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國際失智症協會資料，每3人就有1個人有失智情況，
台灣65-69歲有3%，85-89歲有21%，90歲有36%，
台灣每40分鐘就出現一個失智症病人。

資料來源：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



失智症不就是退化嗎？不是哦！完全理解錯誤❌！



資料來源：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9516/2196536

退化 記憶還保存在大腦里，一時想不起來，
經他人提醒或有線索就會想起來。

失智症
新經歷過或近期經歷過的記憶不見了，

而且會慢慢的忘記更早以前的事，
包含學會的生活動作， 後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正常人：可以連續性的保存記

憶，多多少少會消失1-2個，

但有線索就可以想起來

失智症病患：會從 近的行為開

始無法保存，而且會慢慢開始遺

失以前的記憶，直至全部忘記



失智症

「會忘記」的病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圖片來源： http://www.kfsyscc.org/about/interview-topics/tong-ku--ji-yi-yu-jin-ji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了解失智症，理解我們的家人



目前仍無法清

楚證實 沒有真正可以治癒

的藥物及方法

資料來源：http://www.cfad.org.tw/attantion.php



資料來源：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1400

失智症类型 说明 症状

阿茲海默症

(50%)

阿茲海默症佔了失智症中六到七成的成因，是一種發病進

程緩慢、卻隨時間不斷惡化的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

在早期的病徵中，病患的記憶力會出現衰退，並對時間、

地點和人物的辨認出現障礙。

身體主要異常處：掌管記憶的海馬迴，以及掌管人格特質

的大腦皮層的神經細胞發生病變退化。

迷路、健忘、認知功能衰退、

情緒不穩、行為改變等

血管性失智症

(20%)

由於腦血管疾病後所導致的失智症，血管性失智症的症狀

較為複雜，受其受損的腦部位和受損程度而定。血管性失

智症的退化速度，取決於中風次數與中風發生的位置，有

其三大合併症，分別是：感染、跌倒和再度中風。

日夜時序混亂、出現精神症狀、

情緒憂鬱、小步行走、記憶衰

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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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1400

失智症类型 说明 症状

路易氏體

失智症

(10%)

路易氏體失智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縮寫為 DLB），該

失智症除了有認知功能障礙外，在病程早期就可能出現身體僵硬、手

抖、走路不穩，以及重複無法解釋的跌倒現象。（疑似巴金森，但實

屬不同類型）

認知功能減退、反覆出

現幻覺、顫抖、步履不

穩等

額顳葉型

失智症

(10%)

額顳葉型失智症(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簡稱FTLD) 

則是腦部額葉、顳葉漸漸萎縮的一種腦部退化性疾病。 額顳葉型失智

症是形成早發性失智症 常見的原因，影響人的語言能力、判斷力、

溝通能力以及日常生活能力。 主要症狀包括早期人格變化、不合常理

的行為（例如該安靜時卻一直講話）、語言表達不流暢，或者一直重

複某些動作。與阿茲海默症較大的不同是，疾病的初期，並不會出現

神智混亂或是健忘的症狀。

言語退化、判斷力出問

題、人格改變、出現違

反社會規範的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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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1400

失智症类型 说明 症状

巴金森氏症

失智症

(10%)

巴金森氏症是神經退化性疾病，因腦部黑質細胞凋亡，造成多巴胺系

統逐漸失調。巴金森氏症不是失智症，但有3到4成的巴金森氏症病患，

會出現失智症的症狀。通常失智的現象是帕金森氏症診斷兩年以後才

漸漸產生的，當巴金森氏症的病人罹患失智症後，他會對於解決問題、

計畫和回憶事情發生困難。他們有常有注意力、視覺空間技巧、睡眠

的問題，但是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有幻覺和妄想的比例比阿茲海默氏症

多。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病人的幻覺常是視幻覺，唯有早期確診，及早

用藥，才可延緩神經退化，對改善病患生活品質絕對有幫助，因此千

萬不可以輕忽。

手腳顫抖、四肢僵硬、

動作遲緩、注意力變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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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家人的失智症狀，我們更能好好應對，降低誤會，

