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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反饋和回應
Do you have feedback about this booklet?

認識腦衰退症(Dementia)手冊指南﹕

您是否對本手冊有任何意見反饋﹖

We would like to hear your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Your feedback will help
us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this booklet to ensure it’s useful to you, your
我們希望聽到您的想法和建議。您的寶貴意見將會幫助我們把手冊做
family,
your friends, or others like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subject.
得更好﹐從而確保手冊對您、您的親友以及其他對此領域有興趣的人

能真正起到作用。

Please send your feedback by mail, email, or fax. Please indicate whether you
are a caregiver, person with dementia, professional working in this field, or
請將您的意見郵寄、電郵或傳真給我們。請說明您是屬於﹕一個腦衰
other.
退病人的照護者、腦衰退症患者、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還是其他。
Vancouver
Acute,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Authority.

Getting To Know Dementia
c/o Elizabeth Stacy
eHealth Strategy Office
855 West 10th Ave
V5Z 1L7 Vancouver, B.C.
Email: elizabeth.s@ubc.ca
Fax: 604-875-5083

認識腦衰退症
c/o Elizabeth Stacy
eHealth Strategy Office(電子醫學策劃辦公室)
855 West 10th Ave
V5Z 1L7 Vancouver, B.C.
電郵: elizabeth.s@ubc.ca
傳真: 604-875-5083

診斷﹐治療和照顧
腦衰退症不僅僅是指善忘:
我有腦衰退症嗎?

1

每個腦衰退症病人的表現都一樣的嗎﹖
每個人患上腦衰退症的過程都是一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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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治癒﹐那我為什麼要服藥?

9

可以獲取什麼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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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由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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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計劃﹕
我該如何做、什麼時候開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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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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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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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腦衰退症嗎 ?
認識和判症:
個案舉例
林太已經76歲了。在這大半
生裡﹐她都在經營自己的
麵包店。如今在製作麵包
的時候﹐她依然能夠根據記
憶﹐來進行每一道工序。林
太也很喜歡跟別人說起自己
小時候的故事﹐並且說得十
分詳細和生動。
有一天﹐林太暈倒了﹐並被
送到了醫院。醫護人員發現
她那天服了兩次血壓藥。林
太的女兒也發現﹐有個護士
足足陪了林太一整天﹐林太
卻記不住那護士的名字。其
他家人同樣注意到﹐林太的
記憶力變得越來越差﹐並且
從事一些日常事務對她來說
變得困難。即使如此﹐女兒
還是認為﹐林太的記憶力沒
有問題——沒錯﹐她的確有
時候為表達某些詞語要想很
久﹐可是﹐她依然能說出她
一年級時的老師的 名字﹗
林太的醫生卻認為問題值
得關注﹐在再看了林太幾
次、並給她做了幾個測試之
後﹐醫生診斷出林太患有早
期的亞氏症(俗稱老人痴呆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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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衰退症不僅僅是指善忘
我有腦衰退症嗎﹖
很多長者以
及他們的親
友都很擔心
會患上腦衰
退症或老人
痴呆症。

腦衰退
症並不
是…年紀
增長時必然
會出現的症
狀﹐也就是
說﹐並不是
所有老人都
會患上腦衰
退症。

如果您有疑問…如果您自己或親人發現您在處理工作、日
常生活或社交活動中的能力有變化﹐請去咨詢醫生。

有哪些症狀﹖
加拿大亞氏症協會列出了以下症狀﹐來幫助您判斷是
否患有腦衰退症﹕
1. 記憶力衰退﹐已經到了影響日常生活的程度
2. 在從事熟悉的工作或活動時也覺得困難
3. 語言能力有問題(例如﹐難以找到正確的詞語、跟
別人交談時接不上話或不能順利進行)
4. 搞不清楚時間和地點
5. 判斷能力受損 (即不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6. 抽象思考能力有問題 (即理解、思考、記憶和推理
的能力降低) 把東西放錯地方
7. 心情或行為有改變
8. 性格有改變
9. 失去做事的動力或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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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發現有上述一項或以上的情況﹐請
聯絡醫生。

診斷腦衰退症需要一個過程
沒有一種測試可以一次性就判斷出您患病
的原因… 您的醫生需要做詳細的評估﹐或
推薦您去看專科醫生﹐才能確定您是否患
有腦衰退症。

•

醫生可能會問患者以下的問題﹕
•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 有哪些症狀﹖
• 這些症狀對您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影
響﹖
• 心理或精神上您感覺如何﹖是否有
任何擔憂或想法困擾着您﹖您是
否正在服任何處方藥﹖您的家族
裡﹐是否有人患過腦衰退症﹖

