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是阿滋海默症警覺月
November is Alzheimer’s Disease Awareness Month

佳節已經來臨！ 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歡度

佳節時光時，您可能會發現家人的認知能力出

現一些變化，或是您有一些疑惑。十一月是阿

滋海默症警覺月 (Alzheimer’s Disease Awareness 
Month)，請謹記，一些影響日常生活能力的記憶

力問題並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有可能是

阿滋海默症的一個警告徵兆。如果您對自己或

是家人的認知能力的變化有疑慮，請參考我們

的網站 www.alz.org/10signs，或是打電話到阿滋

海默症協會的24小時諮詢專線800-272-3900 來

進一步了解阿滋海默症的十個警告徵兆。早期

偵測與診斷阿滋海默症與相關失智症是得到適

當的治療，照護與支持的重要的一步。

阿滋海默症的十個警告徵兆：

1. 影響日常生活的記憶力改變

2. 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 在家中，工作場合，或是休閒活動中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難

4. 對時間或地點感到困惑

5. 對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關係有困難

6. 說話或寫作的用字上出現新困難

7. 物件放錯地方且失去回頭尋找和重做的能力

8. 判斷力變差或減弱

9. 退出工作或是社交活動

10. 情緒和個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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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慶祝活動常常造成環境和日常生活的變化。

這些變化會影響阿滋海默症患者的行為。當一邊

要維持一個愉快，有意義，和平靜的假期，一邊

要照顧阿滋海默症患者時，可能會感到焦慮，孤

獨，和沮喪。其實，家人和朋友們只要事先準備

好，還是能夠一同創造一個快樂，安全的節日

的。請享受這時刻，同時参考下列有關節日的建

議：

準備阿滋海默症患者

• 和他們談論會來拜訪的人，和展示他們的照

片。

• 播放熟悉的節日音樂，提供他們最喜愛吃的傳

統節日食品。

• 讓他們看着或幫忙擺設裝飾品。

• 患者可能可以識別家人和朋友的臉，但不記得

他們的名字 – 準備名稱標籤是很有用的。

• 有一個“安靜”的房間：如果事情變得太忙

亂，讓一個熟悉的人和他們在一起，使他們  

不感到孤立或“缺席”。

• 事先準備一些娛樂活動（像是使用一本相冊）

，如果出現問題行為時，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

力。

準備拜訪來賓

• 鼓勵他們來拜訪，但是要提前打電話通知，並

安排好時間來拜訪。

• 在早上慶祝或一起吃午餐而不是晚餐，以減少

日落症候群的可能性。

• 讓拜訪者了解患者的行為和病情的變化。

• 盡量不要有太多的人在同一時間來，那可能會

讓患者受不了。

選擇活動

• 以過去的興趣為指導。當首次嘗試活動時，如

果沒有興趣，請稍後再試。

• 慢慢的進行活動，使患者能理解以及享受從活

動而來的快樂的感覺。

• 活動建議（基於他的能力和滿意度及安全性）

：製作裝飾物，裝飾樹，裝飾餅乾，包裝烘焙

食品，磨光銀器或燈檯，擺放桌上用品，折餐

巾，包裝盒子（即使是空的拿來裝飾用也好）

，密封節日賀卡或貼郵票，唱歌或聽歌曲，欣

賞照片，影片，家人和過去假期 的幻燈片，

一起閱讀最喜歡的節日的詩，故事，季節雜

誌，散步。

保持安全

• 製造一個明確的散步途徑，避免電線，繩子或

毯子。

• 使用緞帶或紗來掛裝飾品，而不要用尖銳的鉤

子。

• 避免使用看起來像食物的裝飾品。

• 避免使用混亂，閃爍的燈。

• 不要放著點燃的蠟燭或壁爐不管而走開。

• 使用塑膠或絲綢做的小灌木而不要用真的，因

為吃了可能會中毒。

• 使用不含酒精的飲料。

照顧者

• 考慮是否繼續過去的傳統，或開始新的活動。

• 設一個你有能力做到的限度，確使家人了解你

的需求和願望。

• 尋求幫助。

• 給自己一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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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失智親人的節日禮物 

