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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源包一共包含四本小手册及一份服务列表。您手上的这本《提供护理》手册提
供了有关失智症的基本信息、实用技巧、活动和资源，协助您照顾身边患有失智症
的亲人。

这本小手册专为您与其他看护者而设，帮助您进一步了解家庭讨论和每一名家庭成
员可以扮演的角色；内容也包括了如何为亲人的护理意愿进行及早规划、如何预防
跌倒并让家里更失智友善、如何与亲人建立密切关系及如何安全地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等等的资讯。这将辅助您更好地应付您的看护路程，同时也确保您的亲人得到最
好的照顾。

如果您知道有人需要帮助，或想了解有关失智症的支援及服务信息，请电邮
ccmh@aic.sg 或拨打护联中心 (AIC) 热线 1800 650 6060。

本资源包能够如何协助您？

您的评估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您能扫描二维码，
分享您的评价。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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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沟通的挑战

中期失智症

晚期失智症

“我患有失智症。我可能会中午打瞌睡，我可能会做出不寻常的反应。
  我希望您尽力理解；这是我的新现状。我活在当下、活在剩余的每一
  刻。请专注于我，而不是我衰退的大脑。”

失智症能影响您亲人的沟通能力，他们与他人的交流或互动可能不再像以往一般。
接触失智症患者时，亲切和关爱的态度很重要。这不是他们选择处于的状态。看护
者与失智症患者之间需要共同付出和努力才能相处融洽。与失智亲人沟通，首先需
要了解他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能力和面临的挑战。

• 有能力遵循简单的一步式指示。
• 有可能通过逐个单词理解书面上信息。
• 难以跟上对话。
• 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 有可能退出较费力的交流与互动。
• 有可能因性格和行为的变化、多疑和妄想影响对话的进行。

• 有可能因词汇量减少面临交谈的困难。
• 言语表达可能只限于一串串的单词和语音。
• 对话可能会中断。
• 有可能以非寻常方式理解信息和言辞。
• 使用基本和简单的词汇。
• 有可能极少进行互动。
• 患者可能不察觉别人在对自己说话，也可能开始说自己熟悉的

家乡话或母语。

早期失智症
• 有能力在对话中清楚传达和接收信息，但在表达某些词汇方面

有困难。
• 有能力在简短的社交互动中与他人沟通，但难以长时间在社交

场合里保持活动状态。
• 难以持续跟进及听明白冗长的对话。
• 有可能听明白了，但很快就把话忘记。
• 有可能对笑话和讽刺性言辞感到困惑，激起对处在环境的敏感

情绪。
• 有可能因过度刺激或触动感到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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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沟通技巧
与失智亲人之间的互动可能具有挑战性，因此在沟通时需积极聆听、理解他们的肢
体语言、重复确认所听无误、并保持共同话题非常重要。时间一久，通过不同感官
进行的非言语交流将变得更加重要。

言语交流 非言语交流

接近时别惊动他们

进房时先敲门或征求他们同意是考虑
周到的表现。

视觉考量

• 选择一个安静、有足够自然光的
房间。采用柔和灯光以减少阴影
和眩光。

• 提供视觉提示并解释用意。指向
或碰触您希望他们使用或说明的
物件。

• 如果无法理解亲人，要求他们指
出或做手势。如果感到困惑，写
字条可能有所帮助。

• 观察他们的肢体语言，如果不知道
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也没关系；您的
陪伴就是亲人最重视的支持。

自我介绍

直接与亲人交谈。
从正面接近，让他们意识到您的到来。

听觉考量

音乐可以触发记忆、改善情绪和鼓励
互动交流。您可以播放轻快、舒缓和
放松的音乐，但最好先了解亲人的音
乐喜好。

4     与失智症共处：看护者的资源包 手册四: 提供护理   5



言语交流 非言语交流

给予亲人尊严与尊重

• 与就座的亲人说话时低下身体。

• 勿 用 高 高 在 上 的 语 气 或 面 向 别
处，似乎他们不存在。

• 尽可能保持眼神交流，对他们的
表情和话语表示认可。

• 给予安慰和信心，鼓励他们与您
倾谈。

嗅觉考量

用薰衣草和柠檬精油熏染房间，可以降
低失智症患者的焦虑和烦躁。

简化您的话

• 慢慢、清楚地说话；交谈时保持
耐心且语气平静。

• 避 免 复 杂 漫 长 、 考 验 思 维 的 对
话。一次问一个问题，太多的问
题可能会让他们应付不来。

• 提出“是”或“否”回答的封闭
式问题。

 - 问：“您想喝咖啡吗？”

 - 勿问：“您想喝什么？”

触觉考量

• 不 要 低 估 肢 体 接 触 所 传 达 的 关
怀；握住亲人的手或给予他们轻
柔的手部按摩。

• 如果亲人容易分心，可以轻轻碰
触以重获他们的注意力。

言语交流 非言语交流

确保活动空间舒适安静

在最无干扰的环境中与他们单独对话。

请保持耐心

• 耐心倾听亲人的感受、想法或需求。

• 给予他们时间做出回应。除非他们
表示需要帮助完成句子，否则不要
打断或主动帮他们说完后半句话。加强亲人的视力和听力

确保他们佩戴好眼镜、环境灯光充足、
助听器操作无损、同时佩戴假牙让话语
更清晰。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nhs.uk/conditions/dementia/
communication-and-dementia/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更多关于失智症语言指南，请浏览 www.dementia.org.
sg/wordshurt/  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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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日常作息
早晨