她在從事熟悉的事務時也感到很困 2. 精神狀況測試:
難…偶爾她會很難找到某個合適的詞 • 測試會問您問題﹐還包括一些操作測
試﹐例如畫畫、寫字和計數
語來表達﹐也記不起前一天談話的內
• 該測試可以被稱作簡易智能狀況測試
容﹐但她依然記得一年級時的老師!
(MMSE)
當您知道自己患上了腦衰退症… 每個人對
您也許會覺得該測試很難 請不要泄氣。該
此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有的長者要經過
測試是為了了解您所需要的幫助。測試也
漫長且艱難的過程﹐才肯接受自己患有腦
會幫助醫生為您作出診斷和治療方案。
衰退症的事實﹔但有的長者不需要。
3. 身體測試:
我該怎麼辦﹖
• 一個完整的身體測試也許會顯示﹐身
應從親友、專業人士和/或機構那兒獲取支
體的某 個狀況是否導致您患上腦衰退
持和幫助。當您發現自己患有腦衰退症的
症的原因
時候﹐您也許會覺得解惑、震驚、悲傷或 • 醫生或者會量您的血壓﹐查看您的驗血
被生活否定等等。在這段時間裡﹐患者與
結果以及檢查您的視力和聽力。醫生或
家人坦誠地交流彼此的經歷和感受﹐是十
許還會檢查您的步法(即走路或跑步時
分重要的。
的方法或樣子)、平衡、感官、反射能
力和語言能力。
在這段時間裡﹐身邊的很多人都會幫助
您… 例如親人、朋友、醫生和專家﹐包括 4. 有時候﹐您也許需要更專業化的檢查
心理學家、腦專科醫生和老人疾病專科醫
(例如 電腦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成像)
生﹐還有老年精神專科醫生、護士、社工 • 這些檢查可以提供詳細的腦部圖像
和/或職能治療師。

尋求疾病原因的步驟﹕
1. 了解您的病史:
• 這個過程需要患者、患者的家屬和醫護
人員的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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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腦衰退症
都是一樣的嗎﹖
腦衰退症的種類﹕
個案舉例
幾年前﹐當張先生忽然在熟悉
的環境中迷失方向、無法認出
老朋友和走路不穩時﹐他被確
診出患有血管性腦衰退症。張
先生吸煙多年﹐並有高血壓。
張先生的醫生認為﹐張先生之
所以失去正常的辨認能力﹐很
有可能跟腦中風有關。張先
生不能自理時﹐他的太太辭了
職﹐專心照顧他。
後來張先生的情況相對穩定
了﹐他們兩夫婦的日子也過得
蠻妥當的。可是最近﹐張太
太的行為也有了點異常。張
太太一直是個有條理的人﹐可
是她最近開始忘記付賬單﹐忘
記關掉爐子﹐也忘記了有些詞
語該怎麼說。她的子女覺得很
奇怪﹐因為張太太的生活方式
一直非常健康﹐她從來不抽
煙﹐血壓正常並且每天做運
動。
由於擔心母親的狀況﹐子女們
決定帶張太太去看醫生。他們
驚訝地獲悉﹐原來張太太也得
了腦衰退症﹗他們還覺得很不
解的是﹐張太太的情況跟張先
生的是如此不同﹐怎麼張太太
的也是腦衰退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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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腦衰退症病人的表現
都一樣的嗎﹖
每個人患上腦衰退症的過
程都是一樣的嗎﹖
不是所有的腦衰退症都是一樣的。其實﹐許多不同的
疾病和狀況可以導致不同形式的腦衰退症。以下是幾
種常見的腦衰退症的形式/原因﹕

阿氏症(俗稱老人痴呆症)
是一種會逐步發展並且不能治癒的疾病。疾病引起腦
部中某些特定區域受損。阿氏症會導致腦部功能逐漸
失去﹐最後受損的情況會嚴重到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
該病可以引發的症狀有情緒、感情和行為的改變﹐但
最常見的症狀是記憶喪失。每一個患者的表現都是不
盡相同的。開始的時候症狀可能不易被察覺。由於該
病是會逐步發展下去的﹐患者在最後階段時將會需要
貼身的照顧。
血管性腦衰退症
血管性腦衰退症是腦衰退症的另一種最常見的形式之
一﹐有時它跟阿氏症很難被區分開來。這兩種疾病有
着相似的症狀﹐有的病人甚至可以同時患上這兩種病。
血管性腦衰退症通常跟影響大腦供血的疾病有關﹐例
如﹐當病人患上一次大中風﹐或多次的小中風以
後﹐他/她便有可能得血管性腦衰退症﹐症狀包括決策
功能障礙 (即不能作出決定)﹐走路困難和失去平衡力
等。在很多情況下﹐血管性腦衰退症比較容易被注意
到﹐因為此症很容易會突然發作﹐並且一系列的情況
會陸續出現。但是﹐並非所有患有此症的病人都會容
易被診斷出來。醫生也許會把腦掃描和/或可能的風險
因素考慮進去﹐例如吸煙﹐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膽
固醇﹐心臟疾病﹐曾有過中風﹐以及少動的生活方式。

