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募1万‘失智症之友’
连氏基金与邱德拔医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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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ok Point (BK) : 6446 7218
• Bukit Panjang Plaza (BPP) : 6767 1500
• Djitsun Mall (DM) : 6554 5630
• Hougang Mall (HM) : 6488 2305
• Jurong Point (JP) : 6795 2135
• Northpoint (NP) : 6757 7695
• Parkway Parade (PP) : 6346 4705
• West Mall (WM) : 6794 2812

           

• Funan Digitalife Mall (FN) : 6334 5432
• Kallang Wave (KW) : 6702 5171
• Millenia Walk (MW) : 6311 9988
• OneKM (KM) : 6702 5220
• Raffles City (RC) : 6339 6777
• Square 2 (SQ 2) : 6397 6190
• Suntec City (SC) : 633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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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沄 摄影
　　七旬失智症老妇逛超市，还没付钱就剥
香蕉吃，所幸店家知道她的情况，没有报警
举报偷窃。为帮助失智症病患，连氏基金与
邱德拔医院合作，盼将义顺打造成失智症友
善社区，招募1万人成为“失智症之友”。
　　当母亲在16年前开始幻听，时常申诉
听见两公里外的庙宇传来诵经声时，莫玲珍
（65岁）就带着母亲就医检查，没想到当时
70岁的母亲不是耳朵出了问题，而是患上中
期失智症。
　　“失智症”对当时的莫玲珍而言，是个
陌生的病症，很少听人提起，她原本以为久

了就能适应母亲的症状，但母亲的失智症在9
年前每况愈下。
　　“有一次，我带着母亲去逛超市，她说
想吃香蕉，我把香蕉放进购物篮，以为她会
跟着我继续逛，没想到我回头却见她直接拿
起香蕉剥了就吃，钱都还没付。”
　　莫玲珍说，超市老板因为知道母亲的情
况，所以没有报警指母亲偷窃。
　　为了打造一个失智症友善社区，连氏基
金与邱德拔医院携手合作，在义顺展开试验
计划“勿忘我”，希望在今年9月的世界失智
症日前，招募1万人成为“失智症之友”。

没付钱就剥蕉
失智妇获店家谅解

　 　 老 妇 因 患 失 智
症，半夜不睡徘徊屋
内吵闹，女儿一度承
受不住压力，想跟母
亲共赴黄泉。
　　母亲的失智症每
况愈下期间是莫玲珍
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母亲不仅白天外出时
会走失，三更半夜也
会突然起身，在屋内
走来走去，不断开关
窗 户 ， 甚 至 大 喊 大
叫。
　　“幸好邻居们都
是母亲的朋友，可以
说 是 跟 她 一 起 变 老
的，都很体谅。我知
道失智症病患容易感
到恐惧、不安，所以
我就把枕头和被单都
搬 到 门 口 ， 让 她 安
心，慢慢的，她就好

转了。”
　　莫玲珍坦言一度
承受不住压力，所幸
她克服自杀的念头，
决心了解失智症，到
图书馆翻遍书籍，学
习怎么帮助母亲。
　　辞掉工程工作全
职照顾母亲的她，如
今也成了失智症病患
看护的“导师”，每
两周都会到邱德拔医
院教导看护们。

半夜不睡吵闹
女儿一度想不开

　　平均有10％年长者患失智症，专
家估计忠邦区或有近1000名患者，但
目前只有320人到邱德拔医院接受护
理。
　　邱德拔医院老年病学高级顾问叶
仁杰医生在“勿忘我”推介仪式上强
调，失智症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
不过60岁以上者患病几率达10％，到
了85岁，几率更高达一半。
　　展开试验计划的义顺就有10％居
民年过65岁，忠邦区更有多达四分之
一的居民属于年长者。
　　叶仁杰医生就指出，区内有许多
失智症患者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患病，
邱德拔医院就在2014年底展开宣导，
而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透露，他们是

在去年4月加入合作。
　　义顺区的23所机构、商家
和教育机构旗下大约2000人已
在“勿忘我”计划下接受邱德
拔医院培训，其中包括义顺北
邻里警局和纳福坊等，义顺也
将在3月份举办两场歌台宣传。
　 　 有 兴 趣 成 为 “ 失 智 症
之 友 ” 的 公 众 可 到 w w w .
forgetusnot.sg报名。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今早出席“勿忘我”推介仪式。

　　莫玲珍谈起16年来陪伴
母亲走过的失智症之路，不
仅哽咽，红了眼眶。

忠邦或有
近千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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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银行在12民众俱乐部

林道生报道／摄影　
limtsg@sph.com.sg　　

　　储蓄银行在全岛12家民众俱
乐部，推出36台“临时”的新春
新钞提款机获公众好评！
　　在茨园民众俱乐部举行的新
春新钞提款机（pop-up ATM）
推出仪式上，受访居民异口同声
表示，这让他们换新钞时十分方
便。
　　去年，储蓄银行总共在10
个地点推出“临时”的新春新钞
提款机，今年多推出两个地点，
其中茨园民众俱乐部是第一次设
立，总共装设了3台提款机。
　　星展银行的消费银行业务 

(新加坡)董事总经理兼主管说，
这些提款机设定只提供新钞, 而
且大部分都是24小时操作, 主要
是让公众能够在方便时提取新
钞。
　　忠邦、德义及大巴窑西民众
俱乐部的新春提款机从早上9时
开放至晚上10时；勿洛、茨园、
金文泰、亨德申、裕泉、马林百
列、淡滨尼尚育、兀兰及油池民
众俱乐部的提款机，则将24小时
开放。　　
　　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的所有
分行，即日起至2月6日将提供换
新钞及“如新钞”服务，年长者
及有特别需要者将能优先排队。
　　　　　

▲公众今早特地到茨园民众俱乐
部用“临时”提款机提取新钞，
觉得十分方便。

‘临时’提款机　获公众好评设

　　超过1800名内政团队
人员参与过去两天的全岛
演习，测试各单位在面对
多起武装袭击时的应变能
力。
　　演习在昨天和前天于
全岛多个地点进行，由警
方、新加坡民防部队和其
他内政团队联手展开。
　　根据警方文告，警方

将继续与其他单位合作展
开类似演习，为应付国土
安全事件做好准备。
　　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
惕 ， 为 保 卫 家 园 尽 一 分
力。若公众发现任何可疑
活动或人物，可拨打热线
1800-255-0000向警方通
报，或拨打999报警。警方进行防恐演习，为应付国土安全

事件做好准备。（警方提供）

1800内政团员  参与恐袭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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