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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Guang Shan Mentality Protection Center.

失智症照顧者的困擾	

•   A女士和先生一起在市場賣魚丸50 年 
•   找錢找錯; 不會收拾攤位. 
•   把塑膠袋, 回收瓶罐, 資源回收物, 放入家中
冰箱 

•   自己知道常迷路, 身上都帶著吊牌! 

A 女士 一年來 

•  墾丁經營民宿 
•  先前客人已預約住宿卻忘記! 
•  忘記客人的預繳款 
•   房價開錯 
•  客人到時無房可住 

民國82年的夏天在高雄縣阿蓮鄉	

• 孤獨的老人坐在床沿靜靜地，四週的聲音
也靜靜地。他的眼光透過窗櫺遙望到那無
限的天之涯，而其身處的屋內則瀰漫著排
泄物的味道，桌上則擺放著兒女送來的飯
菜，那交雜在一起的氣味有如同我百味雜
陳的內心,一陣辛酸襲上心頭。	  

• 人家說，那是退化啦！ 	

哪位安養院的住民可以回家過年?

遙遠的回家之路? 
台南X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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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阿滋海默氏症
(Alzheimer disease)乃
因1907年德國的精神科
醫師及神經病理學者
Alois Alzheimer首次描
述,所以以他為名 

阿茲海默症	

Ø 常稱為老人失智症 	
Ø 阿茲海默症的特性,是以兩種以上認知功能
障礙,主要以記憶功能為主,並無意識障礙,屬
進化性退化,並具不可逆性	

Ø 其腦部神經元受到破壞,解剖可發現異常老
年斑和神經纖維糾結等病理變化	

Ø 美國前總統雷根即罹患此症。 	

「失智症」與「阿茲海默氏症」的關係	

Ø 阿茲海默氏症首先由一位精神科兼神經病理學
家Alois	 Alzheimer在1907年於德國描述,並根據
他的名字來命名此一疾病。	

Ø 阿茲海默氏症是失智症中最常見的一種疾病,也
是最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	

Ø 「失智症」不等於「阿茲海默氏症」	

正
常

阿茲海
默氏症

Brain atrophy 
大腦 萎縮 

Katzman, 1986; Cummings and Khachaturian, 1996 

阿茲海默症的的病理證據 : 
老化斑 & 神經纖維糾結共同存在

神經細胞外: 
Senile plaques 
老化斑 

神經細胞內: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NFTs) 
神經纖維糾結 



Ronald Reagan 1911-2004!



阿茲海默症 成為美國政府新敵人 
 

•  美國總統歐巴馬政府對抗阿茲海默症的
計畫，旨在運用該國專業知識，期能在
2025年前找出治癒之道，以改善對國內
510萬阿茲海默症病患的看護與治療  

•  美國隨著人口老化，預計到2050年患者
將增加到1600萬人，醫療和療養院費用
也將隨之飛漲  

美國全國阿茲海默症計畫  

•  患者開始出現記憶問題前，會潛伏長達15
至20年。	

•  現有藥物僅可協助控制症狀，迄今並沒有
任何療法能阻止阿茲海默症持續惡化。	

•  部分研究人員大力批評這項計畫及政府
定下的2025年目標。他們表示，在研究人
員才剛開始瞭解阿茲海默症的情況下，這
項計畫過於好高鶩遠  

台灣失智症盛行率 
•  盛行率 (≥ 65 歲):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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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症的臨床分期
· (一)早期：記憶力減退、空間結構異常、抽象 

          思考能力退化,計算能力衰退等 	
	
· (二)中期：語言理解能力下降,社會判斷力減弱  

          以及規劃動作能力的下降等 	
	
· (三)後期:	 病人的認知功能更嚴重退化至「忘  

          了我是誰」--認不出鏡子中反映出的 
          自己,也無法辨識親人、親友「相見 
          不相識」,語言表達的能力明顯退步， 
          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行動困難， 
          大小便失禁、長期臥床。	

為何要早期篩檢?	 

極早期!!!

Compliance of taking donepezil in mild- 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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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Thresholds for Dementia 

Course of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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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ntia results from progressive neuronal deterioration, from 
minimal to extensive.  By convention, in the course of dementia a 
line labels one side as demented and the other as nondemented. 

Taiwan	  Medical	  Journal.	  2009;	  52:442-‐444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CDR0 vs CDR0.5 ; 
Area Under Curve=0.948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CDR0 vs CDR0.5 and CDR1.0 
Area Under Curve:0.961

How to use AD8? 

