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能治療在失智症團體的介入

張自強 (OTR, MA, PhD)

台灣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台灣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現職：＊現職：
台灣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台灣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台醫院評鑑/教學醫院評鑑委員
台灣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委員
臺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主要經歷：＊主要經歷：
長庚大學諮商輔導組兼性別平等委員會執行秘書
美國紐約大學健康中心兩性健康諮商師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講師
長庚醫院精神科督導兼職能治療師
勞委會職訓局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諮詢暨研發輔導委員
美國紐約醫院康乃爾醫學中心職能治療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師



人口老化人口老化

• 台灣截至2010 年年底為止，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之比例已達到10.7％(內政部)。

• 未來將從2014年的273萬人（11.6%）增加到
2021年的392萬人（16.54%），2025年台灣人
口中將有五分之一是老人，老人人口比率直逼英
國、法國及美國等已發展國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2006; 林萬億, 2006)

長期照護長期照護

• 涵蓋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
• 若將長期照護與急性醫療服務相比較，長期照護
技術層級較低，所需服務時間較為長久；

• 在照顧目的方面，急性醫療主要目的在於「治
癒」疾病，長期照顧則在於「照顧」個案，它的
重點在於降低損傷的程度，維持或改善障礙者的
身心功能，期許增進並延長期獨立自主生活的時
間；能協助個案維持或恢復身心功能（吳淑
瓊,2005）。



台灣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Ø2014年3月底，65歲以上老人共272.4萬人，佔總人口11.7%
Ø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14.6%)；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20.0%)

(25年)
(7年)

臺灣老年人口快速增加

7台灣

台灣老年人佔率比較 (201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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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百分比 (%) 縣市 百分比 (%)
全台 11.53 臺南市 12.20
嘉義縣 16.43 基隆市 11.99
雲林縣 15.77 嘉義市 11.86
澎湖縣 14.31 高雄市 11.38
南投縣 14.30 金門縣 11.23
臺東縣 13.71 新竹縣 11.09
苗栗縣 13.69 福建省 11.05
屏東縣 13.54 新竹市 9.81
宜蘭縣 13.54 新北市 9.48
臺北市 13.50 臺中市 9.39
花蓮縣 13.21 連江縣 9.32
彰化縣 12.81 桃園縣 8.90

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3



老人之心理與健康老人之心理與健康

• 生理功能退化
• 家人在外地之孤獨感
• 居家環境之安全與便利性
• 日常生活功能獨立減少依賴
• 優質退休生活兼顧生活品質
• 讓銀髮族找到自我價值感與需求性





國際失智症組織的統計國際失智症組織的統計
全世界 每 4 秒鐘

就有一個人得到失智症

迎接長照時代的來臨

台灣長期照護政策發展台灣長期照護政策發展

• 為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政府近年來陸續推動諸
多相關政策。

• 行政院於2007 年4 月，核定「我國長期照顧10 年
計畫」，期透過該計畫的實施與推進，建構完整
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強化長期照顧服務所需各項
的軟硬體基礎建設，將現行分散在不同行政體系
所實施的長照服務及其資源加以整合，以保障失
能的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獲得適切服務，增進他們
獨立生活能力，提升他們日常生活品質，維持他
們的尊嚴與自主。



台灣現有之長期照護服務類型

• (一)機構式服務單位(護理之家)—可提供重度依賴
或家庭照護資源缺乏的老人全天候的服務。

• (二)各類居家照護單位—協助或暫代家庭照護者
提供照護，讓家庭照護者獲得喘息的機會。

• (三)日間照護單位—讓個案仍享有家庭生活。

台灣現有之長期照護服務類型

• (四)居家環境改善服務—增進個案在家中自
主活動的能力。(吳淑瓊,2005)

• 家人與親友的非正式照護是長期照護的最
重要服務資源；也是長期照護的服務對
象，希望給予非正式照護者必要的支持，
增進其繼續提供服務的意願與能力。



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重大議題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重大議題

•• 台灣台灣 65 65 歲以上人口歲以上人口 :  :  ≥≥ 220 220 萬人萬人
(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位) 

•• 2011年年 台灣有超過台灣有超過 19 19 萬萬 失智症患者失智症患者

預估預估 21562156年年 會有會有7272萬萬,,也就是說每也就是說每100100人就有人就有44人是失智症人是失智症

•• ≥≥ 65 65 歲歲的盛行率的盛行率 :  2.5 % ~ 5.0 %:  2.5 % ~ 5.0 %
且隨著年齡增加而增高

什麼是失智症什麼是失智症?? 和老化不一樣嗎和老化不一樣嗎??
•俗稱老人痴呆症

•失智症不等於正常老化！

失智症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常被解讀是「單純是老化的
正常現象

•在台灣，輕度失智症常被忽略，以為是正常的老化

•失智症主要是以記憶力、定向力、判斷力、計算力、抽
象思考力、注意力、語言等認知功能障礙為主，同時可
能出現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精神行為症
狀，這些症狀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及工作能力