避免病患與家人、家人與家人間沒必要的爭吵，因為都是為照顧好家人。



資料來源：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bn1

我們家阿爸發生過的事情



資料來源：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bn1

我們家阿爸發生過的事情



資料來源：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bn1

這一頁阿爸好像還沒發生過。



資料來源：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bn1

我們家阿爸發生過的事情

這一部分，阿爸是因為不運動，
所以雙腳沒力氣



資料來源：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bn1

我們家阿爸發生過的事情



Ø 原則：配合失智症的進展，
改變對話的話語

Ø 病患：浩一先生
Ø 病患背景(P68)

ü吉他老師
ü阿茲海默型失智
ü性格大變：在外頭，行為

舉止仍然保持沉穩，但在
家裡，對老婆很兇；發現
只對家人很不好

ü變得不喜歡出門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請他到日照中心的方法
Ø 初期：拜託他來當吉他老師

ü 說法：我們(日間照護機構)這裡有很多因交通事故導致頭部受傷、罹患腦梗塞，
歷經正在復健的病患，聽說音樂療法頗有效果，想要拜託您前來協助

ü 環境搭配：有名牌、座位-教師席、使用工作人員的東西
Ø 中期：假裝發薪水

ü 工作人員先從妻子那裡拿取費用
ü 發薪水-把款項裝入薪水袋裡面交給浩一先生
ü 浩一先生把薪水帶回家，交給妻子
ü 妻子拿出薪水，確認後蓋章，並把薪水袋還給浩一先生
ü 浩一先生把薪水袋帶回日間照護機構
ü 工作人員預先向妻子拿一筆費用

（每月重複此流程）



Ø 原則：配合失智症的進展，
改變對話的話語

Ø 病患：浩一先生
Ø 病患背景(P68)

ü吉他老師
ü阿茲海默型失智
ü性格大變：在外頭，行為

舉止仍然保持沉穩，但在
家裡，對老婆很兇；發現
只對家人很不好

ü變得不喜歡出門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中後期
Ø 忘記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Ø 開始不在意自己的外觀
Ø 分不清楚白天晚上，都會一個人出門散步，但已無法靠自己的能力回家
Ø 失認行為：他竟然尿在自己的杯子裡面，也就是開始無法正確使用物品的症狀
Ø 開始拿別人的東西，這樣的舉動在失智症病患身上相當常見，位在自己眼前或旁邊

等所有在視野內的東西，通通都是「自己的」
後期到臨終
Ø 人明明在「二樓」，竟然會說「我要回家了」，然後打開窗戶想要出去，似乎是妄

想的頻率增加
Ø 會在家裡二樓窗邊小便
Ø 在樓梯上排便
Ø 無論是哪一種失智症， 後都會臥病不起
妻子打算
Ø 原來：打算由自己照顧到 後
Ø 跟醫生討論后：選擇放手，住進療養院；浩一先生變得稍微消瘦，不過看起來恢復

以前的沉穩
Ø 狀態：聽到聲音就會很開心回復：來了啊；但漸漸地，他卻表現出一副「知道是認

識的人但不知道是誰」



若不確定是否家人罹患失智症，
要盡快到醫院診斷。

家庭成員務必要同步失智症程度，
溝通好照顧方法，降低家庭成員之間
沒必要的爭吵，因為都是為家人好。

若確定罹患失智症



了解為什麼了，先不生氣，然後學習照顧資訊，

找到彼此「一起生活下去」的「智慧」。



下面是我陸續找到的，我相信資訊會越來越多，先給大家參考
Ø YouTube
•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user/tadatada2002
•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 https://www.youtube.com/user/73990893/featured
• loveoldpeople https://www.youtube.com/user/loveoldpeople/feed

Ø Facebook
• 失智症照護互助交流(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ementia.rehab/?ref=bookmarks

（每天必看，可學習到 真實的照顧方法，謝謝有這個社團，讓大家可相互打氣）
• 台灣失智症協會Taiwan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tada2002/
• 嘉義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
•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https://www.facebook.com/familycare.tw/

Ø 網站
• 台灣失智症協會 http://www.tada2002.org.tw/ （這裡面很多資訊）
• 愛長照 https://www.ilong-termcare.com/ （查找政府及社會資源，讓大家生活可以繼續往前，謝謝政府）
• 嘉義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http://longcare.cichb.gov.tw/#1296



