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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有失智症的父母夜间无法安寝，打
扰全家人没法安睡。看护者现可向夜间托
管服务寻求帮助，不仅自己得到休息，也
让失智症病患重新培养晚上睡眠习惯。
　　这项名为“Dust to Dawn”的失智
症 病 人 夜 间 托 管 服 务 是 由 连 氏 基 金 会
（Lien Foundation）和圣若瑟护理之家（St 
Joseph’s Home and Hospice）于今年5月联
合推出，专为患有日落症候群（Sundown 
Syndrome）的失智症病人提供暂代看护服
务。
　　病人家属可在星期一至五晚上7时至
隔天早上8时之间将病人送到护理之家托
管。病人将在两名治疗师助理的协助下，
通过音乐、游戏、散步、按摩等活动安
神，并尝试调整睡眠习惯。服务收费为每
晚20元。连氏基金会为这项为期三年的试
验计划注资100万元。
　　计划目前只能接收八名病人。不过
Dust to Dawn服务经理黄雪贞说，等护理之
家完成扩建，明年底前就能把病人人数增
至30人。

本地近三万人患失智症
　　本地有约2万8000名失智症病人，到
2030年估计会增至8万人。根据美国失智
症协会的数据，2.4％至25％的失智症病人
患有日落症候群。患者通常在黄昏时分开
始变得精神混乱、激动不安，夜里他们也
难以不睡、继续吵闹，给家人及看护者带
来很大的负担。
　　同时也是护理中心物理治疗师的黄雪
贞说，日落症候群病患在晚上没有安全
感，要协助他们安寝，除了睡眠环境必须
有助于入睡，也要给予病人情感和精神上
的支持，例如醒来时要有能够安抚他们的
人在身边。
　　她说，病人家属若要每晚起来五六次
照顾病人，自然感到疲累和烦躁，因此服

务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和培训病人的看
护者，让他们了解病人为何有此举动，如
何应对等。
　　黄家基（64岁，讲师）的母亲是这项
服务的首名也是目前唯一的病人。他认同
黄雪贞的看法，并说：“家人和女佣白天
照顾母亲已经很累，有时免不了失去耐
性，而无法好好照顾她。但护理中心的治
疗师助理通过‘标准爱心护理’，让母亲
感到安全舒适，我有时从旁观察，都感到
是一种‘放松治疗’。”
　　黄雪贞补充说，护理中心有意提供交
通服务，目前正在物色既能驾驶，又能看
护失智症病患的人担任司机，让新服务更
加便利。

新服务填补市场空缺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说：“基金会
设法通过创新方式为失智症病人提供护
理，特别是那些能够填补市场空缺的服
务，Dust to Dawn就是这样的服务。希望新
服务能在试验期后继续，并得到相关政府
部门的支持，成为主流服务。”
　　此外，负责年长者相关服务的护联
中心（Agency for Integrated Care）今年5
月中也推出为期两年的疗养院喘息护理
试验计划（Nursing Home Respite Care pilot 
programme），为那些因为看护者需要就
医住院、家中装修或搬家、女佣回国探
亲、看护者感到疲累需要休息等原因，而
暂时无法照顾病人的家庭提供介于一星期
至一个月的短期暂代看护服务。
　　床位收费按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ing）而定，价格介于每天25元至160
元。看护者可为患有中风、失智症或其他
慢性疾病，或行动不便，有进食、如厕等
日常护理需要的病人申请。
　　需要“Dust to Dawn”失智症病人夜
间托管服务者，可拨电62680482或电邮至
dtd@stjh.org.sg询问详情。需要疗养院喘息
护理计划服务者，则可参阅护联中心网站
www.aic.sg。

　　黄家基86岁的母亲患有失智症12
年，过去三年里病情每况愈下，不仅认
不得家人、生活无法自理，还患上日落
症候群，在夜间无法安寝，让原本照顾
她的家人和女佣越发劳累，甚至到难以
应付的程度。
　　黄家基在母亲患上失智症后，一直
想方设法，费心费力照顾母亲。直到三
年多前，母亲无法自行用餐，而且几乎
每天在家中随处大小便，迫使他聘请多
一名女佣，合力照顾母亲。
　　最让他一家难以应付的是母亲患上
“日落症候群”后，晚上情绪焦躁，缺
乏安全感，无法安寝。她每晚至少醒来

