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與電子寵物貓互動過程可安定情緒，增加互動

什麼是「輔具」呢？

所謂「輔具」指的是任何物品、設備或

產品系統，無論是從市場獲得的、或是經調

整改造的、或是量身訂做的、或是具特殊設

計的，能符合身心障礙者個別使用的需要，

幫助他們在家庭、學校、工作或社會中提

昇、維持或發揮他們最大的獨立功能，並扮

演適當的角色。

由於失智症最主要的的照護目標是維持

失智症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使其得到優質

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能維持其健康及尊嚴，

因此，在失智症患者由於認知功能的退化越

來越無法照顧自己時，照顧者需要依失智症

失智症是腦部疾病的其中一類，會在個人意識清楚的狀態下出現思考能力和記憶力

漸進式地退化，並使日常生活功能受到影響。其他常見症狀包含情緒問題、語言問題、

還有行動能力降低，並嚴重影響職業或社會功能。初期可能只有短期記憶變差，漸漸地

喪失思考及判斷能力、智能退化、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出現異常的精神行為。

患者在行為與身體功能上的變化，適度調整

照顧方式。居家環境的安排需要特別留意，

以防止意外的發生。

一般而言，失智症患者在愈熟悉的地方

獨立功能愈高，因此盡量將其原本熟悉的環

境保持原樣，如果是為了安全考量而需要有

所變動時，應以最少變動為原則。而在失智

症患者輔具設計的原則上則以：『不需特別

學習使用』、『為患者所熟悉』、『能被控

制而非減低患者之自主性』、『自動化而減

少患者與操作介面之互動』，並依其認知功

能的障礙，提供環境上的安排以支持其功能

的執行。

失智症照護的輔具運用
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沈明德 監事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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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導向的時鐘日曆，提醒長者正確時間

明確的指引，讓長者知道廁所位置

輕度失智症的輔具運用

失智症初期，常是由短期記憶力變差、

忘東忘西開始。其症狀包括記憶力減退影響

到生活、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無法

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對時間地點的概念變

差、言語表達或書寫出現困難、東西擺放錯

亂且失去回頭尋找的能力、判斷力變差、情

緒和個性改變、喪失活動力與興趣，以及參

與職場或社交活動的能力退化。其優勢是在

於基本的日常生活功能尚可以自理，主要出

現的問題在於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方面像是

準備餐點、外出、金錢處理、藥物處理、家

事處理…等。在輔具的選擇上，對於記憶力

減退之問題可使用記事本、鬧鐘作為提醒，

便利貼也是可以用的方式。由於科技的進

步，智慧型手機也有筆記以及提醒的功能都

可以作為替代的方式；藉由不反光的時鐘與

現實導向日曆、智慧型藥盒等提供定向感的

提示；給予充足的光線照明以避免誤認，如

小夜燈來指引方向避免跌倒；使用銀髮通話

智慧型手錶衛星定位系統亦可減低走失帶來

的風險；藉由物品定位器協助尋找找不到的

東西；若有烹飪之需求，則可安裝安全瓦斯

爐，在爐火熄滅或乾燒時能自動關閉。

中度失智症的輔具運用

當失智症中期，患者的生活能力繼續

下降，對日常生活事物的處理上變得更為困

難。記憶力及定向感更差，誤認之情形嚴

重，情緒的轉變也更大；言語表達貧乏、不

連貫且缺乏邏輯性；會在熟悉的地方迷路走

失；出現妄想、幻覺等精神症狀；睡眠障

礙；行動能力降低；逐漸失去執行日常生活

活動之能力，自我照顧能力亦漸漸失去，可

能出現失禁情形。

提供支持性的環境是十分重要的，可以

增加患者對於環境的辨識度、熟悉感，以及

可以盡可能的獨立操作環境中的物品。因此

可在失智症患者易混淆之物品上貼標籤或圖

片，如在廁所外張貼大大的「廁所」字樣，

或畫一個馬桶的圖形，並隨時把廁所的門打

開，使其能較易自行找到，馬桶蓋的顏色可

以是與馬桶為對比色，方便個案可以辨識；

在經常活動的空間提供人、時、地定向感的

指示，例如大且清楚並且最好是不反光的日

曆、家人照片、大時鐘、依氣候改變之景觀

和植物等；在門窗、扶手、不同區域之地板

與牆壁加強顏色對比以利辨識，但是地板的

顏色建議不要有太多花色；並將其常用之物

品盡量置放於容易看見的地方，且佈置簡

單、清楚，如漱口杯、毛巾、洗髮精、化妝

品等，只放要用的，避免拿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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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加裝扶手，使長者走動時更加安全