失智症十大警訊失智症十大警訊

• 記憶減退影響到工作：
一般人偶而忘記開會時間、朋友電話，過一會兒或經提醒會再想
起來。但失智症患者忘記的頻率較高，且即使經過提醒也無法想
起該事件。

• 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
如英文老師不知「book」是什麼；自年輕即開車的司機伯伯現在
經常走錯路；銀行行員數鈔票有困難；廚師不知如何炒菜等。

• 言語表達出現問題：
一般人偶而會想不起某個字眼，失智症患者想不起來的機會更頻
繁，甚至以替代方式說明簡單的辭彙，如「送信的人(郵差)」
「用來寫字的(筆)」等。

• 喪失對時間、地點的概念：
一般人偶而會忘記今天是幾日，在不熟的地方可能會迷路。但失
智患者會搞不清年月、白天或晚上，在自家周圍迷路，找不到回
家的路。

失智症十大警訊失智症十大警訊

• 判斷力變差、警覺性降低：
開車常撞車或出現驚險畫面；過馬路不看左右紅綠燈；借錢
給陌生人；聽信廣告買大量成藥；一次吃下一周的藥量；買
不新鮮的食物等。

• 抽象思考出現困難：
對言談中抽象意涵無法理解，而有錯誤反應。日常生活操
作電器如微波爐、遙控器、提款機的操作，對指示說明的意
思無法理解。

• 東西擺放錯亂：
一般人偶而會任意放置物品，但失智症患者更頻繁，將物品
放在非習慣性或不恰當的位置，如水果放在衣櫥裡、拖鞋放
在被子裡、手錶放在冰箱裡、到處塞衛生紙等。



失智症十大警訊失智症十大警訊

• 行為與情緒出現改變：
一般人都會有情緒的變化，失智患者的情緒轉變較快，一下子哭
起來或生氣罵人，情緒的改變不一定有可理解的原因。可能出現
異於平常的行為，如隨地吐痰、拿店中物品卻未給錢、衣衫不整
等。

• 個性改變：
一般人年紀大了，性格也會有少許改變，失智患者可能會更明
顯，如疑心病重、口不擇言、過度外向、失去自我克制或沈默寡
言。

• 活動及原創力喪失：
一般人偶而會不想做家事、不想上班工作，失智患者變得更被
動，需要許多催促誘導才會參與事務。原本的興趣嗜好也不想去
做了。

特點特點

• 「近的記不住，舊的一直講」
• 「躺著睡不著，坐著打瞌睡」
• 「到處漫遊走，出門就迷路」
• 「東西一不見，直覺被偷走」
• 「問話重覆說，行為反覆做」
• 「情緒欠穩定，憂鬱最早現」
• 「當面對質問，謾罵攻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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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屬或照顧者常常抱怨，
說他記憶不好，

可是古早以前的事，

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看他是故意裝的。”

“真是急死人，
明明說好要她在那裏坐一下，

我去拿藥。

等我回來，人卻不見了，

不知要到那裏去找 ? ”



媽媽常說: 
“我明明把錢放在櫃子裏，
怎麼會就不見了，

難到錢有長腳自己逃走”，
結果弄得沒有子女敢跟她同
住。

第一級第一級

• 正常狀態



第二級第二級——和老化有關的記憶力障礙和老化有關的記憶力障礙

• 臨床上以主觀抱怨記憶力差為主

第三級第三級——早期失智症早期失智症

• 在其熟練的職場中，出現偶然的差錯，如
年輕時就是廚師的老人，偶爾出現炒菜口
味變差。



第四級第四級——輕度失智症輕度失智症

• 複雜日常生活功能開始變化(比方錢財處理
、做家事、搭乘交通工作、旅遊、打電話
、服藥)

第五級第五級——中度失智症中度失智症

• 開始不願洗澡，常用各種不同理由合理化不去洗
澡

• 選擇季節性衣服能力下降，常穿同一件衣服，甚
至有異味也不換



第六級第六級——中重度失智症中重度失智症

• 個人基本生活功能開始下降
• 分五個亞級

– 6a穿衣能力下降
– 6b洗澡需人協助
– 6c如廁能力下降
– 6d小便開始失禁
– 6e大便開始失禁

第七級第七級——重度失智症重度失智症

• 語言及運動能力變差
• 分為六個亞級

– 7a說話能力下降，只限1-5個字
– 7b只說單一字
– 7c走路能力下降，漸只能坐輪椅
– 7d從可坐降到只能躺
– 7e喪失微笑的能力
– 7f喪失保持撐起頭的能力



