈下數十載，今天的小鳳姐更希望可以與眾同樂，過些和大家

一樣簡單、充實及快樂的生活。
在 「腦動全城」 啓動禮上，沈校長被小鳳姐捉弄，要求兩人現場合唱一曲《小李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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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鳳姐、時任馬會主席陳祖澤（左）及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主持 「第二十九屆十大中文金
曲」 啟動儀式。

與小鳳姐做訪問，看到她對工作的認真，也看到她幽默的一面。被問到有何 「貼士」 予長者保持心境開
朗時， 「轉數」 甚快的她竟笑言： 「不要照鏡吧！」 令眾人忍俊不禁。

稱職的活動大使
小鳳姐出席賽馬會耆智園 「腦動全城」 啟動禮當天，活動前後也有歌迷爭相與她合照，盛讚她 「比以前

更美麗」 ，保養得宜的她笑言，會自家炮製雪梨水等滋潤湯水，保養甜美聲線。擔任活動榮譽大使的小鳳
姐於訪問期間，更不時提到希望歌迷朋友多關心身邊人及留意病症，因這個稱職的榮譽大使知道，不只長

者，任何年齡人士也有可能患上腦退化症。

22吋纖腰曾一度是小鳳姐的招牌，運動就是她的Keep fit良方： 「開show前我會特別小心，因為如果身

體過重，唱歌時都會感到辛苦一點。運動是一個 keep fit好方法，讓身體出汗，人自然會瘦。」 但原來小鳳
姐揀選的運動亦與音樂有關，喜歡乒乓球及羽毛球，全因節奏感夠強，家中更曾設置乒乓球枱日夜練習。

熱愛工作的小鳳姐，歌聲影響廣大樂迷，不少人擔心她會否有一日 「掛咪」 ？她大派定心丸： 「在我空
閒的時候也會想，如果我不唱歌，可以做甚麼工作呢？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工作都不懂得做，只懂做一種

工作，便是唱歌。」 又是笑聲不絕……

後記：

幽默樂天 保養得宜未言休

鳴謝富豪九龍酒店Mezzo提供場地

訪問現場片段，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