失智症病患仍是透過腦部提供指令給情緒及四肢信號的，
所以照顧者務必除要了解失智症原因、症狀外，

重要的是知道跟失智症病患「如何溝通」，
這樣就可以幫助他把腦子引發的問題合理化，
獲得一個好的理由，心情舒暢，彼此繼續生活。

我們沒失智症的情況下，就會發生情緒低落、不舒服等，進而發生爭吵、
傷害自己及他人的行為，更何況失智症。

我的讀後心得：更多理解，自己的情緒問題比較不會那麼大，
但是記住，一定要跟其他家庭成員同步！

《注：我很感謝我們家阿母、哥哥、大嫂、弟弟、外籍看護都願意去理解，
雖然還是會生氣，但期盼我們會越好！》

雖然我的筆記裡面幾乎全部都來自這本書，但還是強烈建議去買，
因為裡面有更多的細節，需要看書裡面的字眼才能貫通起來。



資料來源：https://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990

真的很好用！



路易氏體失智症或皮克氏病：健忘程度比較低，無法利用遺忘特徵這個利器
利用失智症病患遺忘的特性 順著他們意思的方法

額顳葉型失智症：會一直重複相同的言行舉止，并採取反社會的言論及舉動，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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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我把一億元交給你保管了哦」
照顧者：「我把那筆錢捐出去了，那麼大筆錢真不好意思。會好好運用這筆錢」。

病患一上車就會一屁股坐在正中央的位置，即使工作人員拜託他往裡面坐，他也不動。
照顧者：「太一先生，就坐在那個位置上不要動！」。
結果病患就帶著一抹惡作劇似的笑容，往裡面做了。

好照顧案例！

額顳葉型失智症！

「吃飯嘍！」
「雖然我們有準備太乙先生的飯，不過您不會吃對嗎？」
然後他就會乖乖地坐下了。

額顳葉型失智症！

「請看右邊走！」病患裝作沒聽見，過沒多久往左邊靠，
工作人員一發現，便重新對他說：「請靠右邊走」，過沒多久，他逐漸往左靠。

額顳葉型失智症！



重要！
Ø 用簡單的字眼， 好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避免話語過長，聽不懂。

Ø 一次講一件事！

Ø 提供選擇題，利於家人好選擇。

「阿爸，我們都要出門了，要麻煩你看著家裡，起床了！」

「阿爸，你要吃麵，還是吃飯」



可惜：我們不了解我們阿爸，其他人若來得及就趕快了解家人及自己吧，記得把它們寫下來。

因為失智症會慢慢流失記憶，且從 新的記憶開始流失（注意！是記憶不見了，不是忘記！），
所以慢慢的， 後只會記得以前的事，所以會分不清現在的時空背景，
要了解重要故事，知道他可能在說什麼事情，這樣能順著他演一場戲，雙方都好過日子。

失智會反應出以前的生活寫照，照顧者配合過去的生活寫照，讓他活出自我。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老婆：「老公啊！照顧者來找你哦！」
老公：「今天不行啦！今天是報稅截止日，三月都要忙報稅的事情」。

（老婆：老公又以為自己還是稅務員了，現在已經退休了，而且現在是五月。）

照顧者：哦…
照顧者：「不好意思，我們公司也可以麻煩您報稅嗎？」
老公：「沒問題！」
照顧者：「如果您能前來我們事務所一趟 好了。」
老公：「真拿你們沒辦法，好吧，我跟你去。」

於是這樣，老爺爺就每天很順利的被帶到日照中心。

好照顧案例！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

把在我們所處世界中的事物（=事實）強加在失智症家人身上，也只會讓他們更加混亂而已。
當他們開始情緒混亂甚至發怒時，照護者也會在無形之中累積許多壓力，於是長期陷入勞累的負面循環。
還不如就任他去做到感覺「滿足」。（幫助他把腦子引發的問題合理化）

善用失智症病患，沒多久就會忘記發生過的事情，轉移他的注意力！（我阿爸大概30分鐘）
只要能成功的方法，無論使用幾次都無妨，也不會使家人生氣、傷心。

「我想回家」
「現在外面風很強，今天就麻煩你先暫住在我這裡，明天送你回家」。

「貓咪不見了」
「貓咪生病了，我們昨天才送牠去住院，還不能出來哦」。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好照顧案例！

