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webmd.com）

據美國心理學會，65歲及以
上的人有四分之一患有心理疾
病，例如抑鬱、焦慮、精神分
裂症或癡呆；85歲以上老人的
自殺率居高不下。因此，關愛
老人的心智健康刻不容緩。正
確理解心理疾病和相關預防措
施就尤為重要。

什麼是阿爾茲海默症？

什麼原因導致阿爾茲海默症？

爾茲海默症是一種使人們失去記
憶的疾病。起初，人們很難記住
最近發生的事件，即便他們可能很容
易記住多年前的事情。

通常患阿爾茲海默症的人年齡偏大，
但該症狀並非只因年長才會引起。科
學家們不確定為何不是所有人都會患
此症，但他們知道引起它的症狀似乎
來自兩種主要的神經損傷類型：
• 神經細胞纏結，稱神經原纖維纏結
• 蛋白質沉積物即β—澱粉樣蛋白斑
塊在大腦中積累

阿

隨著時間的流逝，可能還會出現其他
症狀，包括：
• 注意力不集中
• 日常活動受限
• 感到困惑或沮喪，尤其晚上更嚴重
• 劇烈的情緒波動，易憤怒、焦慮和
失落
• 容易迷失方向和迷路
• 肢體問題，例如奇怪的步伐或身體
不協調
• 溝通困難
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人可能會忘記自
己的親人。他們可能會忘記如何穿衣
打扮、吃飯和上廁所。這種疾病會使
腦組織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衰退，通常
發生於65歲以上的人群。
通常，患上阿爾茲海默症之後的壽命
僅僅數年或數十年，一般來說，大多
數病患會生活長達9年。65歲以上的人
群中約有八分之一患有這種疾病，並
且女人比男人更易患此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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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失智症
身心享安寧

研究人員不確定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
損害或如何發生，但可能是血液中一
種稱為ApoE（載脂蛋白E）的蛋白質，
其可以在血液中運送膽固醇。
有幾種類型的ApoE可能與高風險的阿
爾茲海默症有關。它的某些型態可能
會導致大腦損傷。不論ApoE是否會引
起阿爾茲海默症，幾乎都可以肯定的
是基因在該病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有證據表明，高血壓和高膽固醇的人
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機會更大。頭部
受傷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傷情越嚴
重，阿爾茲海默症的風險就越大。
科學家們仍在研究其中的許多理論，
但很明顯，與阿爾茲海默症有關的最
大風險是年齡的增長以及家族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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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阿爾茲海默症您能做什麼
有時，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人毫無緣
由的地攻擊別人。他們可能很容易生
氣或發火。他們可能會咒罵，摔東西
或大聲尖叫。他們甚至可能通過扔東
西來對抗他們的看護人。這種侵略性
的表現通常開始於疾病的晚期。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攻擊可能
是阿爾茲海默症其中的一個症狀，當
他/她感到困惑或沮喪時，也可能是症
狀的反應。
如果您所愛的人變得具有攻擊性，請
務必記住這並非是他/她的本意。您需
要採取一些措施來讓病人安靜下來，
避免更多的傷害。
瞭解觸發因素
阿爾茲海默症的患者可能會毫無原
因、毫無徵兆地發脾氣。但是很多時
候，有一些導火索可以在問題發生之
前或期間發現。常見的包括：
•
•
•

睡眠不足帶來的不適，藥物副作用
周圍的環境，包括吵鬧的聲音、過
多的活動或吵雜
一次被問到太多問題，試圖理解複
雜的指令或感到看護者的壓力從而
導致混亂

2. 不要一次問太多問題，也不要給過
於復雜的指示或評論，讓您所照顧
的人不感到困惑和煩惱。
3. 注意噪音、周邊活動的聲音分貝。
4. 不要與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人爭論
彼此看到的場景相同與否。坐下來
聆聽並與他們分享其所見。
5. 專注於過去。阿爾茲海默症會影響
短期記憶，因此與病人談論長時間
之前所發生的事情會更容易，且壓
力也較小。
6. 使用記憶提示。隨著疾病的惡化，
記住何時以及如何做日常任務（例
如刷牙或穿衣服）會變得越來越困
難。房間裡的提示便簽有助於防止
病人感到沮喪。
照顧病人的同時注意保護自己

緩解阿爾茲海默症的秘訣
對阿爾茲海默易怒症的誘因有了足夠
的瞭解後，就可以採取措施防止這種
脾氣的爆發。您可以嘗試的幾件事：
1. 預先考慮一下情況是否會使您所愛
的人感到不適、過度刺激或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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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阿爾茲海默症病人並不容易，尤
其是當他們向您攻擊時。若感到不知
所措、被孤立或感到傷心是完全正常
的。如果您是看護人，確保讓別人瞭
解您是否開始感到沮喪、焦慮、疲憊
或煩躁。只有照顧好您自己，才能可
以更好地照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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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症
與抑鬱症
（文源：webmd.com）