事務範圍可以很寬﹐也可以很窄﹐這完
全是由您來決定的。比如說﹐您可以授
權予某人﹐來讓他/她代您處理某一個銀
行帳戶的事情 (您的銀行會給您一份表格)
﹐或是兌現某些特定的支票。另一方面﹐您
也可以創立一份授權書﹐來讓某人可以代
您處理所有財產方面的事情﹐包括房產。
當人患上腦衰退症﹐建立一份永久
生效的授權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當病人一旦失去正常的心智能力
時﹐這是唯一的依然有效力的授
權書。如果您有疑問﹐公證處
或律師也許可以幫助您﹐特別
是當您的財務狀況十分複雜
時。

代表同意書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代表同意書是另一種法律文件。
更多詳情請聯絡以下機構﹕
它允許您指定另一個成人來為您將來的醫
療健康和個人護理方面的事務做決定。在
• 卑斯省亞氏症協會: www.alzheimerbc.org
做任何決定之前﹐您的代表需要與您有合
及
理的商量。
• 腦衰退症幫助熱線 1-800-963-6033
以下是兩種類型的同意書﹕
• 卑斯省公共監護人和受托人:
1. 第7章﹕容許您的代表為您作出每天生活
www.trustee.bc.ca
中的決定
• 代表同意書資源中心: www.rarc.ca
2. 第9章﹕容許您的代表為您作出個人護理
和健康醫療方面的決定。第九章僅要求
您去到律師或公證處辦理。但是﹐在建 “跟外婆談關於她的生命末期的事情是很
令人為難的﹐但我還是很開心我們這麼
立任何代表同意書之前﹐最好去尋求法
做了﹐因為否則她出了壞情況時﹐我們
律咨詢或意見1。
不知該怎麼辦。現在我們就可以依照外
婆的願望去辦事了。”
生前安置囑願或事前指示
(Living Wills or Advance Directives)
這些文件概述了(他日由別人為自己作代表
時)病人在自身醫學治療方面的決

1

摘自卑斯省公共監護人和受托人:“當事人不
能自己管理財務和法律事務時﹐您可以如何幫
助他們管理”www.trustee.bc.ca/pdfs/STA/
How%20YOu%20Can%20Hel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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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治之
症﹐該如何計劃
將來﹖
臨終服務:
個案舉例
鐘太太82歲了﹐10年前她被
診斷出患有腦衰退症。鐘太
太自己一個人住﹐她的女兒
小青定期去探望和照顧她。
但是﹐小青自己也有3名年
幼的子女要照顧﹐因此小青
和丈夫都覺得非常吃力。
他們知道鐘太太逐漸會需要
越來越多的照顧﹐最後她也
許需要搬進護理院。小青不
知道什麼時候以及該怎樣把
鐘太太送進護理院﹐還有的
是﹐該如何選擇護理院﹖
小青的丈夫還擔心﹐如果
鐘太太病倒了的時候該怎麼
辦。到那時候﹐鐘太太的四
個子女中﹐誰該作決定﹖小
青雖然在管理她媽媽的財政
方面的事情﹐但那是否意味
着﹐她也能作健康方面的決
定呢﹖他們是否需要準備好
一份正式的文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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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計劃﹕我該如何做、
什麼時候開始做﹖
跟醫生一起
每個醫生在嘗試為病人提供照顧時﹐都會尊重病人的
信仰﹐目標和價值觀。如果醫生不清楚病人在這些方
面的傾向和選擇﹐又或者當腦衰退症病人不再有能力
表達自己時﹐情況就可能會變得困難。不僅僅是腦衰
退症病人﹐每個人都 應該為將來作計劃。但是﹐如
果你患有腦衰退症﹐那麼儘早考慮或計劃是非常重要
的。最好跟您的醫生進行一次坦誠的交流﹐跟醫生談
一談生活質量﹐以後您需要什麼樣以及何種程度的照
料﹐以及您的重要的信仰和價值觀。
跟家人一起
有的人可能會讓家人也介入到這場談話中﹐好讓家人
知道自己的決定。特別重要的是﹐您要清楚表達您在
以下這些安排中的特別希望﹕喂食和輸送水份﹔在人
工喂食方面的選擇傾向﹔輸血﹔心肺復甦術(CPR)﹔住
院以及入住深切治療部。有的人可能覺得這些拯療方
法在腦衰退症早期時較為適用﹐但在晚期較嚴重的腦
衰退症時並不適用。
目標和願望
除了口頭討論您的目標和願望以外﹐最好也把這些內
容以書面形式記錄下來。在身體醫療的計劃方面﹐簽
署“事前指示”和有代表代您作出個人決定﹐可以是
有用的做法。財務準備方面的文件則有﹕授權書和代
表同意書﹔從律師﹐公證處和會計師那兒獲取的意見
也許會有用。保有一份沒有過時的平安書(遺囑)也是明
智的。您也可以去到代表同意書資源中心
(www.rarc.ca )﹐以獲取更多資訊。
授權書
(Power of Attorney)
授權書是一種書面文件﹐而非口頭協議文件。此文件
指定某人來代表您作出財務和法律上的決定。代表的-