洗漱、刷牙、更衣上巴
刹或咖啡店

准备早餐、吃早餐、
打扫厨房

喝咖啡、找人聊天

尝试手工艺，例如折
纸，或翻看旧照片重温
回忆

一起进行简单的家务，
例如折叠衣服或饭后擦
桌子

散步或参与动态游戏

下午

帮忙准备午餐，例如择
菜或洗菜、削马铃薯皮

吃午餐、洗碗

与他人社交

听音乐、做填字游戏和
看电视节目

园艺、散步或拜访朋友

小睡

傍晚

冲凉

准备晚餐、吃晚餐、打
扫厨房

玩纸牌游戏、看自己最
喜欢的电视节目或做
按摩

与他人社交

准备睡觉

欲知更多关于规划日常作息的信息，请浏览 www.aic.buzz/CG-
CareRoutine  或扫描二维码。

在规划日常作息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他们的喜恶、强处、能力和兴趣
 他们过去如何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天中精神最佳的时段
 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吃饭、洗澡和更衣
 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定时起床和睡觉

随着病情的进展，亲人可能难以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因此规划日常作息能让他们
更有条理地生活。融入亲人喜欢的活动也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焦虑并改善情绪。

您可以考虑的日常活动包括：

家务

心理活动

用餐时间

体育活动

个人护理

社交活动

创意活动

信仰活动

适合早、中期失智症患者的日常活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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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让失智亲人参与的活动
通过活动与失智症患者互动的建议包括：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dementiahub.sg 或扫描二维码。

选择类似他们一向喜爱的活动。

以他们的强项为主。专注于亲人所能做的，而不
是他们所不能做的。

与他们进行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沟通。给予他们时
间反应；如果太多选项让他们困扰混乱，可以减
至最少。

确保环境舒适、有利于活动；确保有充足的灯
光、活动空间，并尽量减少背景噪音。

留意疲惫或应付不来的迹象，并经常与亲人确认
他们是否需要休息。

1

2

3

4

5

• 种植幼苗

• 将小植物移植大花盆

• 折叠衣服

• 擦窗

• 整理餐具

• 分类食谱和寻找插图
图片

• 烹调熟悉的简单菜肴

• 分类、排列相册中的
照片 

• 制作剪贴簿

• 折叠毛巾

• 清洗抹布 

• 按颜色喜好分类指甲
油和口红

• 按尺寸、颜色分类容器

• 清洗新鲜蔬果 

• 清洗蔬果后备用

• 除杂草

• 浇花

• 制作照片拼贴

• 翻看旧照片

• 观察和进行对话

• 享受花园所给予的视
觉、嗅觉和触觉感受 

参与家居管理
失智症患者一般居家的时间很长，所以让他们在家居管理上有所发挥能给予他们价
值感。不同病情阶段的患者能胜任的家政活动包括：

早期失智症 中期失智症 晚期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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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传能有效地刺激失智症患者的记忆力，加强他们
对自己是谁的认知与肯定，也能帮助看护者更全面地
了解他们，从而更好地提供以患者本人个性、经历为
中心的护理方式。自传记录了他们的过往、喜恶，让
您能够更好地了解亲人。写自传也是一个让其他家庭
成员参与护理、增进关系的好机会。

我们一般上对亲人的了解只限于我们眼前所见的他们，对他们拥有的独特个人回忆
往往一无所知。

自传 - 回顾他们的经历

早、中期失智症

•  根据亲人的沟通和互动能力，选择自传的格式 -日记、剪贴簿、视频、录音。
•  自传可能只适合早、中期失智症患者。
•  通过自传提醒失智症患者他们是谁。
•  如果患者难以使用文字或言语进行沟通，可以在自传中使用照片和图片。
•  根据亲人的节奏进行。

建议

Auto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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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简短句子和简单词汇清楚、缓慢地提问。有必要的话，可以重复问题。
•  以自然交谈的方式进行，而非盘问式。
•  保持眼神交流，并通过身体前倾和点头表示感兴趣。
•  不要打断或纠正他们。
•  避免可能引起不安的话题。
•  在熟悉的环境中以简短方式进行提问，逐步收集资料；不要急于一时，希望一

次交谈就能取得所有信息。
•  交谈结束时，请感谢您的亲人；这表示您重视他们所分享的经历。

捕捉亲人故事的基本技巧：

自传的提问可取自他们的过去和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以下附上指导性问题，但尽可
能顺着交谈中话题的方向提问。

童年
1. 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童年吗？
2. 对上学有什么回忆？
3. 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4. 您擅长什么？
5. 最喜欢的活动或游戏是什么？
6. 童年最刺激的事情是什么？

工作生涯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在哪里工作？（有在家里工作吗？）
3. 对那份工作的感觉如何？换了不同的工作吗？
4. 如果回到过去，您会做同样还是别的工作？
5. 对工作有什么宝贵的回忆？

人际关系
1. 谁对您很重要？最亲近的人是谁？（提示：朋友和家人）
2. 有几名家人？他们的名字和与您的关系是什么？
3. 养过宠物吗？

地点
1. 觉得哪里最有家的感觉？
2. 对您住的最久或最快乐的地方有什么回忆？（提示：建筑物、

乡村、本地人和社区。）
3. 还有什么地方对您有特别意义？（提示：度假地点、发生某些

事件的地点等。可以附上图片或明信片。）

社会活动和兴趣
1. 有空时喜欢做什么？
2. 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可以附上一些喜欢的歌曲/音乐片段。）
3. 有最喜欢的广播电台或电视节目吗？
4. 最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目前很重要的人
1. 目前谁对您很重要？（可以附上姓名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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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往事活动 艺术与手工艺 - 绘画接龙活动