Using playlets to illustrate how to use AD8 to screen 
very mild dementia 
Tentative date to issue AD8-DVD: 2012-AUG-30 

35 36 



37 

AD8-1.判斷力上的困難  

•  先生用完餐後去上班，太太準備收拾餐桌，
端著盤子不知該放進冰箱或一旁的櫥櫃中 
(將尚熱的湯搬進冰箱; 沒有等待冷卻; )	

•   送錯禮物：送年輕人老年人的服裝; 送螺絲
起子工具組給當護士的女兒	

AD8-1.判斷力上的困難  

•  王先生和王太太探視完滿月的孫女及坐完
月子的女兒在台中火車南下月台準備要搭
火車回民雄， 他們買的是莒光號， 但王先
生只要有火車進站，就急著上車，還問太太
為何不趕快上車 ，王太太趕忙拉住他，提醒
他自強號沒有在民雄站停靠。王先生看起來
仍有點迷惑 -------  	

AD8-2對活動和嗜好的興趣降低 

•  清晨的公園裡，一群人打太極拳，老張打得相當好，結束後
大家有說有笑的走回家。(幾天後，清晨)	

•  甲：奇怪，老張這幾個月都偶而才來 ，不像以前一樣每天
來。	

•  乙：對啊，我昨晚打電話問他，他說沒事，說沒兩句就說要
睡了，會不會生病了？	

•  丙：要不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他（於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前往
老張家）	

•  （老張家客廳）大夥兒熱烈談論太極拳，偶爾拿起太極扇、
太極劍比劃，惟獨老張一直看電視、喝茶	

AD8-2對活動和嗜好的興趣降低 

•  陳先生是國中退休之理化老師, 平時對股票
投資非常有興趣, 常到證券交易所看股市行
情, 也常看電視之股市分析, 常和家人討論
股票投資心得, 近半年來似乎對股票興趣缺
缺, 不常到證券交易所, 也不太看電視之股
市分析節目, 常常一個人坐著發呆 ---	
	

•  陳太太是退休之公務員, 平時熱衷公益, 擔
任志工, 近半年來愈來愈少不太出門參與志
工服務, 常常在家裡躺著睡覺 ----  



AD8-3重複相同的問題、故事和陳述 

牆上時鐘七點整，奶奶坐在客廳，孫子穿戴整齊出現	

•  孫子：奶奶早	
•  奶奶：乖！你今天要去哪裡	
•  孫子：我今天要去佛光山參加兒童夏令營	
•  奶奶：哦，很好很好	
•  (時間7：05)孫子正在吃早餐	
•  奶奶：乖孫子！你今天要去哪裡	
•  孫子：我今天要去佛光山參加兒童夏令營啊	
•  奶奶：哦，很好很好	
•  (時間7：10)孫子在穿鞋，準備出門	
•  奶奶：乖孫子！你今天要去哪裡	
•  孫子：奶奶，我不是說過了，要去佛光山啊	
•  奶奶：哦，很好很好	

AD8-4在學習如何使用工具、設備、和小
器具上有困難 

 
•  張爸爸自從從碼頭工作退休後, 就靠張小姐提供
生活費, 張小姐都會定期匯款至張爸爸的戶頭, 張
爸爸會自己用提款卡去ATM領錢, 十幾年來都是
這樣, 沒有什麼問題. 但這半年來, 張爸爸常向鄰
居借錢, 還向女兒抱怨說沒有給他生活費。張小姐
檢查戶頭, 發現這半年前幾乎張爸爸都沒有領錢。
張小姐後來才發現張爸爸已經不知如何操作ATM
提款機了, 而且, 不管張小姐示範再多次, 張爸爸  
還是學不會------	

AD8-4在學習如何使用工具、設備、和小器
具上有困難 

•  奶奶看電視，只看7台(人間衛視)與(旅遊生
活頻道)當孫自要求看某一卡通頻道實無法
直接按該台號碼, 只會利用上下鍵轉台	

AD8-5:忘記正確的月份和年份 

•  奶奶平常有在記日常收支但一看他的收支
簿上方的年月有的沒寫或有的寫錯 	

AD8-5:忘記正確的月份和年份 

•  場景：鄉下三合院	
•  李奶奶每年到過年前就會採買年貨, 等待兒
孫回來團聚. 但媳婦發現李奶奶這兩年好像
沒有注意到要過年了,也未採買年貨, 媳婦幫
忙準備除夕祭拜物品, 張貼春聯, 	

•  李奶奶問: 今天為何要拜拜? 	
•  媳婦答: 媽, 今天是除夕啊 ! 您是不是忘記
了? 	

AD8-6處理複雜的財務上有困難 

•  餐廳	
•  用完餐後服務員送上賬單上標名4653; 老年
人拿出身上的一疊千元大鈔數了數十張後
還問旁邊的兒子：你還有沒有帶錢來?	



AD8-7記住約會的時間有困難 

•  公司會議桌上	
•  甲：奇怪，老張怎麼還沒來？	
•  乙：對啊，他上禮拜也是忘記來開周會	
•  甲：可是他以前通常是第一個進會議室等我
們的，自己都還常說：「叫我第一名」…	

AD8-8:有持續的思考和記憶方面的問題 

•  在家的客廳中	
•  老先生今天老是教家人把昨天家中的尚未
喝的普洱茶拿去賣給鄰居; 昨天收拾行李要
回老家; 前天打電話叫兒子來看他, 但兒子
幾天前剛來過  

延緩退化

•  肢體運動 (Physical training) 

· 做好事	
•  心智活動 (Mental rehabilitation)  

· 存好心	 
•  社會參與 (Social engagement)  

· 說好話	

AD8 Teaching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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