提供安全、無障礙的環境可使失智症患

者覺得比較安全，同時也會比較願意自由移

動。例如房內動線順暢，清除不必要障礙，

盡量減少家中容易導致跌倒受傷的環境，例

如光滑或反光的地板、容易滑動的小地毯、

家具的銳角等門檻以避免跌倒；保持光線充

足且亮度一致，在走廊、臥室或浴室裝置夜

燈；浴室及廚房內應儘量保持乾燥，並有妥

善之防滑設施，如鋪設防滑地磚、防滑條、

防滑墊等，在臥室內亦需要注意床的高度是

否合適個案起身，如果有來不及如廁的狀

況，可考慮使用便盆椅放置於安全穩定的位

置，方便半夜如廁時使用；亦可安裝瓦斯警

報器、恆溫熱水器、煙霧探測器、防乾燒安

全瓦斯爐等安全設備。注意陰影或反光物造

成視覺的混淆並避免刺眼之亮光，亦可加裝

門、窗、窗簾開關器維持室內穩定的光源；

並在浴室活動動線，如出入口、浴缸進出處

及馬桶與洗手檯視需要加裝扶手，或是剔除

門檻；提供遙控器、電話 、開關等大按鍵

之操作介面；並對於可能有危險的區域如廚

房、樓梯間等使用屏風掩飾或上鎖。

對於有走失之虞的失智症患者，可申辦

走失手鍊、指紋捺印及個人衛星定位器，在

居家環境中可使用離位感應器設於床邊地面

上或放置在玄關、電梯、出入口、樓梯口，

當失智症患者碰觸到感應器時，感應器將會

以無線電波方式傳遞訊息至主機，使照顧者

可即時趕到患者身旁，以避免危險之發生；

動作感應呼叫器亦可在其移動超過範圍時提

醒照顧者；若有需要亦可加裝較為複雜的門

鎖、以畫或窗簾遮蓋門、門上加裝風鈴或紅

外線門鈴等，以避免其自行出門而走失；對

於有口語表達困難的個案也可以透過治療師

的評估來使用溝通輔具。

重度失智症的輔具運用

到了失智症的晚期，失智症患者幾乎

需要完全依賴他人照顧。記憶力、認知功能

持續退化，行動能力下降，可能需要使用拐

杖、助行器或輪椅等行動輔具，如:單拐、四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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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具可發揮長者其可行之功能

行動輔具：輪椅（圖由工作人員示範）

休閒娛樂輔具：象棋，可減緩認知功能的退化

腳拐、輪型助行器、各項不同功能的輪椅。

在自我照顧能力方面的輔具則可以考慮使用

生活輔具例如:斜口杯、單向吸管、止滑墊、

加粗把手可改變角度的湯匙、省力筷子、高

邊且對比色的碗、長柄梳等生活輔具。環境

中則需除去高低落差、提供防滑措施及扶手

等，床旁亦可加裝欄杆、離床警示器或紅外

線感應器，以避免發生危險。在自我照顧上

亦表現依賴，針對尿失禁之患者可使用尿溼

感知器，將感應器置於紙尿褲內，當尿液容

量超過45cc時，感應器將會以無線電波方

式傳遞訊息於遠方之看護者，提醒更換紙尿

褲；或是使用集尿器，避免尿溼污染及更換

尿布之困擾，並且可降低濕疹之產生；洗澡

時使用洗澡椅，若失智症患者生理功能已退

化至臥床程度，則可能需要使用居家照顧病

床、移位板、轉位帶、轉位機等輔具，如果

有壓瘡的狀況產生，則建議依照個別需求使

用減壓坐墊，以及使用氣墊床並搭配定時翻

身及擺位來改善壓瘡的狀況。

除了上述與生活功能、環境、行動能

力相關的輔具可以改善照顧者照顧負荷以及

提升個案獨立自主的能力之外，對於失智症

患者來說生活中安排符合個案能力的活動是

十分重要，因為不僅僅是可以充實生活，還

可以維持個案的現實感以及減緩認知功能的

退化並且還可以轉移減少精神症狀、重複問

題、焦慮的行為問題。而休閒娛樂輔具以及

技能訓練輔具(認知、動作、體適能)能夠協

助達到活動安排的效果，例如：低科技類像

是紙牌、賓果的遊戲、操作性的遊戲、療癒

性(擬真)娃娃；高科技類像是互動式的科技

軟體、電腦遊戲、平板電腦、機器寵物、機

器人都是可以達到活動安排的效果，不過這

類型的輔具的使用是需要依照失智個案的狀

況不同來選擇，因此最好是可以諮詢有失智

相關經驗的治療師來協助建議與規劃，讓輔

具可以發揮最大的功能與效果。

隨著社會變遷、高齡化，失智症患者人

數急速攀升，提供適當的治療及輔具介入除

了是維持失智症患者的獨立功能、安全性及

生活品質外，亦在減輕照顧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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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牆面操作時會有不同的視覺及聽覺反應