交谈对话、浏览照片或家庭录像，或者到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进行都合适。无论以什
么方式进行这项活动，重要的是给予亲人时间和耐心让他们回顾过往。

您需真诚地对他们的故事感到好奇、感兴趣。如果他们回忆起有您参与的某些事，
您可以分享您的看法，让故事更加生动。

以下是一些与新加坡早期生活相关的照片，或许会勾起他们的回忆。我们也附上了
一些有助您与亲人展开对话的话题。

有助展开对话的话题：

出生地和日期

最喜爱的东西/
食物/歌曲

战争期间

朋友

成就

爱情与婚姻

遗憾

音乐

工作

假期

家庭生活和祖父母

梦想与抱负

食物与烹饪

童年游戏和消遣
活动

艺术和手工艺活动促进心理创造力的运用，有益于您亲人身心。

通过言语和视觉的自由表达而锻炼创造能力，对大脑有强大的刺激和释放作用。
虽然需要进行一些事先规划，共同创造一件艺术作品就算无法达成预期效果也能
锻炼思考能力。

早、中期失智症

所需物品：

 绘图纸 - 如果亲人不习惯画画，一张面积太大的纸可能会令他们却步；
 您可以使用较小面积的纸张开始。

 马克笔 - 可以提供各种颜色的马克笔以更好发挥创造力。

步骤：

1.  让亲人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
2. 向亲人解释，这活动是通过轮流在纸上画画进行，共同创作出一幅作品。
3. 每次最多画三划。您可以先开始画，再让亲人接着画。
4. 结束后，让亲人分享自己对这活动的感受。

重温往事活动能以多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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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手工艺 - 串珠手链 运动

将珠子串成手链可改善手眼协调能力。使用彩色珠子不仅能刺激视觉感官，还可以
让亲人在佩戴自己亲手打造的作品时获得成就感。

早、中期失智症 保持身体活跃

所需物品：
 大珠子，最好颜色鲜艳
 绳子，最好具有弹性
 装分类好珠子的大碗

步骤：

1. 向亲人展示一个完成的手链。 
2. 测量并剪下所需长度的绳子。
3. 在绳子的一端打结。 
4. 用绳子把珠子串起来。亲人能选择

喜爱的颜色和配搭。
5. 完成后将绳子的两端系在一起。

您能够先让亲人按颜色把珠子分类以增加活动难度。请考虑到他们的视力，选用的
珠子应该有够大的洞孔让绳子轻易穿入。如果他们难以遵循指示，您需要示范让他
们跟着做。

保持身体活跃不仅对亲人的身心有益，还可以帮助他们维持现有的活动能力、降低
跌倒风险，同时也维持认知功能和心血管健康。 

新加坡保健促进局 (HPB) 建议所有人士参加步行等活动。请向亲人的物理治疗师了
解适合他们需求的运动计划。

步行
鼓励亲人或与亲人一起进行每周两到三次的半小时步行运动。这有助于保持他们的
身心健康。

球类活动
轻轻地将垒球抛给亲人，让他们再抛还给您。这有助于加强手眼协调能力。活动可
以在站立或坐着时进行。调整您与亲人之间的距离来配合他们的力度。

被动式运动
如果亲人无法进行上述的任何活动，请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一贯的日常作息，以保持
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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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智症晚期，看护者可能需要帮亲人进行被动式运动。这类活动每天可以进行两到
三次，以防止关节和肌肉变得僵硬。僵硬的关节和肌肉可能让他们感觉不适或疼痛。 

安全第一！

 在监督下进行运动。
 运动时不要屏住呼吸。
 运动时要穿合适的鞋子。
 坐着运动时，要坐在稳固、最好有扶手的椅子上。
 站着运动时，要在身后放一把稳定的椅子，必要时可以支撑身体。
 运动引起疼痛时，要立即停止并咨询医生或物理治疗师。
 感觉不适时，不要进行任何运动。

在早期阶段，鼓励亲人持续他们现有的运动计划，或鼓励他们参加太极或舞蹈等课
程。到了中期阶段，继续上运动课可能会较为困难。能够在家中进行的运动包括：

坐下起立运动

1. 坐在椅子上，双脚着地平放；脚踝应
比膝盖位置稍微后一点。

2. 上身倾向前，紧握扶手，双腿用力，
臀部向后，抬头并慢慢站立起来。

3. 双腿分担重量。

4. 重复 10* 次。

抬腿运动

1. 坐着，背部牢靠在椅背上。

2. 抬起其中一条腿。

3. 不要让大腿外旋或让身体往后倒。

4. 可以用手支撑大腿。

5. 每条腿重复 10* 次。

膝盖伸展运动

1. 在椅子上坐稳。

2. 将一边的膝盖伸直，再慢慢弯回来把
脚放下。

3. 每边膝盖重复10*次

脚踝运动

1. 脚跟不离地，把一边的脚板翘起。

2. 每边脚板重复 10* 次。

肩部伸展运动

1. 您一只手支撑亲人手肘，另一只手
 支撑亲人手腕。

2. 抬起手臂。

3. 出现疼痛时，停止进一步伸展手臂。

4. 注意不要拉扯手臂。

5. 每只手臂重复 10* 次。

适合中期失智症的运动

手肘伸展运动

1. 慢慢弯曲手肘，再完全伸直。

2. 每只手臂重复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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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伸展运动