三四次，叫醒睡在另一房间的黄家基，
让他陪在身边才安心。到后来，即便有
两名女佣轮流陪她过夜，她也会大喊大

叫发脾气，非看到儿子才肯罢休。

　　医生给黄家基的母亲开了夜间安神
药，可是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双脚无力，
走路无法保持平衡，反而给她的日间活
动带来一定的危险。正在黄家基一家身
心疲惫，无计可施的时候，失智症协会
的辅导员向他推荐“Dust to Dawn”失智
症病人夜间托管服务。
　　母亲向来抗拒新环境和陌生人，没
想到却能很快适应由圣若瑟护理之家提
供的这项服务，而且越来越喜欢那里的

护理人员。
　　黄家基每晚9时前把母亲送到护理之
家，并在隔天早上8时之前接母亲回家。
托管期间，黄家基的母亲会在护理员的
陪同下玩游戏、唱歌、看电影，并获协
助重新培养睡眠习惯。到护理之家已超
过半年，她的睡眠情况近月已获明显改
善，有时甚至能一觉到天亮，让黄家基
倍感欣慰。
　　黄家基说，这不是一项常见的服
务，虽然每天接送母亲有些不便，尤其
在早上交通繁忙时段，但服务至少让他
和妻子及女佣能够在晚上好好休息，白
天有精力继续照顾母亲。

黄家基每晚9时前把母亲送到护理之家，并在隔天早上8时之前接母亲回家。（陈福洲摄）

名为“Dust to Dawn”的失智症病人夜间托管服务，专为
患有日落症候群的失智症病人提供暂代看护服务。护理中心的
治疗师助理会通过各种游戏与活动，协助病人安神并调整睡
眠习惯。服务收费为每晚20元。该服务目前只能接收八名病
人，护理中心明年底完成扩建后，病人人数则可增至30人。

接受护理逾半年　失智老妇终能一觉到天明

助焦躁病患安睡　减轻看护者负担

慈怀病院设失智病人夜间托管服务

陈秋华　报道
qiuhua@sph.com.sg

　　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拨款36万
元设立西南关怀援助金，协助西南
区旗下18个选区的基层组织加强社
会援助计划的宣传力度，确保低收
入与弱势居民能获得相关信息。
　　这些选区明年将可各获两万元
的资金，用在社区援助计划宣传、
基层领袖培训以及基层义工的招募
活动上。
　　配合西南关怀援助金（South 
West Cares Outreach Grant）的推
出，丰加北率先利用资金印制了
6000本包含各类援助计划信息的手
册，同时指导基层领袖如何利用手
册帮助居民。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
政务部长许连碹与20多名基层领袖
昨早上完培训课后，走访该区两座
组屋进行家访，并将册子分发给居
民。许连碹也是西南社区市长。
　　上个月，多名部长和议员在国
会上指出政府有必要加大力度让公
众更清楚了解现有的援助计划。社

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声也同意单
是推出好的政策还不足够，“尾端
沟通”很重要，并呼吁国会同僚一
起动员基层义工，向有需要者宣传
援助计划。

确保无人在社会安全网外
　　许连碹在家访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说，西南关怀援助金配合政府支
援贫困和弱势群体方面的努力，为
作为社区主要援助点的基层组织提
供更多资源，让他们可以做更多。
　　她说：“在居民反馈活动和日
前的预算案专题讨论小组中，不少
与会者都提及我国虽然有很多援助
计划，但需要帮助的人未必知道。
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
宣传，并找出需要帮助的人。西南
关怀援助金将能加强基层组织这
方面的能力，协助居民认识这些计
划，找出他们面对的问题，给予及
时的援助，确保我们区内没人被遗
漏在社会安全网之外。”
　　许连碹昨早访问的李光华（78
岁）和妻子邓木玲（72岁），就是