混合型 (阿氏症和血管性腦衰退症)
額顳葉腦衰退症
雖然阿氏症和血管性腦衰退症是兩種不同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的疾病﹐但它們常常會同時發生。這就
額顳葉腦衰退症影響的多數是中年人士。
是“混合型腦衰退症”。這是最常見的腦 症狀開始時較緩慢且不易察覺﹐但最終會
衰退症的原因。患有混合型腦衰退症的人 發展得比較明顯。額顳葉腦衰退症患者在
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往往跟阿氏症的非常 患病初期﹐通常有性格改變﹐其中包括以
相似。患上該症的風險因素也跟心臟疾病 下一項至全部﹕失去興趣、不恰當的行為、
的非常相似。有時
難以計劃自己的思維
候﹐該症患者也曾經
“我的丈夫因為中風而患上了腦 和想法、難以為自己作
有過心臟疾病。
衰退症。我以為我不會患上腦衰 決定(無法運用決策功
能)。其他改變還可能
退症﹐因為我沒有過中風。”
路易體腦衰退症
包括﹕講究衛生程度下
路易體腦衰退症的患者往往在心智能力、 降、思想不靈活(想法死板)、精神很容易
注意力和警覺性等方面有時好時壞的情況。 被分散、把不應該的東西放進嘴裡﹐以及
他們也可能有栩栩如生的幻覺﹐幻聽和手 不停地重複一個沒有意義的詞語或短語。
部震顫。有的患者可能會重複跌倒﹐同時 最後﹐還會有一些語言能力的改變﹐通常
伴隨著暈倒或短時間的失去意識。路易體 表現在口頭表達方面的減弱(即不能說出正
腦衰退症的患者也容易會對抗精神病藥
確的詞語)。雖然有這些顯著的變化﹐但是
非常敏感﹐甚至即使是少量的抗精神病
患者的記憶力、認知能力和空間技術能力
藥﹐也會對他們引起嚴重的副作用。
(即形成思維圖像的能力)一般沒有變化。
帕金森病腦衰退症
帕金森病主要是一種活動的失調﹐這種失
調導致了身體一邊或兩邊逐漸失去了肌肉
功能﹐當中的嚴重程度不等。帕金森病最
常見的症狀是震顫或震動﹐通常表現在
手部或臉部。這種震顫通常在人處
於情緒壓力的情況下顯得更為嚴
重。症狀還包括走路和協調能
力有問題﹐以及一個“像面
具一樣”的表情。在肌肉方
面的症狀出現幾年之後﹐腦
衰退症的症狀 (跟路易體腦衰
退症的相似)也可能會開始出
現。這些症狀包括注意力
集中困難及警覺性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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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原因/起源

阿氏症
• 腦部特定區域中的組織受損
(俗稱老人痴呆症)
血管性痴呆症

要一個人停止駕駛是令人難過的決
定﹐但並不代表您就不能獨立了。如果
您對自己或親友的駕駛能力有擔憂﹐請
跟醫生商量獲取以下服務的可能性﹕

•
•

血液不能正常輸送到腦部﹐例如中風
存有高風險因素﹐包括吸煙﹐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
醇﹐心臟疾病﹐曾有過中風﹐以及少動的生活方式。