1. 支撑手腕关节的上下部分。

2. 前后弯曲手腕。

3. 每只手腕重复 10* 次。

手指伸展运动

1. 弯曲手指捏成拳头，再完全伸直。

2. 每只手重复 10* 次。

臀部与膝盖伸展运动

1. 您的一只手支撑亲人膝盖下方，另一
只手支撑亲人脚跟下方。

2. 弯曲膝盖，慢慢把脚跟贴近臀部。

3. 每条腿重复 10* 次。

臀部内收肌伸展运动

1. 您的一只手支撑亲人膝盖下方，另一
只手支撑亲人脚跟下方。

2. 慢慢将腿向外伸展。

3. 姿势保持 30 秒或以下。

4. 尽量让大腿伸直。

5. 每条腿重复 10* 次。

腿后肌伸展运动

1. 您的一只手支撑亲人膝盖下方，另一
只手支撑亲人脚跟下方。

2. 慢慢将腿向上抬起，保持膝盖伸直。

3. 姿势保持 30 秒或以下。

4. 每条腿重复 10* 次。

小腿伸展运动

1. 您的一只手捧着亲人脚跟，让亲人脚
板贴在您的前臂上。

2. 您的另一只手握着亲人脚踝部位让小
腿固定。

3. 前臂把脚板往膝盖方向轻轻向上推
 (避免只推脚趾头)，不能造成任何
 疼痛。

4. 姿势保持 30 秒。

5. 每条腿重复 10* 次。

*10是一般的推荐次数。请与亲人的物
 理治疗师确认适当的体力活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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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护理时间

营造一个舒适的空间让中、晚期失智亲人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家人与朋友能在这
个空间中通过多感官护理时间与亲人互动。

在家中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

选择有益身心的活动

1

2

亲人自己拥有一个安全的私人房间是最佳安排。如果没有，您可以在客厅或厨房隔
出一个屏蔽空间。

这个空间或房间应该在亲人每一次进入时为他/她提供多感官体验。感官体验分为
四种。

为言语表达开始面对困难的亲人安排有益身心的活动。您需要耐心地为他们解释及
示范有关的活动内容，才会取得他们更积极的反应。

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喜好确定合适的活动也很重要。您可以参考以下的活动：

灯光 
选择一个拥有足够自然光线且通风的安静房间或空间。强烈
的光线会令人觉得刺眼不舒服，因此选用柔和灯光来减少影
子。如果可以，墙壁、窗帘、屏风等都尽量选择亲人喜欢的
颜色。

多感官活动
欢迎亲人进入；多感官活动从亲人踏进属于自己的宁静空间
那一刻开始。先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感觉宾至如归；再帮
助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

您之后可以问一问他们今天过得怎样之类的简单问题，再开
始进行深一层的对话。

交流时请注意表情变化，轻轻地按摩他们的手。碰触是传达
爱心的基本方式，而轻轻按摩就能表达此意。

音乐
播放舒缓的音乐；了解亲人的音乐偏好，尽可能满足他们的
需求。音乐可能会触发亲人的记忆并改善他们的情绪，让他
们能够进一步与他人接触沟通。

日常起居活动
日常起居活动 也能在这个房间或空间成为有意义的体验。例
如，亲人通常会拒绝剪指甲，但在安全舒适的空间里他们平
静了下来，在享受这种体验时更愿意配合。

您也可以加入些怀旧元素，例如让空间里散发他们最喜欢的
芳香或播放老歌增添气氛。

香味 
用薰衣草和柠檬精油熏染房间或空间，可以降低失智症患者
的焦虑和烦躁。

适当家具
提供一张舒适的椅子让亲人坐着斜倚，并给予轻薄被子让他/
她有舒适感。

准备合适的食物和饮料
准备亲人喜爱的食物和饮料，刺激他们的视觉、嗅觉和味觉。

安全舒适的空间也是亲人在日常活动休息时喝水的最佳地
方，不但可以确保亲人补充水分，也可以让他们同时进行多
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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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轻抚的力量 
与晚期失智症患者互动时，肢体触碰能够给予他们最强的刺
激。这是人类沟通的基本能力，是我们毕生希望被呵护、培
育、重视和爱戴的一部分。

简单的牵手、手部轻揉、按摩，或轻轻梳理亲人的头发，也
是一种愉快而有意义的体验。

欲知更多关于Namaste Care 详情， 请浏览
www.namastecare.com/about/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更多关于家庭讨论及更好照顾您亲人的详情，请浏览 
www.aic.sg/caregiving/family-support 或扫描二维码。