好照顧案例！

注意！說話時口氣要堅定，尤其對長者要大聲講話，避免讓病患懷疑我們正在說謊話。
必須要信心滿滿的狀態下去做，若不禁地膽怯起來，無法取得病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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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奶奶不讓居家看護進入家門內，所以居家看護先跟奶奶透過窗戶聊天，之後看準時機：
第一招，看護：「不好意思，請借我用一下廁所」，奶奶開門給居家看護進去了。
第二招，看護：「不好意思，請借我用一下廁所」奶奶：「你不會到外面上啊？」

看護：「我是你兒子OOO，讓我來看看你的」，奶奶開門給居家看護進去了。

好照顧案例！

東西不見了 / 被偷了！ à 無中生「有」
病患：「我的外套不見了！沒有外套就回不了家了！」
照顧者1：「你有跟媳婦說：今天不用穿外套哦！」
病患：「不可能，今天我有穿外套來」
病患：「你給我站住，這是我的外套！」（拉著別人的外套，吵起來了）
照顧者2：「邦子女士！不好意思，其實因為現在洗衣店打折，所以我把您的外套拿去送洗了！」
病患：「送洗？」
照顧者2：「對的，我想明天就會有一個很乾淨的外套了，不好意思，我太雞婆了」
病患：「原來是這樣啊，謝謝你啊！」
開心的回家了。

好照顧案例！

注意！對失智病患來說，她認為是有穿的，所以惱羞成怒。

注意！配合病患製作一個合理的理由。

為了不要煽動病患的怒氣，照護者誠懇地說「對不起」等道歉舉動，也是很重要的。
記住！病患已經不是原來狀態的家人了，
不管他以前對我們好不好，不用生氣他的行為，好照顧才是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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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東西不見了 / 被偷了！ à 報失竊案
病患個性：高傲自大
病患：「有一只戒指不見了，一定是那個居家幫手偷的！」
（實際上根本沒有那個戒指）

照顧者：「真的啊，要不要我們再一起找找看！」
一起找，然後把流程走一下後，確定沒有。

照顧者：「這樣好了，我們來向警察報案吧！」
從電腦裡面打印出一張報案用的文件，然後請她簽名、蓋手印，
然後對她說：「那我就把這份文件交給附近的派出所嘍！」

她似乎因此獲得滿足，從此再也沒有提起「東西被偷了」。

另外：若是針對特定人士進行攻擊，建議換一個居家幫手。

好照顧案例！

對於失智症者，是既成事實，
不用去否定他！

3

Peggy補充：我爸爸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所以沒碰過，但是在記錄的過程中，
有些情境，若開始發生，就要統一話術，這樣較易照顧。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必須回哪裡 / 非去某處不可 à 利用「工作」或「閒聊」轉移注意力
病患背景：是一個按摩師

日照中心活動要開始了！
病患：「我要回去了，先走一步！」
照顧者1：「美佐子女士！請再待一會嘛！」
病患：「不行！我的客人在等我呢！」
照顧者1：「客人，什麼客人」拉著病患不讓她走！

照顧者2：「美佐子女士！我的肩膀僵硬，很不舒服，可以幫我按摩一下嗎？」
病患：「真拿你沒辦法！好啦！坐下吧！你是劈過材嗎？怎麼肩膀這麼僵硬！」
照顧者2：「謝謝你哦，真的好舒服啊！」

過了一會，她就冷靜下來，繼續待在日間照護中心了。

若這招久了，病患還是沒興趣，則可加上閒聊的方式，如.對了，你家鄉下年糕是圓的還是方的？

好照顧案例！

4

Peggy補充：我爸爸還沒有這種情況，但是我發現我請他做家裡 輕鬆的工作，他很熟悉，而且相對情緒也會很穩定，利用「工作」
真的是好方法！「工作」還影響人一生呢！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必須回哪裡 / 非去某處不可 à 利用「工作」或「閒聊」轉移注意力
病患：「客人要來了，所以我要回家！」
照顧者：「就在剛剛，客人打電話來說有事情，所以今天取消了哦！」

好照顧案例！

5

病患：「客人要來了，所以我要回家！」
照顧者：「司機先生要半小時左右才能回來哦，你先坐一下，喝杯茶，等會再叫你哦！」
基本上，病患過一下就忘記了！

好照顧案例！

張貼「公告」應對

在日照中心的大門口張貼「故障」兩字，一般年長者會認為故障打不開，
就不會隨意進出。
上頭的字盡量簡潔，避免使用外來字！

好照顧案例！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不洗澡 à 以「盛裝打扮」為由，誘導病患去洗澡
病患已經在家好幾天沒洗澡了。
照顧者想到方法，送到照護中心去洗澡。