當

您患有帕金森症時，通常會伴有
例如抑鬱症等精神健康的問題，
這種情況並不罕見。若您遇到這種情
況，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療，因此請確
保您的醫生完全瞭解您的病情。

帕金森症和抑鬱症
抑鬱症是一種由於大腦化學平衡失調
引起的情緒障礙，在帕金森患者中很
常見。通常，抑鬱症會在其他症狀出
現之前數年就開始逐漸出現。
抑鬱的徵兆是什麼？
抑鬱會使帕金森症更加惡化。若您發
現以下任何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超過
兩週，請趕緊聯繫您的醫生：
• 情緒低落
• 無法享受舊時的樂趣
• 難以入睡或睡眠過多
• 沒什麼胃口
• 感到疲倦或力不從心
• 很難集中精神
• 感到自卑
• 有自殺的想法
如何治療帕金森抑鬱症？
抑鬱症可以通過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
或同時進行這兩種治療方式以加強效
果。抗抑鬱藥有很多，每種都有優缺
點，醫生會根據您的整體狀況和特定

需求對您提供相應治療方式的建議。
心理療法不僅可以幫助您重建自我價
值感，還可以幫助您與看護者和家人
保持良好的關係。
與帕金森症有關的其他心理健康問題
某些心理健康問題是帕金森療法的副
作用，例如幻覺、偏執和妄想症。
幻覺是某物實際上不存在時的感覺體
驗。例如，您可能聽到一個聲音，但
沒有人在那裡。偏執是，當您認為某
人在跟蹤您時，實際卻不是。妄想是
當您確信某件事是真實的，儘管有明
確的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如何治療？
您的醫生首先要檢查您的幻覺、偏執
或妄想症是否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通過檢查您血液中化學物質的情況來
幫助發送神經信號。醫生可能還會檢
查您的腎臟、肝臟或肺的情況，並篩
查是否有感染。所有這些問題都可能
導致心理健康問題。通常，用於治
療帕金森症的藥物會引起心理健康問
題。醫生可能建議您改用其他藥物，
若更換藥物後發生帕金森症狀惡化的
情況，醫生則會建議您堅持服用之前
的藥物，並同時服用抗精神病藥。
如果您感到沮喪或發現任何心理健康
問題，請立即與您的醫生交談。可能
有某種補救方法會使您感覺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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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茲海默症 與 帕金森症的區別
（文源：webmd.com）

若

您的家人患有
癡呆症，您可
能想知道是由阿爾
茲海默症還是帕金
森症引起的。其實
或許是由其他原因
所致。

阿爾茲海默症

帕金森症

典型的發病年齡

60歲之後或
60歲之前（早發性）

50-65或
50歲之前（早發性）

與疾病有關的
關鍵蛋白

β澱粉樣蛋白和tau蛋白

突觸核蛋白

活動與協調

協調減弱

會表現出以下至少兩種症狀
肌肉僵硬、動作緩慢和震顫

多達60％至80％的
癡 呆 症 病 例 可 歸 因 記憶、認知、人格和
不常表現
經常表現
其他功能受到干擾
於阿爾茲海默症。
雖然通常在65歲以
記憶
對於新記憶的學習有困難
很難回憶
上的人群中可以看
到，但年輕人也會
冷漠和沮喪
普遍
普遍
患上早發性阿爾茲
這可能是疾病過程的一部分，
海默症。阿爾茲海
精神病症狀
也可能是多巴胺能
會發生
默 症 是 一 種 進 行 性 （妄想、偏執和幻覺）
藥物的副作用
疾病，患有這種疾
疾病的早期睡眠
REM常見行為障礙
病的人一開始或
連續性受到
（夢中活躍的肢體運動）
許表現不出任何的
睡眠障礙
破壞，導致白天
輕微症狀。隨著疾
嗜睡和晚上清醒
睡眠質量普遍下降
病的發展和嚴重惡
手，因為這涉及到另一種疾病——路易
化，它們可能變得非常嚴重。
體癡呆，其與帕金森症的表現有很多共
同之處。沒有任何針對癡呆症的測試可
現在，帕金森症不一定會導致癡呆症。
以讓醫生得出最終結論，醫生必須綜合
若發生時，它稱為帕金森氏癡呆症。在
多個因素進行針對性的建議。
帕金森症中，這種情況可能發生的機率
為50％至80％。造成這種困惑的部分原
若患有帕金森症的人在認知方面有問
因是，大多數帕金森症患者會至少經歷
題，那麼他們不一定會患癡呆症。例如
一些輕度的認知障礙。許多患有帕金森
肺炎、尿路感染、甲狀腺疾病和某些藥
症的人後來罹患帕金森氏癡呆症的時間
物也可能引起認知症狀。患有帕金森
長達10至15年。
症的人及其親屬可能會擔心癡呆症的發
作，一旦這些疾病得到治療和控制，認
帕金森氏癡呆症的診斷必須在帕金森症
知障礙通常就會隨之消失。
診斷後至少一年後進行，而且可能很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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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茲海默症可以預防嗎？
（文源：medicalnewstoday.com）