您也能在此下载 Namaste Care 看护者资源 
www.aic.buzz/namaste-toolkit-caregivers 或扫描二维码。

看护者、家人和朋友齐心参与

基本设备和用品

3

4

让您亲人的亲朋好友参与这些多感官活动。不同的人与患者互动能够增加社交互动
的多样性；家人朋友可以逐步轮流参与这些有益身心的活动。

大家可以定期会面讨论如何满足亲人不断变化的需求。

为亲人挑选能够辅助多感官护理时间的个人用品。例如，过去经常使用的老牌子脸
霜和膏药可能可以唤起他们的回忆。其他建议包括：

面巾 擦拭和清洁亲人脸部

水性护肤霜 滋润亲人皮肤

棉花棒 温和清洁亲人脸部某些部位

防过敏按摩油 温和按摩和轻揉亲人的手

皂液器/搓手液 清洗和清洁亲人身体部位

发梳/梳子 保持亲人头发整洁

指甲剪 修剪亲人指甲保持卫生

脸霜 保持亲人脸部清新滋润 

*注：老牌子脸霜可能勾起亲人的回忆

润唇膏 保持亲人嘴唇润湿

剃须刀和剃须霜（男性） 保持亲人脸部整洁

26     与失智症共处：看护者的资源包 手册四: 提供护理   27



5. 饮食与营养

随着失智症病情的进展恶化，亲人可能会因食欲
下降、认知障碍和行为异常而逐渐消瘦及营养不良。

饮食均衡和摄取足够水分对保持身心健康很重要。地中海式饮食可能有助于降低认
知能力下降和患失智症的风险。这意味着要多吃谷物、水果、鱼类和蔬菜。

提供规律、健康和均衡的饮食虽然至关重要，但您也必须注意饮食环境。吃饭是一
种社交活动，因此营造舒适的用餐氛围有助于提高亲人的食欲。

如何改善用餐环境？
•  与亲人共餐。
•  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  确保有多样食物供选择。
•  食物、盘子和桌子颜色之间应该有对比鲜明的差别。
•  避免使用能造成混淆的花纹盘子。

如何提高亲人的食欲？
•  让他们选择自己想吃的食物。
•  定时提供小吃或小份餐，而不一定需要设定固定进餐时间。
•  准备在视觉上、嗅觉上都诱人的食物。
•  盘子里不要放太多食物，小份或一般分量效果最佳。
•  鼓励亲人参与用餐及备餐的全程体验，例如帮忙准备食物。
•  邀请熟人一起用餐做伴。

营养均衡的饮食对整体健康很重要。为年长者或失智症老人提供最佳饮食的关键不

一定是配制特别的菜单，而是从多样化、均衡和适度方面着手。往往吃得少的他们

也需要补充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饮食 - 健康餐点

健康饮食

该吃多少分量？

1/2 碗米饭

4 块饼干

1 根中型香蕉2 片面包

2 块豆腐 3/4 杯蔬菜

KG

理想的饮食配搭

每道菜的一份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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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者与年轻人的摄水量需求其实相同。但出于多种
原因，年长者所摄取的水分往往低于身体所需的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会失去察觉口渴的能力；加上
有些年长者记忆力差、行动不便或患上疾病，更促使
水分摄取量下降。

此外，某些药物也会干扰察觉是否喝够水或口渴的机
制。脱水的情况如果牵涉其他疾病可能对年长者造成
严重健康问题。确保亲人全天摄取足够的水分就能预
防脱水。

摄取充足的水分

全天和进餐时经常提供饮
用水。

为不能自主进食的亲人提
供帮助。

给予更多饮料供亲人选择，
例如薏米、牛奶、豆浆、
茶、咖啡、果汁、多汁水
果和各种汤类。

增加水分摄取量的建议包括：

欲知更多关于饮食和营养详情，请浏览 www.dementiahub.sg
或扫描二维码。

行为变化一般上会伴随着失智症而出现，
进而影响失智亲人和他们周围的人。行
为变化可能是失智症最严重的症状之一。
出现行为变化的失智症患者经常让人觉
得他们与之前判若两人。不同的行为变
化发生在早、中期阶段失智症的不同时
间点，也因人和失智症类型而异。

这些是早、中期阶段失智症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但会因人而异）。

6. 行为变化管理

• 健忘
• 偶尔重复自己所说的话
• 把自己与他人隔离
• 总是感到疲倦
• 容易被激怒

• 在熟悉的地方迷路
• 重复自己所说的话
• 沟通出现问题
• 忽视个人卫生和自理
• 忘记时间和事项
• 更频繁地把东西错放地方
• 行为障碍
• 忘记常见物品和熟人的名字
• 忘记重要事项，例如子女的生日
• 对时间和地点感到混乱
• 判断力差或下降
• 抽象思考出现困难
• 吞咽困难

早期失智症 中期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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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与攻击性行为 行为变化原因

早、中期阶段失智症的行为变化会让人担忧。一些令人忧心的常见行为包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需要满足。失智症引起脑部变化并影响大脑所控制的一
切，从思想、情绪、行为到言语，患者因而难以认识自己的需求以及如何沟通。此
外，患者所表现的行为变化类型也与受病情影响的大脑区域有关系。

从失智亲人的角度理解行为变化背后的原由很重要。亲人有时因满足不了需求而感到
不适，进而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种反应可能是因未能满足以下几种需求而产生的：

生理需求
失智亲人可能感觉疼痛或不适，或者同时在忍受其他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心理或认知需求
亲人可能感觉沮丧或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或者在不合适或不熟悉的环境中感到困
惑或受到威胁。

社交需求
亲人可能感觉孤独、孤立或无聊。

环境或外在需求
亲人可能处于过度刺激的环境中（吵杂或繁忙的环境），或者正在经历不同又陌生的
日常生活。

亲人表现攻击性行为时该怎么处理？

 尽量保持冷静并深呼吸；避免让任何冲突发生。
 尽量不要表现出任何恐惧、惊慌或焦虑，这可能会让他们更加激动。
 正视亲人的感受；安抚他们、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
 仔细聆听。
 保持眼神交流、鼓励他们沟通。
 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让他们专注其他事情。
 向家人、朋友、辅导员或支持团队寻求支持。

攻击性

 激动
 • 容易不安
 • 容易烦躁
 • 经常争吵
 • 不当的尖叫、哭泣、发出干
  扰性声音
 • 拒绝冲凉、洗澡或梳理
 • 离家出走

 焦虑或过度忧虑
 冷漠或漠不关心
 妄想/幻觉
 忧郁

拘束解除

 不当的性行为
 不当的社交行为
 囤积物品
 不规律的夜间活动

 • 晚上起床
 重复性的行为
 抗拒日常活动
 日落症候群
 游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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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变化管理 用餐行为管理