照顧者：「媽，不好意思，突然有事情想麻煩你，可不可以請你代替我們去一下今天的中盤商協
會聯誼呢？ 拜託啦，只要出席一下就好了！」
病患：「這樣啊，好吧！」

日照中心的人來接送；「久候您的光臨了，麻煩這邊請。」
照顧者：「圭子女士，明天有祭典哦！希望圭子女士可以擔任這次的接待人員！」
照顧者跟病患挑選衣服，「衣服就選稍微花俏一點的，就這樣子如何….」
照顧者：「不過，既然要盛裝打扮，就得先洗個澡比較好…」
病患：「啊，也對！」
照顧者：「浴室在那邊，您要換洗的衣服也已經放在裡頭了。」
病患：「你們還真是準備周到呢」

病患就去洗澡了，「啊~洗碗，真舒服啊」

好照顧案例！

6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不喜歡包尿布 à 借用「試用品」、「調查」等名目

建議：找薄型復健褲，比較像內褲，排斥感較低

照顧者：「由於收到衛生署的委託做產品調查，可以麻煩您幫我們試用看看嗎？已經先請護理師
試用了，說是 合適的。」
病患：「原來是市場調查啊」
這種受到委任的情境，似乎能讓她感覺受尊敬，就欣然接受。

好照顧案例！

7

不想吃藥 à 告知病患「有好處」

方法一：「這是可以讓假牙越來越堅固的方法哦」

方法二：把藥和色彩鮮艷的巧克力豆混在一起（這個方法我個人覺得要視情況，噎到的可能性很高）
「要向大家保密，偷偷地吃哦」
（病患會有一種「只有自己」、「被選中」的優越感。

好照顧案例！

Peggy補充：我爸爸也不喜歡吃藥，但是我發現他不吃時，跟他說那就半小時後再吃哦。至少到現在都是有吃的。



不喜歡包尿布 à 就說當成內褲穿，3年多了，爸爸已經適應了

建議：
1. 找薄型復健褲，比較像內褲，排斥感較低

（一開始買的是一般尿布，根本不願意；後面找打復健褲，找到像一般內褲穿脫的感覺，願意嘗試）
2. 隨時家裡備著4條以上短褲
3. 外出看醫生：照顧者隨身攜帶一片尿布+一條短褲（醫院一般有障礙人士使用的大廁所）

這裡我補充我爸爸的例子吧。若嚴格算起來，爸爸其實失智情況大概5年左右，
3年前因騎機車跌倒，導致髖骨骨折住院，在那之前2年左右，就聽阿母說過，阿爸常常在家附近迷路，後面就慢慢都不出門了。

輕度期：因髖骨骨折，行動不方便，所以我們有請看護，所以我們請媽媽用恩威並施的方式就跟爸爸說，
因為他現在生活不方便，所以先把這個當成內褲穿，一開始不願意，但爸爸現在會聽媽媽的話，真的不行，就出動小孩再說服，
利用需要仰賴媽媽或看護幫忙洗澡之便，就強行拿復健褲給他當內褲，
一開始媽媽很心疼尿布都不尿，覺得很浪費都不尿，只好換我們說服，
但這幾年下來，發現當初的堅持是對的，當爸爸習慣復健褲後，晚上的照顧變得更加輕鬆，
至少晚上會尿在尿布裡面，不用起來換褲子或洗褲子；二來早上換尿布，就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習慣。

一個月總是會有幾次的不願意，這個是很正常的，這時候就要出動爸爸 怕又 愛的阿母，
恩威並施，阿爸很少不聽話，換是一定得換的，就是說服時間長短的問題。（未來我們還沒有碰到，但期盼過程不要太過坎坷）

現在情況就是 1.晚上會尿在尿布 2.白天有行動能力，來的及自行去廁所尿 3.白天來不及，就尿在隨身尿壺里
4.白天還是會有來不及，就失禁的問題，就直接換褲子就可以了（不要一直生氣，老實說生氣也沒有幫助的）