早期： 

患者本人可能知道自己的問題，所以需要可以提

高獨立性的禮物，讓他們仍然可以享受一些活

動。簡單但熟悉的遊戲都不錯。演唱會，音樂

劇，體育賽事或其他活動的門票也是好的選擇。

可在微波爐中加熱的冷凍食品，或是一籃水果都

很好。相簿，或者拼貼舊的家庭照片也是一個有

意義的禮物。阿滋海默症協會醫療警覺暨安全返

家手鍊 1-888-572-8566 也是很好很有用的禮

物。

中期： 

因為家人需要更多的援助，而且注意力維持的時

間較短，嘗試送他們可專注於餘下能力的禮物。

男性可能喜歡做排序，安排或切割。包含影星，

歷史古蹟，與自然的圖畫書可以提高享受。宗教

服務錄音或教堂禮拜所用的音樂也是特別的禮

物。 

晚期： 

在晚期，處理複雜事情的能力減弱，理解和認識

能力也變差。由老照片和紀念品作成的記憶書籍

或盒子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可以讓他們聯想到過

去。有可能享受來訪的乖巧的動物。因為血液循

環往往不太好，長袍，披肩和溫暖的鞋襪都很重

要。可以摟抱的東西，像是填充動物玩具，洋娃

娃，或枕頭，可能可以帶來一些舒適感。送他們

潤膚液，同時幫他們按摩也是很好的。 

給照護者的禮物

• 提供照護者休息的機會，包含交通的提供，午

餐的約會，與朋友聚會的時間，還有一個擁

抱！ 專業掃除的禮券、可外送或在餐館使用

的禮券。

• 安排雜貨店購物 ，送貨服務，或洗衣店/乾洗

店服務。

• 在當地的健身俱樂部或游泳池會員。

請記住，節日會和以往有許多不同，過去的傳統

和期望要做適度的調整。要注意平衡失智家人安

靜獨處和參與活動的時間，以免使他們難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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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的治療方法也許有幫助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may help                                                             
文章提供: Dian Blum

阿滋海默症雖然目前無法被治癒，但是若干輔助的治

療方法也許可以幫助症狀的管理，同時生活的品質也

有可能因此提升。 照顧者可向專業的職業治療師或醫

生請教哪些輔助的療法最能夠配合患者現有的醫療計

畫。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數這些療法也可以幫助照護

者放鬆及獲得一些休息。以下是幾種輔助治療 :

A. 動物輔助治療 :

動物輔助療法在幫助精神及認知失調的患者有正面的

效果，這些疾病包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閉症，及

阿滋海默症。這些有執照的寵物 (通常是狗) 常被長

期照護中心，安養中心，和醫院所使用。他們也常被

帶去安養中心和日照中心，為與社會隔離及孤獨的人

帶來喜悅和舒適的感覺。潛在的好處有：

1. 連接: 感受撫摸/擁抱和增強與外界的聯繫。

2. 提高生活的品質：例如疼痛的感覺會被轉移，憂

鬱、無聊、焦慮的狀況都會減輕。

3. 增強體力的活動 : 例如散步、和寵物玩耍、替寵

物洗刷。

4. 增加社交機會：建立沒有威脅性，不需說話的關

係。

5. 與家屬和孩子的分享時光。

B. 音樂治療 :

音樂可以使腦部參與，會喚回年輕的歲月，會安撫或

是振奮病人。 為此，有專業的音樂治療師，您也可以

自己在家自行嘗試。白天可以找一些節奏感較強的音樂

來刺激活動， 動起來， 舞起來， 至少腳趾打起拍子

來。 當夕陽西下，白日將盡 ,  疲憊感開始出現時，

可以選擇撫慰性的音樂。 最好避免電台所播的音樂，

因為期間的廣告會使家人分心。觀察親人的表情，有沒

有隨著音樂舞動？他看起來有沒有開心與融入？音樂可

以是與您的家人再次連結和分享喜悅的好方法。

C. 藝術治療 :

阿滋海默症協會Memories in the Making( 創造記憶 

) 課程專注在用藝術當成方法來使患者進入回憶及發

洩情感。 課程採小班制，帶領者受有藝術治療的訓

練。對於早期患者，藝術治療可以幫助建立自尊及提

供一個社交的平台。您也可以自己在家用藝術自我治

療，使用安全的物品，且試著保持簡單 (可試著用色

彩鮮豔的水彩及黏土)。

D. 芳香治療 :

芳香治療對於初期或中期的一些阿滋海默症患者有安撫

的作用，雖然患者的嗅覺能力可能也會逐漸退化。 薰

衣草、黃春菊、檸檬草， 都可幫助病人放鬆。有很多

研究是用精油按摩皮膚的實驗，但是您也可以嘗試用一

些可以刺激回憶的日常及安全的味道，例如松針、巧克

力、肉桂、和現烤餅乾的香味。市面上可以買到有香味

的蠟燭，還有一些可以放在頸部或肩部的墊子，有些可

放在微波爐加熱，發散出植物的香氣來。

E. 按摩 :

按摩已經顯示可以放鬆身體，使之舒服，但你要確知

被按摩者是否也覺得舒服。 事前要問他們是否願意嘗

試，同時也要注意他們被觸摸後所引起的新的敏感。

有一種有重量的氈子，縫有一些小圓球在裡面，也可

以提供一種類似按摩的深層刺激。

以上的這些治療都很容易嘗試，有些可能對您有幫

助。請記得與提供照護者討論 (包含醫生與職業治療

師)，因為他們不能取代常規的醫療治療，而是輔助的

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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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型阿滋海默症 (Early-Onset /Younger-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申請社會安全殘障福利和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的核對表
Checklist for Applying for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and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Benefits Due to Early-Onset (Younger-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這兩個方案都是由社會安全局管理，每月提供福利支

