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認知障礙症 

Introduction to Dementia 

http://www.hkada.org.hk/




 人腦约有1000亿個神經元 

 人腦重1.5公斤 

 心臟輸出的20%是供應腦部的 

 功率等如25W燈泡 

 每個神經元與其他5,000-200,000神經元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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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生處的資料顯示: 

平均每10位70歲以上人士，便有一位患上老年痴呆 

   症，即目前已約有七萬多位患者。此數目將隨著長 

   者年齡增長而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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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的成因 Etiology 

老年痴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 

•成因未明 

•現時並未有確治之法，而患者
的衰退是漸進式。 

血管性痴呆症  

(Vascular Dementia） 

•因連串的腦中風或血管疾病，
所帶來積聚的腦部損壞而成 

•患者衰退大多是梯級式 

其他導致痴呆症的成因包括: 

•情緒抑鬱 

•營養不足 

•甲狀腺分泌失調 

•缺乏維生素B12 

•腦外傷等 

•併發症， 

如柏金遜和愛滋病等  

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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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的分類及分佈 

Lam LC et al. Int Psychogeriatr. 2008;20(1):135-148 

Alzhe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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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短期記憶    行為及性格轉變    大小便失禁  

  判斷力減退    不能學習   臥床不起  

   語言表達或理解有 

     困難  

 

  不能處理自己的
日常生活  

  出現精神錯亂感到 

     困擾 

  需要長期照顧 

  需要別人協助處理 

     日常生活 

 

認知障礙症的病情進程 

輕度 中度 嚴重 



年歲 Age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或以

上 

患病率% 1.2 2.5 3.5 9.9 19 32.1 

女性 F 0.4 3.2 5.3 11.4 24 32 

男性 M 1.9 1.9 1.6 8.3 12.3 33.1 

香港認知障礙症患病率2006年
研究結果 Prevalence 



香港老年痴呆症患病率
2006年研究結果 

現有10萬名患者 

痴呆症患者之中只有11%已經確診 
Only 11% diagn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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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Dementia  

- a family business’ 

夫婦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母 父 父 母 



認識阿玆海默氏症 

• 由來：德國Dr. Alois Alzheimer於1906年 

• 一種漸進式的神經退化疾病a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 病理表現Pathology：大腦切片之神經纖維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及老年斑塊(Beta-amyloid plaques)堆積 

• 致病機轉：神經傳導物質(decreased neurotransmittor levels: 
acetylcholine, glutamate等)減少，神經細胞死亡 

• 病徵Symptoms：逐漸惡化，表現在三方面 

– 認知功能(cognition) 

– 日常生活的執行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 精神行為表徵(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 平均存活Duration：發病後8~10年 







腦部思維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s 
定向 Orientation 

專注力 Attention 

記憶 Memory 

計算 Calculation 

語言 Language 

空間感 Visuospatial 

執行 Executive function 

抽象思考 Abstract thinking 



阿氏症徵狀  

記憶力衰退，甚至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不再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或工作  

語言表達產生問題  

時間及空間感異常  

判斷力變差  

抽象性的思考產生問題  

東西放錯位置  

脾氣或行為產生改變  

個性產生改變  

失去原動力及活力 



精神行為的症狀Behavioral & 

Psychological Symptoms (BPSD) 

動作障礙  

情緒障礙  

攻擊  

焦慮, 恐懼感  

日夜生活作息顛倒  

幻覺  

妄想  



Functional Assessment 

Staging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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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老化因素 

基因 

教育 

壓力 

腦血管病 

氧化 

抑鬱 



預防認知障礙症八大招數 

1. 防腦創傷 2. 健康飲食 
 

3. 經常運動 4. 操練腦筋 

5. 控制三高 6. 維持社交 

7. 戒煙少酒 8. 心境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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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腦血管健康  

 血壓 

 血糖 

 血脂 

 煙酒 

 肥胖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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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 Supplements 

• Alcohol 

• Fish/Seafood 

• Caffeine 

• Vitamin E 

• Vitamin C 

• Fats 

• Ginkgo biloba 

 



Marilyn Albert’s formula 

 –Carrying heavy loads 

 –Walking 

 –Socialising 

 –Making complex decisions 





阿氏症診斷與評估 

• 醫生問症 

• 身體檢查 

• 智能測驗 

• 精神狀態評估 

• 日常自我照顧能力評估 



阿氏症診斷與評估 

1.腦部斷層掃描  

2.甲狀腺功能測試  

3.血清梅毒檢查  

4.血清維生素 B12  

5.精神心理評估  

6.其他 





阿氏症的管理 

家庭諮詢及減少照護者的負擔  

一般照護、減少意外及感染的發生  

終生學習與活動,如參加日間中心 

調整心境、保持正向思考  

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法 



Medications 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法 

現實定向導引 

懷舊治療法 

多感官刺激 

音樂治療 

藝術治療 

認知功能訓練 



 

智康中心 
 
      

芹慧中心 

日間中心 Day Activities Centre 
• 提供專門的痴呆症照顧
模式 
 
• 透過支援服務，讓患者
留 在家中接受照顧 
 
• 紓緩照顧者壓力 



日間中心活動 Day Care Centre 

餘閒活動 

Leisure activities 



其他服務 

  家屬支援及訓練 

Carer support and 

training 
為照顧者提供支援， 

增強家屬間的互助 



預前計劃 

-倫理法律財務考慮 

• 阿耳茲海默氏症雖然病情發展緩慢，但最終必定
引致腦部嚴重退化，失去所有功能而產生併發症
死亡。 

• 在患者未完全失去自決能力之前，就應根據其意
願安排將來的財務處理、個人照顧計劃和醫療指
示。 

• 例如持久授權書(EPA)、預前指示(AD)及遺囑
(Will)，患者及家人作預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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