8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執著于危害健康及危險的行為

好照顧案例！

9
病患要開汽車 à 張貼有權威性的公告，禁止駕駛汽機車

靈活應用「警察」這樣的權威

好照顧案例！ 擔心病患用火 à 把控制閥藏起來（書中是用磚塊）

好照顧案例！ 讓病患成功戒煙

先把家裡所有的煙、打火機都藏起來
「我的煙呢？」
「你自己當初說抽煙對身體不好，早就在10年前就戒煙了不是嗎？你在做夢？」
「是哦，我戒煙了哦」
過沒多久又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就再把這樣的說詞搬出來說，
這樣重複個幾次，逐漸地他就不會再抽煙了。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執著于危害健康及危險的行為

好照顧案例！

10
用擬真酒減少飲酒量

「想喝酒」
「不好意思，現在只有檸檬燒酌，先用這個解饞吧。現在正要買酒來。」
（運動飲料+檸檬汁）

好照顧案例！ 病患會直接拿生肉或冷凍食品來吃 à 在冰箱貼著一張「危險！油漆未乾！」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不讓照護者進入家門

好照顧案例！

11
利用信賴人物的名號，降低防備心

「您好，請問有人在嗎？」
「幹嘛！你是誰？」
「我是醫生拜託來的！為您帶來山口醫生開的藥！」（山口醫生是婆婆的主治醫生，手拿著自製的藥袋）
「山口醫生開的？」
「是的，醫生很擔心您有沒有好好吃藥，於是委託我來看看您….」
「好啦，進來吧。」

假裝成病患認識的人

「好久不見！」à 變成認識的人

好照顧案例！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情緒不穩定、與他人吵架或施用暴力 à 引開病患的注意力

好照顧案例！

12
病患1背景：警官

病患1拿著拐杖敲病患2的椅子。
病患2：「你幹嘛啊！」
病患1：「這個椅子太突出了，會阻礙到通道。」
病患2：「那也沒必要拿拐杖敲吧…」

照顧者：「麻煩過來一下，好像有奇怪的人在那邊東張西望，可以幫忙看一下嗎？拜託您了！」
病患1：「什麼！在哪裡？ 我來看看」
過了一會
照顧者：「怎麼樣」
病患1：「什麼也沒有」
照顧者：「太好了！好像是因為看到武田先生來了，就逃走了吧。真是太感謝您了。請喝杯茶吧。」
病患1：「沒問題！我來保護大家！」

訣竅：利用(1)病患的生活寫照：性格、工作 (2)運用「致謝」話語，穩定病患情緒



注意：要避免被外人欺騙，保護好我們的家人。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情緒不穩定、與他人吵架或施用暴力 à 引開病患的注意力

好照顧案例！

13
假裝成熟人，阻止病患失控的行動

藉由故鄉的話題緩和病患的情緒

鈴子女士帶著怒氣走來走去，一旦遇到障礙她的物品，就會用盡全力敲打。
照顧者默默地靠近她的身邊，并一起走了幾步，儘管被她瞪了一眼，仍然裝作沒事，
照顧者：「我昨天去小樽哦!」 （小樽是鈴子女士的出生地）
鈴子女士：「真的嗎？」 臉上的恐怖神情在瞬間煙消雲散。
照顧者：「真是不好意思，忘記買紀念品了。」
鈴子女士：「沒關係啦」看起來心情很好
照顧者：「站著聊會累，我有點想做下來。」
鈴子女士：「好啊。」
鈴子女士：「妳有去我家嗎？不知道我爸爸過得好不好？」
照顧者：「他過得很好哦。」
她的表情看起來像是懷念什麼似的，情緒就這樣穩定下來。

好照顧案例！



如果謊言被識破怎麼辦呢？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病患：「不可以說謊哦！」
照顧者：「不好意思，我會錯意了哦」。

歹勢，我聽錯了！
歹勢，我理解錯了！
歹勢，我記錯了！….