混合性痴呆症
• 跟血管性痴呆症相似
(阿氏症和血管性)

•
•

•
•
•
•
•

HandyDart
（專為有需要人士而設的交通服務）
HandyPASS
（專為有需要人士而設的交通方便卡）
的士/出租車
的士補助
巴士月票

最重要的是﹐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著
想﹐要做到坦誠。不要為了保住駕駛
執照而對醫生隱瞞事實﹐這樣有可能
將您及他人置于危險的情況之中。

虐待和忽略

路易體痴呆症

•

路易體﹐在神經細胞中發現的小小的球體型蛋白質沉澱
物﹐會擾亂腦的正常功能運作

帕金森病腦衰退症 • 跟晚期的帕金森病有關
•

額顳葉腦衰退症

•
•

任何年齡的人都不應該被虐待或忽略。醫
生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士都經受過訓練﹐來
應對正在發生的或懷疑的忽略、自我遺棄
或虐待個案。如果醫生擔心自己的病人正

在身處這些情況當中﹐他們會推薦病人去
獲取進一步的協助和服務。
如果您懷疑有人正在受到虐待 (不管是有
意或無意的) ﹐請聯絡以下機構或資源﹐以
尋求更多的信息和支援﹕
•
•
•
•
•

病人的家庭醫生
社區精神健康治療小組
社區健康服務處
當地急症室
受害人熱線(每天24小時服務和推介)
1-800-563-0808
• 卑斯省公共監護人和受托人
www.trustee.bc.ca
• 卑斯省阿氏症協會求助熱線﹕
1-800-963-6033
• 卑斯省消除對老人虐待聯盟:
www.bcceas.ca; 1800-437-1940
社區應急 聯網: www.bccrns.ca

當我得知自己必須要停止開車時﹐我
真的非常非常傷心﹐但我知道還有其
他的選擇。這畢竟是一件好事﹐因為
否則的話我就有可能傷到別人。

以家族病史為基礎

關於報告虐待或忽略的個案

中年時受到影響
主要基於家族病史

為了調查潛在的自我遺棄/忽略、被他人忽略或虐待的情況﹐有的機構要正式被任命
履行這項工作。卑斯省公共監護人和受托人（The Public Guardian and Trustee of BC）
指定了以下機構﹕五大醫療權威機構﹐卑斯省社區生活（Community Living BC）以及
兒童家庭發展廳(兒童廳)。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機構會進行調查﹐然後建議當事人
(成年人)尋求援助和/或採取法律行動。但是﹐如果成年人不能自己尋求援助﹐這些
機構或許會代表他們來介入事件。在以下情況下﹐成年人或許會被認為不能自己尋求
援助﹕有身體功能障礙;患有精神或身體缺陷;患有疾病或受傷。有時候﹐即
使醫生加以留神﹐也未必有足夠的資料來判斷出一件事件是屬於虐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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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為難的抉擇及
討論。

症狀

駕駛自我遺棄，被忽略，
虐待﹕
個案舉例

•
•
•

愛麗斯在幾年前被確診患上
了阿氏症。她依然自己一個
人住﹐並且繼續做着很多家
務事和雜事﹐這些事是她被
確診前就一直在做的﹐包括
開車去買菜。
可是最近﹐愛麗斯的子女發
現她的車子上多了幾道被碰
撞過的凹痕﹐但是愛麗斯卻
說並無任何開車事故。她的
兒女也知道﹐對於愛麗斯來
說﹐能自己開車是她能夠獨
立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
是兒女們又非常擔心她的安
全。
她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喜歡宗
教﹐並開始將自己的退休金
捐給各種各樣的慈善機構。
她的兒女擔心﹐有人會乘機
利用她的慷慨﹐特別是當她
的阿氏症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兒女們覺得需要及早作好準
備﹐但又不知如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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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駕駛
腦衰退症會影響一個人的心智功能，導致判斷
能力，反應和對周圍環境的觀察和知覺減弱或受
損。所以，腦衰退症常常會影響到一個人是否能
夠安全駕駛。因而，當腦衰退症的症狀一旦開
始呈現，就必須開始考慮是否要停止駕駛。
醫生會用各种各樣的方法來評估一個人是否能安全駕
駛 。 例如，您的醫生也許會測試您的注意能力、辨
別空間的能力和判斷能力。醫生也許還會跟您的親
人或朋友談話，以了解您的駕駛習慣和歷史。在機動
車輛法的規定下﹐如果患者被評估為不能安全駕駛而
繼續駕駛的話﹐醫生有法律責任要報告該情況。所
以﹐是否吊銷一個人的駕駛執照是由卑斯省機動車輛
總監辦公室來最終決定的﹐而不是由醫生來決定。