失智症的進展失智症的進展

輕度

記憶力受影響; 
短期記憶力喪失; 
個性改變; 
方向感錯亂, 

判斷力變差

中度

記憶力惡化; 
定向感變差; 

精神行為問題增加; 
忘記如何完成日常
的事務、虛談、妄
想、幻覺、誤認、
日落現象、個性上
有大的轉變、日夜
顛倒、睡眠障礙

重度或後期

失禁; 
進食困難; 
運動功能退化; 
只對自己有反應; 
生活需極大協助

末期

臥床; 
靜默; 

感染併發症; 
吞嚥困難; 
體重減輕

壓瘡高風險

生活事物完全仰賴照顧者
ó當情況惡化時，很容易入住機構
ó其他醫療問題讓失智症患者更顯

複雜 (如:骨折、感染)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 當你所認識的長輩或是自己有多項敘述符合
十大警訊時，請至精神科門診檢查以確定是
否罹患失智症。

•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對患者及家屬很重要！
失智症目前尚無法完全治癒，患者的功能會
隨著時間逐漸退化，進而影響工作及生活。
早期發現及治療有助於減緩功能的退化，維
持較佳的生活品質。



失智症的危險因子失智症的危險因子
年齡
遺傳因子 (近期觀點)
腦部外傷 (早期觀點，目前未定論)
女性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
低教育程度
抽煙
生產時母親的年齡
家族中有唐氏症病史
憂鬱症

阿茲海默症不可逆的危險因子阿茲海默症不可逆的危險因子

• 年紀
• 家族病史
• 腦傷
• 遺傳原因
• 性別



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可修正可修正的危險因子的危險因子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肪

抽煙 喝酒

憂鬱

代謝症候群

有毒化學與環境因子的傷害

慢性腎功能不足

維他命B6, B12, 葉酸缺乏
教育情形

失智症可以預防嗎？失智症可以預防嗎？
•多運動
中年時期能每週規律地從事2次以上的運動
，對失智症與阿茲海默症都有保護作用，其
相對風險下降近6成。

•建議：
維持每週2~3次以上規律運動的習慣，如走
路、爬山、游泳、騎自行車、健身房、柔軟
體操、有氧運動、瑜珈、太極拳、元極舞等
都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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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可以預防失智症可以預防
嗎？嗎？
採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被證實可降低心血管疾病與某些癌症的
風險甚至是整體死亡率，同時阿茲海默症發病的相
對風險下降約7成。
建議：
(1)多攝取蔬果、豆類、堅果、未精製穀類（維生
素C、E及 B群）
(2)使用橄欖油等未飽和油脂來烹調或調拌沙拉，
少食用飽和性脂肪
(3)多攝取深海魚類(omega-3 脂肪酸) 
(4) 可維持飲用適量葡萄酒的習慣，但無此習慣者
則不建議喝酒。

失智症可以預防嗎？失智症可以預防嗎？

•多社會參與

研究顯示，多參與社交活動可降低罹患失智症之
風險，其相對風險下降4成；孤單的人，罹患阿茲
海默症的風險增加2倍以上，孤單的生活方式其認
知功能退步速度比較快。
建議：
努力保持社會參與、和人群接觸，如參加同學會
、公益社團、社區活動、宗教活動、當志工、打
牌等，都有助於增加大腦的血液灌流量，降低失
智症發病之風險。

40



失智症可以預防失智症可以預防
嗎？嗎？•遠離失智症危險因子(避兇)
三高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

高血壓、糖尿病、心臟血管疾病、腦中風都會增加阿
茲海默症的風險。許多研究顯示糖尿病會造成記憶或
認知的衰退。中年人血壓收縮壓>160mmHg且未治療
者，發生阿茲海默症的風險為血壓正常者的5倍。重
要的是，研究顯示控制高血壓可以降低發生阿茲海默
症的風險。

建議：
藉調整飲食、運動維持正常血壓、血糖及膽固醇，高
血壓、高血脂、糖尿病患者應接受治療，控制在正常
範圍內。

失智症可以預防失智症可以預防
嗎？嗎？

注意肥胖

中年時期肥胖者（BMI 30），其阿茲海默症發生的
相對風險上升3倍，過重者(BMI 介於25、30之間)升
高2倍。
建議：避免肥胖或過重，維持理想體重。

小心頭部外傷

嚴重頭部外傷是阿茲海默症危險因子之一，腦部曾經
受到重創的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是一般人的4倍
以上。
建議：騎單車或機車時應戴安全帽，並避免其他頭部
受傷之機會。



失智症可以預防嗎？失智症可以預防嗎？
戒菸
抽菸是阿茲海默症的危險因子，相對風險上升近2
倍，而戒煙可降低風險。持續抽菸的人每年認知功能
退化的速度較快。
建議：立即戒菸，可尋求戒菸門診協助。