阿

爾茲海默症是老年癡呆症的最常
見的成因。科學家不知道是什麼
原因造成的，因此無法阻止。但長期健
康的生活方式或許會降低患病風險。人
們可以通過不吸煙，積極運動，均衡營
養，健康飲食，保持良好的心血管健康
和鍛煉大腦來降低癡呆症的風險。長期
來看，總體健康問題較少的人患癡呆症
的可能性較低。
心臟健康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似乎更有可能患上
某種形式的癡呆症。人們在患阿爾茲海
默症之前通常會遇到的疾病包括：
• 心臟病
• 高血壓
• 中風
• 心房顫動
• 糖尿病
• 高膽固醇
這些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癡呆症的基礎，
例如血管性癡呆。有證據表明，不良的
心臟病習慣，例如吸煙和高飽和脂肪飲
食，會減少大腦容量。
屍檢發現80％的阿爾茲海默症病人患有
心血管疾病，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有因果
關係。有些人具有阿爾茲海默症的斑塊
和纏結，但從未出現症狀。若這些人也
患有某种血管疾病，就很有可能出現相
關的一些症狀。當為大腦提供氧氣的血
管受到損傷時，大腦因無法獲得充足的
氧氣就會引發生血管性癡呆。
代謝綜合徵
患有代謝綜合症的人似乎更容易患上癡
呆症，代謝綜合症是包括肥胖、高血
壓、高膽固醇和高血糖水平在內的一系
列疾病，《美國心臟協會雜誌》上的一
項研究支持了這一發現。但兩者之間的

關聯性仍然不清楚。可以幫助預防或治
療代謝綜合症的生活方式和措施包括：
• 良好的飲食習慣
• 鍛鍊、控制體重
• 藥物治療
保持健康的體重、血壓和膽固醇水平不
僅可以降低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還可以降低癡呆症和阿爾茲海默
症的風險。在中年時期體重過重或肥胖
的人在晚年更易患阿爾茲海默症或血管
性癡呆。糖尿病患者罹患阿爾茲海默症
和其他癡呆症（包括血管性癡呆症）的
機率明顯更高。因此，更好的控制糖尿
病可以降低患病的風險。
飲食與運動
健康，均衡的飲食有助於保持大腦健
康，因為它可以改善心臟健康。心臟健
康可以為大腦提供大量富氧的血液。科
學家將心臟病風險與認知能力下降的可
能性聯繫在一起。地中海飲食可以幫
助保護大腦，延緩衰退並預防血管性癡
呆。包括：
• 橄欖油（脂肪的主要來源）
• 大量的水果、蔬菜
• 少量的肉類和奶製品
營養學專家指出，隨著人們年齡的增
長，地中海飲食可能有助於預防心血管
和認知問題。其他研究表明，年齡超過
70歲的人每天攝入超過2100卡路里的熱
量，使他們出現輕度認知障礙的風險幾
乎增加了一倍。推理和思考能力的喪失
將導致認知障礙。
富含奧米加-3（Omega-3）脂肪酸和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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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C，B，D和E的飲食會幫助增強大腦健
康，而富含反式脂肪的飲食則會促進大
腦萎縮。每週吃一次烤魚可能會降低阿
爾茲海默症和輕度認知障礙的風險。
年輕時一直堅持健身和定期運動的人患
血管性癡呆和阿爾茲海默症風險的可能
性較低。中年後，大腦海馬區的部分開
始萎縮，導致記憶力喪失和高風險的老
年癡呆。持續進行一年的適度鍛煉可以
改善這種萎縮狀態。因此，研究人員呼
籲醫生鼓勵病人積極運動，以預防阿爾
茲海默症。鍛煉的形式不限於常規的鍛
鍊項目，包括烹飪、洗碗和清掃衛生都
會有幫助。有氧運動尤其可以減少認知
能力下降風險，是因其可使大腦的血管
保持健康。
保持積極的心態
保持積極的心態有助於防止因年齡增長
而導致的認知能力下降。多項研究表
明，幫助認知下降的風險較低的情況主
要是由於：
• 大腦保持活躍狀態
• 維持良好的社交
根據對429,803名養老金領取者的數據進
行分析的研究人員稱，較晚退休可能會
減少癡呆症的機會。與60歲退休的人相
比，65歲退休的人被診斷出患有阿爾茲
海默症的可能性要低14％。
玩遊戲、寫作、閱讀和進行各種刺激大
腦的活動可能有助於保留老年記憶。經
常參加鍛煉大腦活動的人在思維和記憶
力的測試中表現得更好。堅持保持大腦
活躍的人似乎具有較低水平的β—澱粉
樣蛋白，該蛋白可促進阿爾茲海默症的
澱粉樣斑塊積聚。另外，只說單一語種
的人比說雙語的人更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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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
優質的睡眠是防止記憶力減退、癡呆和
阿爾茲海默症的重要保障。科學家表示
睡眠質量的好壞與澱粉樣斑塊的積聚有
關。與患有睡眠障礙的人相比，睡眠質
量好的人澱粉樣斑塊形成的可能性要低
五倍。
戒煙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吸煙會導致認知
能力下降。一項針對四萬多名60歲以上
男性的研究發現，從不吸煙或戒煙4年及
更長時間的人罹患阿爾茲海默症和其他
類型癡呆症的風險較低。原因之一是吸
煙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而心血
管疾病是阿爾茲海默症的危險因素。
頭部受傷
有些人在遭受腦外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或頭部遭受經常性撞擊後
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症。研究人員研究了
TBI、癡呆症和血管功能障礙之間的連
繫。他們得出結論，TBI可能會導致癡呆
症，因為它會損害大腦中的血管。參加
激烈運動和其他可能導致TBI風險活動的
人應穿戴防護裝備。他們還需要經常去
看醫生，並在遭受過腦外傷後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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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積極應對帕金森症