記憶喪失
心情﹐感情和行為改變
晚期時需要別人貼身照顧
作決定、走路和平衡方面有問題
突然發作

•

阿氏症的症狀

•

在心智能力、注意力和警覺性方面的
能力表現不穩定
幻覺﹐有組織性的妄想和手部震顫
跌倒﹐暈倒﹐或短時間的失去意識
對抗精神病藥物非常敏感

•
•
•
•
•
•
•
•
•
•
•
•

手或臉部的震動或震顫
走路和協調能力有困難
臉部表情“像面具一樣”
跟路易體腦衰退症相似﹐例如注意力
和警覺能力有問題
失去興趣﹐失去抑制能力﹐或難以作
出決定
講究衛生程度下降
思想死板
把不應該的東西放進嘴裡
重複沒有意義的詞語或短語

是否可
治癒

治療
藥物(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運動

•

否

藥物
低鹽和低膽固醇飲
食
戒煙和戒酒
運動

•

否

•

否

•

藥物(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改變生活方式

•

藥物

•

否

•

藥物

•

否

•
•

藥物
(治療情緒﹐所以可
用抗抑鬱藥)
•
語言治療也許有幫
助

•
•
•
•
•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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譫妄(Delirium)和抑鬱症

暫托服務提供照護者臨時的護理任
務“替身﹐讓照護者可以休息一下。

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人經歷的症狀也許很像腦衰退症﹐但其實是抑鬱症或是一種
叫“譫妄”的症狀所表現出來的結果。抑鬱症和譫妄都是可以治療的﹐並且有時是可
以完全治癒的。因為如此﹐不要把它們跟腦衰退症混淆﹐這是很重要的。腦衰退症是
不可以被治癒的。

譫妄﹕譫妄出現時﹐往往是跟身體的另
外一個疾病有關聯的。譫妄的情況在住院
的老人中最常出現。家庭成員有時也會在
家中或護理院中發現這種情況。譫妄的發
作是突然且明顯的﹐持續的時間從幾個小
時至一個多月不等。症狀的嚴重性時高時
低。多數人在晚間的時候情況會較差﹐並
且在日間有一些短暫的清醒時刻 (即神智
正常的) 。如果人處於譫妄中﹐他/她會搞
不清楚時間、
人和地點﹐同
時記不清楚
久遠以前和
最近發生的
事情。一個
有譫妄的人
可能會有渙
散而奇怪的
思想、幻覺
(通常是看到
或聽到其他
人看不到和
聽不到的事
物)﹐也可能
會變得十分多疑惶恐、容易發怒、攻擊性
強和使人害怕。譫妄是由其他疾病、藥物
或是其他影響腦功能的原因引起的。 譫
妄是很嚴重的——它是醫療急症﹐因為它
有可能顯示出疾病或殘疾/無能的
狀況變得更為嚴重﹐甚至可能是
跟死亡有關。知道譫妄是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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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當您懷疑有人正在經歷譫妄的狀況
時﹐應馬上告知醫生。如果譫妄的根源被
找到和醫治﹐那麼疾病就相對來說會持續
較短的時間。

抑鬱症﹕抑鬱症是一種情緒失調。病情
通常起步緩慢﹐也許跟人生中的一些轉變
有關。症狀必須要持續存在兩個星期或以
上﹐才能夠被確診為抑鬱症。抑鬱症如果
沒有被診斷
出來﹐也許會
一直存在於病
人身上數月甚
至數年。如果
用正確的方法
來治療﹐會對
病人有良好的
效果。跟譫
妄不同﹐抑鬱
症病人在早晨
時的情況會較
差﹐日間及
晚上情況有所
改善。病人通
常有正常的警覺反應、辨認時間和地點的
能力以及長期記憶。在抑鬱症病例中﹐有
幻覺是比較罕見的。對近期事情的記憶
能力有可能受損。思維緩慢﹐有悲傷和無
望的感覺。有的人會有自殺念頭﹐並制定
計劃來傷害自己。如果病人有這種情況出
現﹐應該馬上送往治療。

卑斯省阿氏症協會
另一個非常有用的資源是卑斯省阿氏症
協會。並不是阿氏症病人才可以利用他
們的資源。該協會提供咨詢、教育和對
阿氏症患者及其親友的支援。服務包括﹕
• 早期腦衰退症支持小組
• 對照護人員的教育和支持
• 資源圖書館
• 危機求助熱線﹐網頁﹐小
冊子等等
此外﹐該協會還包含了一項名
為“平安回家”的服務。這是
在全國範圍內的登記服務﹐旨
在幫助皇家騎警尋找走失的
人。除了這些服務以外﹐該協
會還可以指引您找到其他服務。