降低憂鬱
曾罹患憂鬱症者發生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增加，研究顯
示其相對風險值約為無憂鬱病史者之2倍。
建議：
以運動、靜坐、瑜珈等方式釋放壓力，並學習以積極
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活，接受自己、家人及同事的不完
美。憂鬱症患者宜定期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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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職能治療在在長期照護長期照護的特色的特色

• 全人之考量
• 以增進職能表現與生活功能為前提
• 提供“生活功能診斷”與治療
• 銜接醫療模式 ( Medical model )至
社會模式 ( Social model )



居家職能治療服務居家職能治療服務

• 評估 ---了解個案生活方式及障礙

• 分析 ---分析功能障礙之原因

• 治療 ---以個案為中心安排適合之治療

• 治療性 • 代償性

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
1.評估個案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與障礙
基本日常生活功能

1. 進進食食
2. 穿脫衣物
3. 盥洗
4. 如廁
5. 沐浴
6. 轉位
7. 行走
8. 輪椅使用
9. 功能性溝通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1. 家事操作
2. 社區生活技巧(外出、理財、購
物 )

3. 健康的維持（就醫、服藥）
4. 安全之維護
5. 使用環境設備及工具(打電話..）

失能狀態評估



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

2.提供基本及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之訓練與
指導。
–以「解決問題」方式，找出個案可行，最能發
揮個案潛能之方法

–強調安全性為前提，預防意外的發生

–以活動分析（activity analysis）的原則，
逐步依個案進步調適情況做調整

–能熟練訓練成果，並成為生活作息一部分

–請家屬或照護者配合的策略

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

3.促使回歸社區之各項訓練：
–社交活動的鼓勵、安排，與設計

–外出訓練

–工作能力評估與準備訓練等。

4.輔助用具（輔具）需求的評估、建議、製
作，及相關資源，如廠商／租借中心，申
請補助法規與流程的資訊提供。

5.環境評估與改造



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居家職能治療之服務內容
6.促進個案各種基本能力的訓練
–上肢及手功能
–認知知覺功能
–平衡能力訓練等

7.副木製作及諮詢
–拉張及擺位效果，減緩變形的發生
–增進功能
–減少疼痛
–保護

8.指導家屬及照護者正確復健概念與技巧。

我們已經做了什麼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
• 居家

– 台北市衛生局居家復健職能治療
方案

– 新北市居家復健職能治療方案
– 各縣市居家復健方案
– 失智症居家介入

• 社區
– 台北市衛生局社區復健方案
– TADA社區互助家庭
– 樂齡方案(社區失智長者技康促
進團體)

– 認知儲備團體(社區健康長者認
知團體)

– 社區復健中心

• 機構
– 機構專兼職OT服務

• 其他方案或活動
– 新北市長照管理中心失能評估方案
– 台北市社會局三科西南區失能評估方
案

– 失智症協會瑞智俱樂部頭腦體操班
– 職業評估
– 職務重建計畫
– ICF評估
– 長期照護需求調查
– 兒童篩檢評估
– 北市社會局失能老人輔具及環境改造
評估

– 陽光基金會
–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等身心障礙領域
– ……



台灣中和職能治療所台灣中和職能治療所 –– 瑞齡學堂瑞齡學堂
每週二
2:00~4:

00

日期 家屬講座 失智長者課程
主題 講者 主題

一 5/6
失智症病程及治療

楊境中醫師
日常生活活動-自我照顧

二 5/13 失智症及照顧者日常生活規
劃

柯宏勳職能治療師
運動功能活動-簡易體適能

三 5/20 淺談失智症 楊境中醫師
知覺功能活動-視知覺

四 5/27 長期照護福利資源介紹 黃盛祥職能治療師
藝術創作活動-創意剪貼

五 6/3 失智症藥物及老年用藥安全 劉惠雅藥師
認知功能活動-聽覺記憶

六 6/10 失智症之營養補給 葉香蘭營養師
人際功能-團體活動

七 6/17 失智者照顧之行為處理技巧
及安寧療護

李會珍副袐書長 日常生活活動-簡易烹飪

八 6/24 失智症照顧經驗分享 陳筱琳心理師 休閒活動-藝文課程
九 7/1 照顧壓力與調適 陳筱琳心理師 懷舊活動-懷舊課程
十 7/8 家庭角色的轉換與調適 陳筱琳心理師 音樂活動-合唱之樂
十一 7/15 舞動紓壓，身心放鬆 姜愛玲舞蹈治療師 休閒活動-園藝體驗
十二 7/22 陪伴的路上你和我 李欣怡職能治療師 陪伴的路上你和我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張自強張自強((台灣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台灣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

••EE--mail & Facebook:mail & Facebook:

otchang@gmail.comotchang@gmail.com

••(O) +886(O) +886--22--26101660 26101660 分機分機 24002400

mailto:otchang@gmail.com
mailto:otch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