在管理令人忧心的行为时，请确认：
 诱发行为的因素

 考虑他们未满足的需求，例如便秘、疼痛和如厕需求。

 行为是否有为亲人带来困扰
 如果有，可能需要及时治疗。

 亲人的安全是否有受到威胁
 如果有，可能需要对家庭环境进行一些整修以确保环境安全。

亲人是否难以进食？
随着年龄的增长，失智症患者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控制吞咽的大脑区域可能会影
响和削弱所涉及的肌肉，影响进食过程的不同阶段。吞咽困难也会增加食物或液体
呛入肺部的风险，进而导致严重肺部感染。

请注意吞咽困难的症状与迹象：

 用餐时或用餐后咳嗽
 经常清喉咙
 用餐时感觉呼吸困难
 食物含在嘴里拒绝吞咽 
 吞咽困难
 吐出块状食物

如果亲人有上述的任何症状，请咨询言语治疗师进行评估。他们会提供最安全饮食
选择的建议，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改变食物质地和液体稠度。他们也能提供安全的
喂食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食物误吸的风险。

非药物方法和技巧实际上才是最有效的
长期措施。在考虑药物治疗之前，一般
上最先采用的是非药物措施，例如：

1. 修正您的处理方式。活动可能需要简
化，亲人也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完成活
动。请记得，活动的意义在于亲人的参
与，同时帮助亲人专注于自己的能力。

2. 正视亲人的感受。承认并接受亲人的
感受和经历，不要对抗或争论；亲人
犯错时，无需每次都纠正他们。

3. 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找出行为背后
的原因，通过参与建设性的活动来纠
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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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缺乏有力证据证明管子喂食在这阶段有助于失智症患者；这反而还可能增加他
们的痛苦。

喂食常见的忧心行为
失智症患者也可能拒绝进食，还会在用餐时感到生气、激动或难以喂食。发生这种
情况的原因包括：

 食物不合口味
 感觉被催促
 对环境或人感到不舒服
 对遇到的困难感到沮丧

如果失智症患者有沟通障碍，那确认实际问题就很困难；但需切记的是，他们无法
控制这些反应

尽量不要催促亲人或强迫他们快速进食和饮水；您应该寻找非言语线索，例如肢体语
言和眼神交流，并用以与他们沟通。待他们冷静下来、不那么焦虑时，再继续用餐。

您可能观察到
的症状

策略建议

咳嗽/窒息  确保亲人进食时挺直坐着
 准备质地适宜的食物和液体
 采取缓慢的喂食速度
 控制喂食量
 避免增加增加窒息风险的混合质地液体和固体食物（例如
牛奶加麦片或面条汤）

食物含在嘴里  提供无需咀嚼多次的食物
 提醒他们吞咽
 用空勺子在他们嘴边或嘴里模拟喂食动作，提示他们再次
尝试吞咽。

您可能观察到
的症状

策略建议

拒绝被喂食/
吐出食物

 检查他们嘴里是否出现导致疼痛的溃疡或牙龈问题
 鼓励他们独立自主用餐或饮水。如果不能自主，轻轻搭着
他们的手引导餐具到他们嘴边

 提供他们熟悉或喜爱的食物和饮料
 准备在视觉及嗅觉上都诱人、并具不同口味、颜色和香味
的食物

 使用他们熟悉的餐具
 确保食物温度适宜

吃得很快  监督用餐，给予吞咽前要咀嚼等等的提醒
 轻轻搭着他们的手，控制用餐的速度
 把食物切成小块，降低窒息的风险 

用餐时分心/不注
意进食

 简化餐桌的布置
 把干扰减到最低，确保环境安静、平静、少人
 用餐时播放平静舒缓的背景音乐
 确保适当和充足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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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

 感到无聊
 缺乏精神和生理刺激的人可能就想找点事做。这意味着失

智症患者可能漫无目的地游荡，或只是想去散步以寻找使
命感。

 感到不安或需要消耗精力
 如果曾经过着活跃生活的亲人突然被困在家中，就可能产

生出去溜达的冲动。

 混乱
 有时亲人游荡后却忘记自己之前是如何到达某个地方。失

智症患者经常面对这种情况，所以亲人可能是在尝试追溯
自己的脚步。

 寻找某物或某人
 游荡行为可能因为他们突然决定需要找到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而发生，也或者

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把车子停泊在哪里（即使他们已经很久没开车了）。

 想逃离
 如果他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或地点令他们痛苦、有压力或不舒服，他们可能只不

过是想一走了之，摆脱一切。同样道理，如果环境非常吵杂，他们可能会去寻
找一个更安静、宁静的地方；这也无可厚非吧。

 夜间游荡
 游荡行为随时可能发生，包括三更半夜。容易把时间混淆的失智症患者可能在

凌晨两点起来游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到达某个地方，而不明白他们应该
是在睡觉。

同样道理，如果他们记不起一个地点，他们可能会四处走动，直到找到熟悉的景物。游荡行为管理

如何处理失智亲人的游荡行为？
许多失智症患者都很想到处走动，有些还走出了自己的家门。失智症患者可能根本记
不起他们打算去哪里或打算做些什么，在周围游荡时可能遇上危险状况。他们缺乏
方向感，难以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游荡行为令人担忧。

