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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及早辨認老人痴呆症 
•檢測方法與技巧 

第二課 •非藥物治療的基本原則及訓練要點 

第三課 •非藥物治療的選用及實踐技巧 

第四課 •剖析痴呆症行為問題及處理策略 

第五課 •剖析痴呆症精神徵狀及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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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導向 
• 「現實導向」技巧旨在協助治療對象重新學
習/認識關於自己及周遭環境的事物，改善
他們回應和處理周遭環境的技巧，以增加他
們的信心及減少對現實感到混亂的情況 

 
• 「現實導向」的基本資料 (如日期、時間、
地點、人和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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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導向理論 
1. 現實定向程度直接影響個人的能力及機能 
2. 缺乏現實認知引致混亂及行為問題 
3. 時間、日子、地方及環境提示可令患者獲得
一個基本參考的基礎，以致其可建立更複雜
的日常流程 

4. 提供不斷的多元感官刺激及導向資料可改善
現實認知程度、防止脫離現實及自我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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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導向的好處 
•保持患者與現實環境接觸 
•提供感官刺激 
•提供一個補償方法，讓患者掌握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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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導向 
• 24小時RO (一致、環境、經常性) 
• 小組/班房RO (3-8人，15-60分鐘，密集式) 
• 重視團隊合作及一致性 
• 正面態度 
• 安全及支持的環境 
• 誰人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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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接觸患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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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 有混亂、定向錯亂及記憶衰退人士 
• 獨居長者 (作社區預防) 
• 長期住院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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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計 
• 字、圖? 
• 色線指示? 
• 名牌 
• 定向版 
• 飯餐時間安排 
• 私人空間 
• 小組時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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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版 
 • 可便攜 (80 CM X 60CM) 

• 置於牆上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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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頌安老院 
中文大學利黃瑤碧樓6樓 

今日是  星期X 
   XXXX年X月X日 
今日天氣  XX 
今日是  XXXXX 
*X為可轉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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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向工具 

• 通告板 (如職員相/名字、季節圖片、本地
資料等) 

• 時鐘 
• 日曆 (兩款) 
• 日報 
• 名牌 
• 鏡子 
• 圖示卡 (數字、日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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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評估 
• 定向(人、時、地) 
• 記憶力 
• 專注力 
• 基本資料 
• 基本數字、書寫能力 
• 視力 
• 聽力 
• 說話能力/方言 
• 情緒 
•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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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1. 定向能力 
2. 專注力 
3. 社交表現 
4. 參與性 
5. 記憶力 
6. 情緒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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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 關於定向: 人物、時間、地方 
• 關於資訊: 物件、數字、名言、相反詞 
• 關於感官: 聽、觸、視、嗅、味 
• 關於活動: 身體、記憶、社交 
 
可以以系列形式或混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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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痴呆症發展階段(阿氏痴呆症)vs.治療活動 
階
段 

弱點 能力 治療活動特質 

 
 
 
       
早
期 
 

近期記憶衰退 平均智力程度尚可 有明確規則示範 
學習新事物有困難 與人之社交關係可維持 目標效果為本之實用活動 

名物有困難 保持言語及平常溝通 持續肯定確實指出時間、
地方及文化等資料 

性格或有轉變 可從餘閒及鬆弛活動中
得到心理歡暢 

可注入適量新資訊(重複
注入) 

辨別方向及新環境有困
難 

透過重複過程及結果體
驗，可明白因果關係 

有支持氣氛的社交環境 

抽象思維及纙緝有損 保留自發性的身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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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痴呆症發展階段(阿氏痴呆症)vs.治療活動 
階
段 

弱點 能力 治療活動特質 

 
 
 
       
中
期 
 

明顯記憶問題、遠期記
憶亦有影響 

會嘗試完成活動但有時失
敗 

選擇十分熟悉及重複性之
動作活動 

難以整理資訊，失去閱
讀理解能力 

可模仿身體動作但只限相
若不不變的環境 

採取平行 (parallel)或單
獨的活動模式 

思考纙緝十分弱 
難明抽象概念 

樂於參與熟悉之工序 給予最高程度的多感官原
素 

自我中心、社交關係退
步 

對例行的工序最有成功 給予象徵性(symbolic)活
動以容許聯想 (使之作為
思維損壞的補嘗) 

可有幻覺及懷疑問題 未必可單獨完成全個活動
過程 

確認(Validation therapy) 
妄想之說話、行為 

自理能力及安全缺失 
如穿衣、煮食 

與現實世界脫節，自我意
識(ego)與現實生活同化
混淆(assimilate) 

簡單有預期結果之行動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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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弱點 能力 治療活動特質 

 
 
 
       
後
期 
 

失去表達及溝通能力 只剩最原始的功能—感
官運動(sensorimotor)反
應 

重複性和簡單之身體動
作 

日常生活完全倚賴 表現重複或不正常或沒
有原因的動作、姿勢 

只有一步的步驟 

情緒或有波動 直接低程度的思維反應 每次給予最高程度的單
一、舒緩之感官原素如
熟悉氣味、按摩 

對外界反應欠缺 對直接(一字指示)或會產
生反射式的反應 

必是單對單的直接督察 

身體肌能衰退，行動能
力及協調全弱或要臥床 
自理能力及安全缺失 
如穿衣、煮食 

老人痴呆症發展階段(阿氏痴呆症)vs.治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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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療活動設計第一步 

評估痴呆症患者 
–不同程度的智能衰退 
–了解功能方面的問題 
–「智能」評估包括專注力、記憶力、導
向感、組織能力、理解及分析能力、概
念、思考及決策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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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患者的需要，確保是符合患者的需要 
– 建議收集的資料包括： 
•個人資料，例如年齡、性別、宗教信仰、退
休前工作、嚐好、病史等 
•個人能力，例如體力、社交技巧、過往曾參
與的活動及表現 
•照顧者及有關人士的期望及要求 
•參與活動的短期及長期目標 
•曾遇到的問題及曾嘗試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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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療活動設計第二步 

 評定痴呆症患者的程度 
•根據照顧者的日常觀察 
•根據測試的成績，分辨『早期』、
『中期』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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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療活動設計第三步 

訂定活動的種類、形式、時間、節數 
訂定「個別活動」的短期及長遠目標 

– 長遠目標：整體效果，比較抽象及需時較長； 
一般為一年 

– 短期目標：短期內達到的成果，直接量度得到；
一般為一季，可能因應患者的病情改變需要調節 

– S.M.A.R.T 
– (特定明確、可量度的、可達到的、實際的、有時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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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療活動設計第四步 
列出所有合適的活動及選擇 

– 進行詳細的「活動分析」 
• 需要的活動環境 
• 工具及物料 
• 活動進行的步驟 
• 活動財政預算 

– 清楚列明留意事項 
– 調節活動的模式及患者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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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療活動設計第五步 

活動的成效評估及檢討方法 
目的： 
• 決定活動是否繼續 
• 改善活動的程序 
• 修改活動的計劃及進行方法 
• 同類型或相似活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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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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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1)臨床服務資料庫 
http://www.hkcss.org.hk/el/CP/CPLink.ht
m#g 
 

http://www.hkcss.org.hk/el/CP/CPLink.htm
http://www.hkcss.org.hk/el/CP/CPLin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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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完 ~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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