“過去我還以為不會在
卑斯省阿氏症協會得到
什麼幫助﹐但是現在我
不感覺孤單了。我爸
爸現在開心多了﹗”

家庭成員患上腦衰退症﹐該如何應對
醫生除了要跟腦衰退症病人溝通以外﹐也
會跟同樣要面對腦衰退症的、照顧病人的
親友交談。在照顧患者的過程中﹐多數
人都會需要或多或少的支援和幫助。照
顧他人往往是既有意義又富挑戰性的一
件事。醫生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可
能會問照護者一些問題、了解情況﹐從
而為照護者提供適當的支援和教育。比
如說有可能推介照護者去阿氏症協會和
家庭和社區關懷﹔又或者是﹐如果照
護者本身有健康問題﹐醫生會直接治
療他們。如果您是一名照護者﹐請開
懷坦誠地跟您的醫生談論您的擔憂﹐困
難和適應的技巧。醫生會幫助您的。

“總有一些事情您可以做﹐也
總有一些專家會來幫助您。”

支持﹐認知或思考能
力治療﹐行為治療和
通過社交活動的治療
• 藥物(抗抑鬱藥﹐抗痙
攣劑﹐抗精神病藥)
•
• 在嚴重的情況下可能
要住院和使用電痙攣
療法
不能記起最近發生的
事情
• 感覺悲傷和無望
• 有自殺念頭
• 幻覺
一種情緒失
調
•

抑鬱症

(Delirium)

疾病﹐藥
物﹐或影響
腦功能的因
素
•

•

•

•
• 找尋原因
• 也許需要住院
• 在週圍採取安全措施
• 可以用藥物來減輕發
怒和極度的情緒不安
•
•

忽然發作
搞不清楚時間﹐人和
地點
• 短期和長期記憶均受
損
• 思想奇怪且渙散﹐有
幻覺
• 驚恐多疑﹐易怒﹐有
攻擊性或令人害怕的

是

是否可治癒

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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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服務處
社區健康服務處通常由不同的專業人士組
成﹐例如專門護士、社工、營養師、物理治療
師和職能治療師﹐他們都會幫助在生活中要面
對腦衰退症的人。社區健康服務處可以幫助病
人及其家庭聯絡到有用的社區資源﹐例如﹕
• 家務助理
• 家庭安全評估
• 處於社區中的安全指數評估
• 成人日托
• 過渡到另外的居住環境

治療

約翰的太太是在去年過世
的﹐他的子女都擔心﹐因
為失去了妻子﹐約翰可能
得了另一次小型中風。以前
的飯菜都是由約翰的太太來
做﹐所以子女們也很擔心如
今約翰不知吃什麼、怎麼做
飯和購買食物。約翰還患
有高血壓﹐子女們也擔心他
是否能記得服藥。沒有了妻
子﹐約翰的生活熱情似乎也
減退了﹐他不再參加教堂以
及其他的社交活動。他的子
女都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去
哪裡尋求幫助。

症狀

約翰的太太過世了﹐約翰
自己一個人居住在一間柏文
(公寓) 裡。他的三個孩子都
住在不同的城市﹐因而不能
夠照顧約翰的日常所需。他
的日子本來過得還可以﹐但
最近他的血管性腦衰退症似
乎有進一步加深的跡象。

原因/起源

腦衰退症影響的不僅僅是您的心情或思想﹐醫生還會
希望知道它是否影響您的日常生活和整體的健康。醫
生會跟您談論的話題包括營養、安全駕駛、用藥安全、
廚房安全、洗浴、家務事和社交。如果您的醫生有疑
慮﹐他/她可以推介您到社區健康處以尋求更多的幫助。