票。

社會安全殘障保險（SSDI） - 申請人必須有足夠的

工作學分，無法工作且符合早發型阿滋海默症殘疾標

準。家庭成員（例如，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基於申請

者的工作記錄也可能有資格收到這些方案的福利。

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SI） - 申請人必須年長，失

明或殘障而且持有有限的收入和資產。

雖然方案是不同的，社會安全局使用相同的標準來決

定申請人是否是由於早發型阿滋海默症而殘障。

如何申請

• 親自到你當地的社會安全局辦公室（強烈建議）

：申請者應致電800.772.1213預約。不要沒有預約

就去。

• 電話申請：撥打社會安全局的免費電話號

碼，800.772.1213。如果你是耳聾或重聽，可以致

電TTY800.325.0778。
• 網上申請：www.socialsecurity.gov/applyfordisability/

adult.htm

申請時的重要提示

• 不要拖延申請SSDI福利。如果你有早發型阿滋海

默症而無法工作，你應該申請這個福利。 

• 若延誤申請你可能會失去很多的福利。

• 當社會安全局代表問你殘障的條件是什麼，請

指明“早發型阿滋海默症 (Early-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不只是阿滋海默症。

• 許多申請者在申請過程中，得到他們的家人，朋

友或專業人士的幫助。

 

申請所需資料

要申請SSDI或SSI福利，不論親自去或在網上申請，都

需要得到下面的資料，或將以下表格填好：

•  SSDI福利申請書： www.socialsecurity.gov/
applyfordisability/adult.htm  目前還無法網路申請。

• 醫療授權書（SSA- 827） ： 

www.ssa.gov/online/ssa-827.pdf
• 成人殘障報告： www.socialsecurity.gov/disability/

disability_starter_kits_adult_eng.htm
• 醫療和工作表 - 可以不要，但對面試非常有幫

助：www.socialsecurity.gov/disability/disability_starter_
kits_adult_eng.htm

• 出生證明的原件或經核證副本: 如果出生在別的

國家，年齡證明與美國公民或合法居留證明。

• 如果你曾在軍隊服務，軍事退伍證明原件或經核

證的副本。

• 如果你有工作，去年的W-2副本，或者，如果是自

僱人士，聯邦稅申報表附表C和SE 的副本。

• 如適用，工傷賠償資料。

Alzheimer’s Association Northern California & Northern Nevada Chapter Chinese Newsletter 2013 Winter



阿滋海默症協會北加州與北內華達州分會中文季刊    2013年冬季刊

WWW.ALZ.ORG | 650.623.3143

• 如適用，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社會安全號碼。

• 如果你有，支票和/或儲蓄賬戶號碼。

• 若社會安全局無法聯繫到你，留下另一位連絡人

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需要的醫療資料 - 證明你已

經被診斷患有早發型early-
onset, younger-onset）阿滋海默

症：

• 你將需要健康護理提供者

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

碼，包括主治醫生，神經

科醫生，神經心理學家

和/或心理醫生。

• 你將需要你所有已經服用

或正在服用的藥物的名稱

和劑量資料，特別是對

早發型阿滋海默症吃的

藥物。

• 你應該從你的健康護理提

供者收集醫療記錄，包括

主治醫生，神經科醫生，

神經心理學家和/或精神

科醫生。這些健康記錄是

非常有幫助並且重要的，

尤其可以顯示你的功能或

測試成績在漸進性地隨著

時間而下降。如果你沒有

醫療記錄， 社會安全局

將幫助你去取得，但是這

可能會延遲了判定處理的時間。

• 如果有相關的臨床資料應包括在醫療記錄中，包

括：病發時間（症狀開始大致時間）; 在家裡和

在工作上認知或功能的障礙的描述; 神經，認

知，或神經心理學檢查的結果; 和神經造影的結

果。

• 由親屬或護理人員完成的日常生活報告或類似的

活動報告。

• 失智症標準測試的記錄是有幫助的，如臨床失智

症等級（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 ，得分為

> 1 ，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ini Mental State Exam 
，MMSE ）得分為< 24 ，或相等的測試。