一对差点被遗漏在社会安全网之外
的夫妻。李光华三年前被诊断患上
前列腺癌，并有肾衰竭和皮肤问
题。由于自己的保健储蓄早年支付
祖母和父母的医药费时已被掏空，
所以他主要靠邓木玲的保健储蓄来
应付昂贵的医药费。为了生活，夫
妻俩典当饰物，还尝试去找工作，
但随着储蓄越来越少，日子也变得
更艰苦。
　　李光华说：“我那天只好去联
络所问，看我们能不能获得粮食津
贴，但他说我们孩子的收入超过申
请顶限，没资格拿。我们是有三个
孩子，但孩子有自己的家庭和负
担，给我们的家用非常有限。”
　　访问李光华，让许连碹了解到
家访次数必须更频密。她说：“像
李光华夫妇2009年搬来时还不需要
援助，但几年下来，他们面对复杂
的健康问题，情况和最初搬来时已
不一样。多做家访能让我们及时发
现居民的问题。”
　　在丰加北担任基层义工九年的
宋承雄（42岁）认为西南关怀援助
册子来得非常即时，有助于将所有
社会援助计划的主要信息，包括全
国和社区的计划集中于一处，让基
层领袖和义工能更好地服务居民。
　　他说：“我遇到面对不同问题
的居民，能帮的我就帮，但有时连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能获得哪方面
的资源，因此这样的一本小册子很
有用。”

西南社区市长许连碹（右）访问
住在武吉巴督的李光华和邓木玲夫
妇时，递上了一本印有各类援助计
划信息的援助手册，并告诉他们如
何使用。（温树良摄）

加强宣传推广援助计划

西南社理会拨36万元设关怀援助金

园内吸烟罚2000元

实里达蓄水池下段成为无烟公园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位于义顺1道的实里达蓄水池
下段正式成为无烟公园，今后若
有人在公园内吸烟，将可被罚款
最高2000元。
　　主管义顺南区的义顺集选区
议员李美花昨天在无烟公园的推
介活动上受访时透露，不少居民
反映他们希望能在公园中享受到
新鲜空气，减少吸入二手烟的健
康风险，因此在基层组织的推动
下，该区成功与国家公园局、国
家环境局和公用事业局等相关机
构合作，把实里达蓄水池下段公
园打造为百分百无烟环境。
　　在这之前，义顺环路第810
座组屋前方的公园去年成为区内
首个无烟公园，不过这个公园归

属市镇理事会，缺乏实际执法效
果，因此无法向烟客施予罚款。
　　李美花说：“去年有了义顺
环路的无烟公园后，居民们很喜
欢 ， 我 们 再 接 再 厉 扩 大 禁 烟 范
围。实里达蓄水池下段公园有很
多前来运动散步的居民，特别是
一家大小，呼吸清新空气对健康
非常重要。但也有不少人发现烟
客会把还在燃烧的烟蒂抹在桥粱
上，破坏公物和环境，这种行为
更让人无法接受，我希望新的禁
烟条例能起到阻吓作用。”
　　为了加大无烟公园的宣导力
度，来自义顺南的120个居民受训
成为保健大使，肩负起宣传和教育
的工作。有关当局也已在公园内设
置告示板，提醒公众不要吸烟。
　　接下来，李美花打算把无烟
计划扩大至整个义顺南区，让更

多居民享受无烟环境。
　　公园局园林处处长卡迪妮乌
马（Kartini  Omar）受访时说：
“这个计划完全由居民提出，我
们很高兴能和其他部门合作给予
居民支持，一起创造更好的居住
环境。”
　　除了实里达蓄水池下段公园
外，甘榜爪哇公园、勿洛蓄水池
公园、义顺池塘、海军部公园、
新加坡植物园和园艺园林（Hort 
Park）也已被规划为无烟公园。
　　居民李碧凤（41岁，家庭主
妇）时常带孩子到实里达蓄水池
下 段 公 园 玩 耍 ， 她 受 访 时 说 ：
“带小孩出门最怕有烟味，而且
公园本来就是给人放松身心和锻
炼的地方，人们不应该在这里吸
烟 ， 希 望 以 后 有 更 多 公 园 能 禁
烟。”

上百名义顺南区居民昨天齐聚实里达蓄水池下段公园，以在垃圾桶上作画的方式见证该公园正式成为无烟环
境。（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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