感官，是我們與外界的橋樑。眼、耳、

舌、鼻、皮膚，讓我們感知外界的訊息，以

了解外界環境的變化。除了視、聽、味、

觸、嗅，人體還有許多重要的感覺，例如感

知自己肌肉骨骼變化的「本體覺」，以及身

體重心及平衡變化的「前庭覺」等。外界的

訊息，藉由感官輸入我們的頭腦，經過解讀

形成知覺，讓我們對外界做出回應，例如：

聽到燒開水的水壺在鳴叫，就趕快去把爐火

關掉；看到熟悉的朋友，露出微笑打招呼

等。

感覺形成外在經驗與塑造回憶

感覺，是人最原始、最深刻的能力。

感覺形成我們對外在的經驗，塑造回憶。例

如：媽媽煮的飯的味道、冰淇淋小攤販的喇

叭聲、國慶日時看的煙火、寒流來冷風刺骨

的感覺…。感覺所形成的回憶通常印象最深

刻、最令人動容，並連結著許多情感，試想

想，您聽到青春時代的歌曲、吃到懷念的味

道，是什麼心情與感受呢？除此之外，感覺

也大大影響我們的情緒，例如：充滿噪音

的環境，讓人心情煩躁，發生一點小事就

忍不住發脾氣；柔和的燈光、暖暖柔軟的被

子、淡雅芬芳的氣味，讓人心情平靜、安穩

下來，由此可見人們平時生活受感覺影響甚

鉅。

當外界感覺刺激的量太多或太少（感覺

失衡），對人皆有不佳的影響。感覺失衡可

能造成緊張、缺乏動力、無法集中、焦躁、

迷惘、太想睡覺、失眠等各種不同的狀況。

例如：睡前接觸3C產品使人接收過多光線

刺激及資訊，而影響睡眠品質；桌上物品太

多、給予太多視覺刺激，讓人較難專心、心

情煩躁；一般人較少見到有感覺過少的情

況，例如：在昏暗的地方坐著聽演講容易

想睡覺，便是太少感覺刺激了，為了保持清

醒，人會需要動一動、轉轉筆、抄筆記等。

失智者感覺失衡 需營造活動環境

然而，失智者常有感覺失衡的狀況，

其中又以重度失智者最常出現感覺刺激過少

之問題。老化造成眼、耳、舌、鼻、皮膚感

覺接收功能有所變化；注意力的下降，讓外

橋樑與交通感官
鄭又升 職能治療師

失智症感官活動與感官室

會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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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數掛在身上的光纖，檢視其美麗的光線

界的感覺訊息無法有效地傳入大腦；當失智

者自主能力下降，活動不足造成感覺輸入不

足...種種狀況，都是造成失智者感覺輸入太

少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失智者的腦部變

化常影響大腦對感覺訊息的解讀，造成失智

者對某些刺激(如聲音、光線)特別敏感，或

是對環境刺激的忍受程度下降，對於一般人

而言可以接受的環境對於失智者可能已是過

大的刺激。

感覺失衡亦會造成失智者出現各種困

擾的行為與狀況，因此營造失智者適當的環

境，藉由活動提供適當的感覺經驗，以促進

失智者的功能表現，便十分重要了。

失智者雖然許多能力會慢慢的退化，但

是感覺與動作是最原始且直接的能力，即使

重度失智者也時常仍保有這些能力。因此，

很強調在失智者活動中結合多種感官的元素

與經驗，以增進失智者與環境的互動。例如

討論烹飪的食材時，除了單純以口語討論，

也可以看圖片、看實物，或是能用手觸摸食

材，聞聞味道，甚至品嘗滋味，絕對會比憑

空想像討論印象更深刻。

感官室增加刺激 助於失智長者

除了在活動中融入感官的元素之外，

也可營造多感官刺激空間，讓失智者自在

的探索與互動。1970年代，荷蘭的職能治

療師發展了名為snoezelen的多感官刺激環

境與活動。snoezelen是由snuffelen(探索)及

doezelen(放鬆)二字組合而成，強調建立一個

有著各類感官的環境，讓人自由的探索與互

動，以幫助感覺處理有障礙的人學習/發展、

放鬆情緒、刺激提升警醒度。多感官刺激一

開始應用於認知障礙及學習障礙的小朋友，

但由於其概念可應用層面很廣，逐漸應用至

許多族群，如失智症、自閉症、腦傷、精神

病患、一般人。許多場域，如學校、醫院、

老人機構、社區中心、甚至是國外的監獄，

都可看到感官室的蹤跡。

感官室提供放鬆的氣氛，在舒適的環境

中，提供有趣的光線刺激、舒緩心情的聲音

或音樂、吸引人注意的氣味、觸覺體驗等，

鼓勵使用者選擇想要接觸的感官刺激，進一

步與器材互動及操作。在感官活動的過程

中，治療師需評估使用者所需提升的目標(如

情緒、注意力、動作等)，並協助安排環境及

操作方式，促進使用者在接觸感官刺激的過

程中，達到欲進步的目標。

失智症造成失智者的思考、情緒、行

為、生活功能都逐步的產生變化，中、重度

失智者可能無法參與許多過去熱愛的活動，

更會造成孤立與挫折。研究指出，多感官刺

激可以穩定中、重度失智者的情緒，提升大

腦處理感覺訊息的能力及動作功能，並改善

生活功能。有鑒於此，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

善基金會贊助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新建

了兩間感官室，分別位於住民生活的兩個樓

層中。為了營造舒適的氣氛與豐富的環境，

房間都改造成木紋的地板與牆面，並購置氣

泡柱、氣泡牆、光纖、投影、遙控骰子、操

作牆面等物品，是不是很煥然一新呢！十分

感謝感官室順利落成，希望能對養護中心的

住民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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