持续习惯或日程
旧习难改，失智症患者可能会想要持续他们之前特定的具体日程或习惯。他们可能趋
向于去购物或回到以前的办公室，因为他们已让自己适应了需要到某个地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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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日常活动 - 有了日常规划将给他们的日子提供结构。您可以尝试为失智亲
人安排一个日常活动表。

 确认最有可能发生游荡行为的时间 - 安排在那个时间段进行活动。活动和运动
能减少亲人焦虑、激动和不安。

 安抚感到迷失、被遗弃或混乱的亲人 - 如果亲人因为想“回家”或“上班”而
要离开住所的话，不要纠正他们，与他们沟通并探索他们的动机和给予他们肯
定与支持。

 确保所有基本需求已获得满足 - 患者如厕了吗？渴了或饿了吗？

 避免到繁杂、可能导致混乱的热闹场所 - 购物中心、超市或其他热闹场所。

 将门锁安装在视线之外 - 门锁要安装在外门的较高或较低处，也可以在最高或
最低之处安装门栓。

 安装打开门或窗户时发出信号的仪器 - 可以选择装在门上的简单门铃，或较复
杂的电子家庭报警系统。

日落症候群游荡行为在失智症患者中很常见。能够帮助患者了解自己没有游荡必要的策略包括

如果失智亲人总是在傍晚时分表现出行为变化，明智的
解释就是那不仅仅是失智症的症状。这一系列包括激
动、攻击性、混乱和不安的行为变化被称为日落症候
群，通常发生在失智症的中、晚期阶段。

 大脑的变化可能影响睡眠周期，导致傍晚和夜晚的不眠 

 亲人可能之前在某个时间段就会忙碌、无闲暇时间 

 睡眠问题或白天小睡可能导致情绪烦躁不安

 药物副作用在傍晚导致的混乱、激动，或药物在傍晚出现退效作用

 引起焦虑的环境可能引发日落症候群，例如傍晚时分投射的影子

欲知更多关于理健康和失智症资源的详情，请浏览 
www.aic.buzz/dementia-brochures 或扫描二维码。

改编自 www.alzheimers.org.uk/about-dementia/
symptoms-and-diagnosis/symptoms/sundowning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失智亲人的游荡行为, 请浏览
www.aic.buzz/guide-dementia-wander 或扫描二维码。

了解如何管理亲人的行为变化， 请浏览 www.aic.buzz/ATE-ep5 
或扫描二维码观看“请教专家”视频。

可能导致日落症候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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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看护者的建议
日落症候群可能为看护者带来一些苦恼。有助于减轻亲人的日落症候群症状的建议
包括

1. 实行日常活动规划。

2. 安排熟悉、让他们感觉舒服的活动消磨亲人的时间，例如听最喜欢的音乐、翻
看就旧照片。

3. 减少噪音、强光等环境干扰。

对于替代看护方案与支持，这些服务可提供看护者一些救济和帮助。

服务
看护者培训
学习为亲人营造一个安全和舒适环境的知识与技能。 培训可在自己家中或培训机构
进行。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aic.sg/caregiving/caregiver-
training 或扫描二维码。

看护者支援小组 
您也可以与有类似经历的看护者交流并吸取他们的经验 。

看护服务 
辅导, 暂息护理, 家庭护理, 乐龄活动中心, 乐龄护理中心, 疗养院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aic.sg/caregiving/caregiver-
tips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aic.sg/care-services 
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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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晚期失智症管理
晚期失智症阶段的一些常见行为包括：

 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执行日常起居活动能力。
 渐渐失去沟通能力。
 拒绝进食。
 吞咽问题。

亲人是否开始不愿进食？
饮食是生命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看护者见到亲人对食物不感兴趣而渐渐消瘦可能会
倍感难过。

这现象往往出现在晚期失智症阶段。虽然亲人看似在挨饿，但事实却是他们的新陈
代谢率下降，消耗的能量也跟着减少。 

您的亲人不像以前那样活跃或行动自如，所以需要的热量与活跃时期不同。随着年
龄的增长，对食物或液体摄取的兴趣减少是“自然发展”的一部分。

能够帮助您应对这问题的建议包括：

 找机会鼓励亲人进食。如果接触的机会大都在晚上，夜宵或许是个好主意。
 鼓励亲人尽可能在用餐时间帮忙备餐。
 鼓励亲人吃点心。
 提供他们熟悉或喜爱的食物和饮料。
 用餐时间提供最美味的食物。
 全天提供小份的食物和饮料。

晚期失智症患者的吞咽功能逐渐减弱时，食物和液体呛入肺部的风险可能提高。
噎到或误吸迹象出现时，继续进食可能不再安全。

这时应该专注于让亲人感到舒适，您可以：

 用水湿润他们的嘴唇。
 继续让他们尝一小口他们最喜爱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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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IED

应对的建议包括：

 每隔一段时间定时带他们上厕所，促进控尿的能力。通过努力并仔细注意他们
的如厕习惯可以取得成效。这能够让他们保持舒适感和自尊，同时也延后对尿
布等失禁产品的需求。

 确保定时更换尿布保持下体干爽和清洁。
 使用皮肤保护霜减少尿布对皮肤的刺激或损伤。

这是舒适喂食概念的一部分，让亲人维持一定的尊严，继续享受喜爱食物的味道。
切勿强迫喂食，或在他们觉得疲困的时候执意要他们用餐。

通过管子喂食提供人工营养尚未获得证明能够延长年长者的寿命，也不会消除或减
少食物误吸的风险；在监督下用口进食与管子喂食一样有效。 此外，喂食管还可能
造成亲人的不适；在出现想要拔出喂食管的倾向时，亲人双手可能需要被约束。 