① 捨棄舊有知識，用「減法」思考取代「加法」思考- 配合當事人的世界

② 說服等同於「竹籃打水」做白工- 即使論點正確但不一定能接受

③ 配合病患過去的「生活寫照」- 時時不忘當事人的人生經歷

④ 面對病患「不願妥協的堅持」，必須以退為進- 輸就是贏

⑤ 盡量以短句說出「重點」，長話分成多個重點短說- 用簡短的話語傳達

⑥ 記取「北風和太陽」寓言的教訓，勉強會導致受傷- 「蠻力」是糾紛的來源

⑦ 過於誠實會引來麻煩，「方便的謊言」是安定劑- 不見得「誠實就是好」

⑧ 溝通宛如「鬥智」，對於偏執的病患要以智慧應戰- 事先想好各種說法

⑨ 藉由表達「感謝」，撒下元氣的種子- 適時地以致謝的話語緩和場面

⑩ 善用「遺忘」，造就相互體貼的關係- 利用失智症疾病的特性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絕對要避免的是「雙方都倒下」。



作者建議若條件允許，避免辭掉工作，全職照顧家人；列舉理由如下，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

Ø 工作時可以忘記照護的事，還可以向同事吐一些苦水，心理上能夠喘一口氣。對失智症病患也能多一些耐心與

溫柔。如.「讓你白天一個人在家真是不好意思。」等體諒。

Ø 一旦把工作辭掉，就不得不和失智症病患一直待在家裡，容易產生「都是因為你，害我什麼也做不了」等不滿

的情緒。

Ø 無論是哪一種照護都一定會有結束的一天，問題在於，我們並不清楚那一天究竟何時到來，正因為看不到未來，

家屬會陷入「照護失智症所衍生的痛苦與疲憊會持續到永遠」這樣的錯覺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Ø 病患說的話不要照單全收，要懂得「翻譯」

Ø 照顧者（家人）一般會經歷：否定 à 混亂 à 憤怒 à 放棄 à 接受容忍

Ø 超出能力負擔時，覺得「這樣就好」是很重要的。

• 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說服自己「這樣就好」，然後放手。如果因為勉強在家照顧，而不慎引起事故，甚至

連家屬也累倒的話，才是會留下「莫大的後悔」。

Ø 無法解決的事就交給「時間」解決

Ø 大家一起面對失智症家庭。

• 作者的意思是不用怕丟臉，依病患本身情況，鏈接服務機構、服務人員共同照護病患（也就是先打個招呼啦）

• 而我個人感受是，若有條件的話，盡量避免獨自照顧，可以找看護、居家幫手、家人輪流等，這樣病患才可

以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Q：要不要告訴病患自己，他罹患失智症？（P84）

A：作者依經驗來說，認為若為長者就不要了。即使告訴本人，病患說不定連「失智症」這個單子都無法理解也說

不定，或者就算可以理解，也有可能過沒多久又忘記了。可能就是煽動長者的不安罷了。

其實 先察覺吱聲異常的人，就是年長者本省。

Peggy自己的感受：

ü 因我們爸爸年紀已81歲，教育程度不高，跟他說失智症，他其實是很難理解的；二來現在的情況是新的記憶已

經很難記得（但我發現針對「吵架」、「家人受傷」，他可以記到隔日，還會主動關心）

ü 因家庭成員有媽媽、哥哥、大嫂、姪女、我、弟弟，還有看護，家裡自營小工作及習慣原因等很多因素，我們

家幾乎是白天就有4個人在家裡，所以更多是要讓家人及看護了解爸爸的情況為何，為什麼會有這些看似不正常

的行為，如何應對等；因爸爸更多的不是需要餵食、傷口照顧等，更多是要懂得應付大家常說的「老番顛」行

為，那個會讓家人、看護及爸爸本身很挫敗，但若理解行為，更多就不會太糾結，會讓彼此更輕鬆一點。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了解失智症的症狀，更容易了解病人本身。



Ø 記憶障礙：整個記憶都會消失。

Ø 失語：記得的單字量越來越少，演變成說不出話的狀態，隨著失智症的發展，病患會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說

什麼，也會漸漸無法理解其他人所說的話。這會造成病患情緒不穩的原因。

Ø 失認：無法掌控物品、人的臉等。就如同會小便到杯子裡的問題一樣。

Ø 喪失方向感：慢慢喪失認識場所的能力。

Ø 書寫障礙：忘記一些字怎麼寫、寫不出字，但閱讀能力仍然得以維持。

Ø 失用症：無法利用身體四肢做出正確的動作，如.病患會搞不清楚衣服的正反面、穿的順序、穿法，他們可能會

把褲子帶到頭上。

Ø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狀：病患無法按照順序說話、不能邊看食譜邊邊做料理的狀態。

Ø 社交認知功能障礙：無法理解社會規範與規則、不理解周圍人的感受，在社交情境上出現困難。

資料來源：（書籍）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