申請之後

社會安全局將協助你提交福

利的申請表格，但實際結

果將由你州內殘障案件檢

查員來決定，通常他工作

於“殘疾測定服務 (Disability 
Determination Service)”或“

殘疾測定機構 (Disability 
Determination Bureau)“。如

果你收到殘障案件檢查員的

信件或電話，表示他正在處

理你的申請，並需要你的合

作。

有用的資源

阿滋海默症協會： 

www.alz.org
社會安全局在其網站上有著

豐富的資料： 

www.socialsecurity.gov。特別

是在www.socialsecurity.gov/
dibplan/index.htm 可找到社會

安全殘障計劃。

更新時間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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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患者的要訣  林先生 Tips for caregiving

如何面對阿滋海默症:
1. 態度: 要有正確的觀念、正面的態度

2. 資訊:  

a. 要有足夠的管道了解阿滋海默症正確的訊息 

b. 要知道周遭有那些社會資源可以 幫助你 

3. 評估: 送養護中心或在家照顧

在家照顧的條件: 
1. 五個先決條件:

a. 病人要有愛心 

b. 要有常識

c. 要有適當的居家環境

d. 要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

e. 要有無虞的經濟能力     

  

照顧病人的三大工作:
1. 飲食  

2. 運動  

3. 清潔衛生

清潔衛生的四項工作 :
a. 牙齒的清潔

b. 身體的清潔 

c. 大小便問題 : 換尿片四字訣 

「折、剪、墊、擦」；褥瘡與便秘

d. 其他儀容的整理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防範病人意外事故的發生   

2. 做記錄   

3. 生活簡單化, 規律化

4. 不要相信偏方 

5. 預防走失 

6. 音樂與圖書

7. 字條提醒與標示 

8. 床邊護理三要點：a.安全 b.溫度 c.高度       

9. 廢棄物的處理

10. 不是照顧者 不要說三道四

11. 不要禁止病人不危險的行為

12. 先自己後病人

阿滋海默症協會試驗配對 Alzheimer’s TrialMatch

不要只是希望治癒阿滋海默症的方法被找到，請幫助我們一起找

到它。

我們需要您的幫忙來促進阿滋海默症的研究，而阿滋海默症協會

試驗配對(TrialMatch® )是我們的希望。阿滋海默症協會試驗配

對 (TrialMatch® )是一個免費，且容易使用的臨床試驗配對服

務。他讓阿滋海默症患者，照護者，健康的志願者，和有臨床試

驗的醫生連繫上。我們持續更新的檔案有130個以上的阿滋海默

症臨床試驗，包含有藥物和非藥物的研究，在全國500個試驗點

進行。透過臨床試驗，研究人員試驗檢測，治療，和預防阿滋海

默症與失智症的新方法。目前研發下一代的阿滋海默症治療方法

最大的困難，除了研究經費之外，就是招募和留住臨床試驗參與

者。

我們需要你的幫忙。沒有你的參與，要找到一個治癒阿滋海默症

的方法實質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你參與了一個臨床試驗，你就

有機會參與一個可能可以改變疾病的發展，和幫助所有患者的重

要的研究。你的參與讓我們對現今樂觀，也給未來一個承諾。請

現在就與我們連絡，請上網alz.org/trialmatch 或是撥打  

800-27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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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是全國家庭照護者月 November is 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Month

11月是全國家庭照護者月(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Month)，提醒我們感謝全國一千五百四十萬名不

支薪，默默付出來照顧患有阿滋海默症和相關失智症患者的家庭照護者。照顧患有阿滋海默症

的家人是在體力上和情緒上都具有高度挑戰性的工作。我們鼓勵照護者能夠開口尋求幫助，因

為大多數的照護者都未曾得到支持。

阿滋海默症協會全年24小時隨時解答您的疑惑，提供資源與支持。您可以撥打我們24小時的諮

詢專線，800.272.3900，不論白天或黑夜，我們都有專人來幫助您。您也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找

到相當多的當地的資源: www.alz.org/norcal。 您並不孤單！得到您應得的幫助!

“Mommy, can you share this with people who 
have Alzheimer’s? ”
媽咪, 你可以把這首詩與阿滋海默症的

家庭分享嗎?

“Even though you have Alzheimer’s, you forget 
everything, don’t worry, don’t be afraid, you are 
still one of our favorite persons in our hearts.
You are nice, I love you, you are our friend for our 
whole life.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at all.
We appreciate when you had no Alzheimer’s 
disease, we had so much fun together!”
雖然你有阿滋海默症，你忘了所有的事，

不要擔心，不要害怕，

你還是我們心裡最喜歡的人之一，

你好和藹可親，我愛你，你是我們一輩子的朋友。

我們永遠也不會忘了你。

我感謝以前你沒有阿滋海默症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時有好多有趣的時光！

 

Hannah Jao 饒瑀恩, 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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