當

您患上感冒或流感等疾病時，您會
知道自己大概一週左右就會好轉。
然而帕金森症卻不一樣，它不會消失，
並可在許多方面改變您的生活方式。但
是，您可以採取相應措施來幫助應對這
種慢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從最初
就開始尋求幫助。及早採取行動可使您
瞭解和應對疾病的多種影響。輔導員或
心理健康醫生可以為您設計一個針對性
的治療計劃，來幫助您重獲對人生的掌
控並改善生活質量。您可以採取的步驟
包括以下幾方面：

•
•
•
•

•
•

•

盡可能多地瞭解這種疾病。
與您的朋友和家人討論，不要覺得
孤立無助，他們會很希望幫助您。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要擔心讓您的醫生、護士或其他
醫療保健提供者重複您不理解或不
記得的任何說明或醫學術語。他們
會隨時樂意回答您的問題並解答您
的疑慮。
利用醫院和社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
學習管理壓力。維持積極的身體、
情感和精神生活觀。承受壓力只會
使情況變得更糟。
如果您感到沮喪，但不僅是偶爾感
到難過的話，可以服用抗抑鬱藥來
幫助您調整心情。

預防跌倒
跌倒是帕金森氏病的常見並發症，預防
跌倒非常重要。雖然您可以採取多種措
施來減少跌倒的風險，但最重要的兩件
事是與您的醫生討論以確保最佳治療方
法，並諮詢物理治療師以評估您的行走
及平衡狀況。若您或您的親人患有帕金
森症，請參考以下預防跌倒的提示：

• 地板

除去鬆動的電線，保持屋

•
•

•
•
•

內整潔，確保地毯平整牢固。將
家具放在順手的位置。
浴室 在浴缸或淋浴器中安裝抓
桿和防滑帶，地板安置防滑墊。
燈光 確保大廳、樓梯和入口照
明良好。如果您必須在晚上起
床，請確保燈的開關在觸手可及
的範圍內。
廚房 在水槽和火爐附近安裝防
滑橡膠墊。及時清理烹飪殘留的
污漬。
樓梯 確保踏板、橫桿和地毯牢
固，在樓梯的兩側安裝扶手。
入口和門口 在所有門把手附近
的牆壁上安裝金屬扶手，以在您
穿過走廊時更安全。
維持平衡的秘訣

•
•

•
•
•
•

•
•
•

任何時候都至少要讓一隻手空
閒。切勿雙手同時提物品。
嘗試在行走時從前向後擺動雙
臂。擺動雙臂會幫助保持平衡並
減輕疲勞。
走路時有意識地將腳抬離地面。
拖曳雙腳會導致您失去平衡。
嘗試轉彎時，請面向前方並轉較
大的U型彎，切記不要急轉彎。
站立時雙腳分開與肩同寬。
一次做一件事！不要試圖走路的
同時去做其他事情，注意力越集
中越好！
請勿穿著橡膠鞋底，否則會因與
地板摩擦力太大而導致摔倒。
更改位置時，請緩慢移動。每次
變換動作留出15秒的緩和間隙。
如果持續存在平衡問題，則可能
需要考慮使用助行器，例如拐杖
或助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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