亲人是否有尿失禁？
尿失禁是失智症常见的问题。 随着失智症的进展，亲人可能越来越少察觉到自己的
如厕需求而无意识地小便。 情况恶化后还可能导致尿道感染、前列腺肥大、饮用过
多咖啡因饮料、行动不便和便秘。

亲人是否有便秘问题？
便秘在年长者中很常见，尤其是意识下降和行动不便的失智症患者。摄取不够的食
物、纤维和液体也可能导致便秘。

便秘不仅导致不适，也会加重混乱和烦躁情绪；这同时也会使排尿更加困难，甚至
导致尿液无法排出。

预防便秘的建议包括：
 确保水分、水果和蔬菜的摄取足够。
 如果亲人不爱喝开水，可以提供其他种类饮料如汤水、奶昔、果汁或不含咖啡
因的咖啡或茶。

 必要时服用泻药。
 记录和监测排便规律和粪便状态。

欲知更多关于其他护理服务的详情，请参阅第43页。

良好的皮肤卫生，加上充足的水分摄取和
定期排便，就可以预防失智症患者中常见
的尿道感染。

亲人无法控制排尿后就需要使用尿布。

 出于卫生考量，经常检查和更换尿布很重要。
 如果亲人是卧床患者，需定时为他们翻身以预防患上褥疮。
 长时间因卧床而发热的皮肤和被失禁后尿布浸软的皮肤都容易出现褥疮并导致
感染。严重的感染还会影响皮肤深层组织或骨骼而难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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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报名参加培训课程以学习如何管理亲人需求。请上网浏览 
www.hca.org.sg/Caregivers-Training-Videos 或扫描二维码 
观看教程视频。

欲知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
palliativecare/ 或扫描二维码。

临终护理

照料临终的亲人是深具挑战的过程；除了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还需要
承担多方面的责任。 临终护理可能持续数天或数月，您与医疗护理人员应密切合
作、协调，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医疗护理人员的支持下，您能够继续专心照顾
亲人，也能顾及到自己本身作为看护者的需求。

临终慈怀护理
临终慈怀护理是整体性的护理，全面照料病情无法痊愈或逆转临终者的身体、情
感、社会和信仰需求。

临终慈怀护理通过减轻疼痛、不适或忧虑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由医生、护士、
药剂师、社工和辅导员组成的多学科医疗团队提供服务以应付亲人的整体需求：

 生理
 心理
 社会
 经济
 患者与家属的信仰疑问

临终慈怀护理的目的是提高临终者的生活质量，包括减轻疼痛。身为看护者，您应
该和亲人一起与医生探讨临终慈怀护理的选择。 临终护理可能持续数周、数月或有
时数年；一般上很难确切知道失智症患者何时会到达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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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关于 Dying Matters 的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dyingmatters.org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更多关于 Grief Matters 的详情，请上网浏览 
www.griefmatters.org.sg/planning-ahead/ 或扫描二维码。

欲知更多关于如何讨论死亡话题的详情 ，请上网浏览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dielouge 或扫描二维码。

生命的尽头

晚期失智症的一些症状可能显示患者病情已进入末期，但也无法准确预测。 
症状包括：

 言语可能只限于毫无意义的单词或短句。
 大部分的日常活动需要帮助。
 吃得少、难以吞咽。
 大小便失禁。
 无法行走或站立、无法坐起和控制头部、逐渐卧床不起。

对许多人来说，“好死” 意味着：

 得到关怀和尊重。
 保持无垢、舒适、庄严的体态。
 处在围绕着亲人的熟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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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 www.alzheimers.org.uk/get-support/help-
dementia-care/end-life-care#content-start 扫描二维码。

专业护理

失智症患者的临终护理可能涉及多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医生、护士、社工
或家庭护理人员。

有需要的话，本地的临终关怀机构或医院的专业人员也可以给予专家意见。专业团
队能够及时在患者病情发生变化时让您了解最新情况，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也将先与
您商讨。患者由始至终都应该拥有及时更新的护理计划，而其中就包括与参与护理
过程的人员分享的临终计划。

给予看护者的建议：
如何更好地与亲人沟通

 尽可能保持眼神交流。
 即使觉得他们听不懂，也要与亲人倾谈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或回忆过往。他们
即使听不懂，也可能会对您的语调做出回应，与您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系。

 使用适当的身体接触安抚亲人，例如牵手或拥抱，让他们知道您就守候在他们
身边。

 慢慢等待亲人所发出的非言语信号。
 非言语沟通：手势、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碰触，都有助于促进交流。

如果发现以上症状和其他问题，例如身体虚弱、反复感染和褥疮，这表示失智症患
者很可能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

关注自己本身的需求
身为看护者，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责任也可能成为一大挑战。本身的需要必须照顾
好；饮食均衡、休息时间充足。需要实际帮助和情感支持时要与他人联系，而应对
护理需求方面遇到困难时要联系医疗团队，让他们为您提供额外支持。

参阅第二册《自我关爱》以获取更多关于自我关爱与照顾的技巧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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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
护联中心联系站

热线
1800 650 6060

上网
www.aic.sg

The Heart of Care

护联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关怀社区，让年长者居家乐活、原地养老。

通过协调和支持全面护理的多方努力，我们倾力让年长者得到最周全的护理结果。

我们为看护者和年长者传递如何积极生活和欢度晚年的信息，并为他们联系所需的

服务。我们在支持业者提高护理质量的同时，也联手医疗和社区护理伙伴为人口

老龄化社会提供服务。我们的任务是把社区护理服务和相关信息带给有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