疾病

對照護者的支持和社區
關懷：
個案舉例

可以獲取什麼樣的幫助﹖

其他跟腦衰退症相似的症狀

我該在哪裡及如
何獲取幫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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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腦衰退症方
面的藥物﹖它們會
治癒我的病嗎﹖
腦衰退症方面的藥物﹕
個案舉例
小麗的媽媽患有早期的阿氏
症﹐小麗在照顧她。小麗聽
聞過幾種治療阿氏症的“神
奇藥丸”﹐但不確定是否值
得信賴。小麗也聽說過﹐阿
氏症是不能被治癒的﹐但她
還是很想知道﹐是否有什麼
藥可以幫助到她媽媽。
她的朋友小瓊也在照顧一名
患有嚴重阿氏症的病人。小
瓊說她的爸爸有時會變得情
緒極度不穩﹐過去還有非常
焦慮,恐懼多疑及有幻覺的
情況。小瓊說她從醫生那兒
獲得了一張處方﹐之後她爸
爸的情況就比過去穩定得多
了。小麗在想﹕小瓊獲得的
是什麼藥﹖她的媽媽是否也
可以開始服這些藥來預防更
進一步的阿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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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治癒﹐
那我為什麼要服藥﹖
1) 膽鹼酯脢抑製劑（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
最常見的一類藥是膽鹼酯脢抑製劑。 該類藥可以對腦
部使用的化學傳送物起作用。這些藥物通過檢驗﹐可
以用于輕微到中等的阿氏症。這些藥物可以用于阿氏
症和其他類型的腦衰退症。通過治療﹐三分之一的病
人可以表現出實質性的改善﹐另外三分之一的病人的
病情發展會減慢(對比起不服藥的病人而言)。大約三
分之一的病人﹐服藥後沒有作用或作用很少。
副作用包括﹕
• 想嘔吐
• 嘔吐
• 腿部/肌肉痙攣
• 睡眠不穩
• 行為改變
• 心跳減慢
在服這些藥物的過程中﹐把所有症狀和副作用記錄下
來是很重要的。這些記錄可以幫助醫生判斷藥物是否
有效、服用的劑量和藥物本身是否需要改變﹐或是需
要全部停服等。

治療但是不能治癒
沒有一種藥可以治好腦衰退症。目前﹐此症所有的藥
物都是針對其症狀﹐而非針對疾病的根源。也因為如
此﹐藥物並不會停止腦衰退症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藥
物有副作用﹐並非對每一個病人都適用。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該如何令她的父親感覺
更舒服一些﹐但後來發現﹐原來我們只需
要更加留意他的飲食時間。”

2) 行為治療
可以治療由腦衰退症而引起的行為和精神
上的症狀（BPSD)﹐例如﹕
• 幻覺
• 抑鬱
• 焦慮
• 睡眠不穩
• 攻擊性行為
• 情緒極度不安

• 太冷或太熱
• 感到害怕 等等

當病者作出擾亂性的行為時﹐最好把這些
情況記錄下來﹕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和
當時您正在做什麼。這樣有助您或醫生去
找出激發病者作出這種行為的原因﹐從而
可能針對性地去除或減少這種激發因素。
醫生也可能會了解患者當前所服的藥物和
潛在的心理健康狀況﹐因為這些都有可能
抗精神病藥可以用來減少擾亂性行為及照 是引發擾亂性行為的原因。
護者的負擔。在服用任何治療行為的藥物
之前﹐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衡量藥物帶來的 改變環境
風險與患者的行為孰輕孰重。所有藥物都 改變一個人的環境或生活規律可以減少其
有潛在的副作用﹐有的副作用甚至比想要 擾亂性的行為﹐例如﹕
治療的症狀本身更有害或令人擔心。
• 給照護人的教育和支持
• 藝術﹐音樂或寵物治療法
抗精神病藥﹐抗抑鬱藥和情緒鎮定藥
如果上述標準均符合﹐那麼醫生就可能開 • 輕量運動
具一類被稱為“抗精神病劑”的藥。這些
藥可以治療攻擊性行為、幻覺、妄想多疑 但是﹐如果這樣的做法沒有效果﹐就可以
考慮使用藥物。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明
症等等。但是﹐這些藥跟某些嚴重的副作
白﹐藥物應該是最後才派上用場的方
用有關﹐例如﹕
法﹐並且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使
• 增加跌倒的風險
用﹕
• 中風
• 心臟病
(1) 別的治療方法不適用或
不足夠
如果患者心情抑鬱﹐抗抑鬱藥和情
(2) 患者及他人有受到傷害的
緒鎮定藥也可以有效。這些藥可以
危險 和/或
非常有效且副作用較少。要何時服
(3) 症狀已經嚴重到足以引起
藥以及服哪一種藥﹐是一個很複雜
極大的痛苦和焦慮
的決定﹐需要因人而異。
要常常考慮一個人身處的環境和狀況
是否引發BPSD的原因﹐例如﹕
• 疼痛
• 飢餓
• 呼吸困難

有一個例外是抑鬱症。在抑鬱
症中﹐藥物可以是非常有幫助
的﹐不應該等到最後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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