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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顧中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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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對於失智症有哪些照護方法呢？

中醫對於失智症照護分為藥物和非藥物

的療法，例如針灸、拔罐、穴位按摩、耳穴

敷貼等等，每種方法各有不同的適用情形和

優缺點，以下會逐項介紹不同的照護方法，

要注意的是沒有哪個方法最好，只有適不適

合病人的差別，在臨床上中醫師會根據病患

退化的情形、不同的臨床需要，以及病患的

接受程度等因素，跟患者和家屬討論應該要

接受哪種照護。

● 中藥

目前台灣、日本與中國大陸都有陸續研

究中藥對於失智症的照護成效，成果也陸續

發表在國際級的期刊上，包含抑肝散、鉤藤

散、人參養榮湯，以及台灣的智愛湯等等。

主要可以分成三類的處方，一類是針對認知

功能退化的症狀，例如記憶力減退、思考變

遲鈍、錯認人事物等等症狀，以鉤藤散、當

歸芍藥散、補陽還五湯為代表。更仔細的區

分使用對象的話，鉤藤散適用於輕至中度的

阿茲海默症患者，當歸芍藥散則是輕度認知

障礙到輕度失智症患者，補陽還五湯則以腦

中風後的認知退化為主要的應用族群。

另一類的則是針對精神與行為症狀，

代表性的處方如抑肝散可以緩解幻覺妄想，

人參養榮湯則可以減輕情緒憂鬱、心情低落

等症狀。第三類則是增進日常活動能力的藥

物，例如半夏厚朴湯對於末期失智症吞嚥困

難與進食量減少有一定的成效。上述的方劑

均有健保給付，醫師也會根據實際的狀況再

調整處方，例如患者情緒焦躁時會加上安神

效果較好的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夜間遊走與

睡眠不佳則可以配合酸棗仁湯或天王補心丹

等等。

近年來也台灣中醫界也率續開發出水煎

劑的處方，例如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智愛湯

等等，在臨床的研究中也發現可以減緩認知

退化並減少精神與行為症狀，但因為健保局

目前沒有給付水煎劑的藥物，因此需要家屬

自費處方。依據臨床研究的成果，健保藥物

與處方藥物居對失智症狀有一定的效果，主

要的差距在於健保給付的藥物僅限於濃縮中

藥粉末(或一般所說的「科學中藥」)，因為製

藥技術的限制萃取濃度較低，因而需要多次

服用以達到足夠的效果。以臨床研究建議的

服藥方法，一天需要服用3-4次，每次4-5克

的藥物粉末；而水煎劑型則一天服用1-2次，

一次一包即可達到足夠的濃度，對於病患服

用的負擔較小。此外，失智症患者大多年齡

較長，大多也患有多種慢性疾病，服用的藥

物通常數量多且種類複雜，再頻繁服用中藥



7

可能加重多重用藥的風險，水煎劑型減少服

藥次數的優點就會變得比較重要。臨床上，

醫師的考量點會包含病家的經濟負擔、病患

的服用意願與接受情形等因素，並和家屬與

患者討論。

中藥的使用時機很廣，在失智症個階

段均可以接受中醫治療，以對應不同的治

療目的，例如初期延緩認知、中期減少精神

症狀、末期維持基本生活。在頭幾次的診察

中，醫師會先開立短天數的藥物，例如4-7天

等等，並請病患回診以評估用藥情形；若病

患規律服用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且可以開立

慢性處方簽，病患和家屬的就診次數可以減

少，不需要常常跑醫院。

● 針灸

失智症針灸以頭皮針為主，藉由針刺頭

皮上的穴位，提升頭腦內部的認知功能與控

制異常情緒。在必要時也會在針上加入電刺

激以提升療效。針灸治療是目前實證研究最

多的治療方式，對於包含阿茲海默症、血管

性失智症、額顳葉失智症等多種失智症亞型

均具有療效，且在失智症的各個階段均能發

揮功效。

目前台灣健保有給付針灸治療，患者

僅需花費少量的金錢就能得到適當的治療，

且多數台灣中醫師，只要經過合適的訓練都

能掌握失智症針灸技術，醫療的可近性很

高。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與台北市立

聯合醫院也承接台北市衛生局的專案計畫，

培訓全台灣有志於失智症治療的中醫師，培

訓完成的名單可以至「中醫失智專業培訓課

程」網站查詢，網址為http://tcmdemetiaclass.

blogspot.com/2019/12/blog-post.html。(或是搜

尋中醫失智專業培訓課程，進入網站後點選

「中醫失智症專業培訓完訓醫師名錄」)

但針灸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施行時會

有酸、麻、脹、痛等不同的感覺，並不是每

位患者都能夠接受，且頭皮針的疼痛感通常

較為明顯，且需要每週接受2-3次的針灸才能

較好的維持治療成效，容易造成病患於家屬

時間安排的困難。

● 艾灸

艾灸可以輔助失智症患者的治療，成

效包含有提振精神、補養體力，增加消化與

排尿功能等等。當患者出現虛弱無力、精神

不振，或者是困倦嗜睡等症狀的時候，中醫

師會輔助使用艾灸作為輔助治療。艾灸的

補氣效果很好，能夠協助長者提振精神、恢

復體力，特別是對於不願意服用藥物，或因

為洗腎等疾病而無法服用藥物的患者。但艾

灸在使用時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可能會有

燙傷的風險。目前失智症的艾灸均採用「間

接灸」法，燃燒的艾草會放置於病患穴位附

近，距離皮膚約有3-5公分左右的距離，而不

會直接接觸到患者皮膚，正常使用下病患僅

會感覺到溫暖；但若是患者躁動不安，則可

能會碰觸到艾草而燙傷。

● 耳穴敷貼

利用具有磁性的不鏽鋼珠敷貼在患者的

耳朵穴位上，刺激穴位以達到治療效果。耳

穴敷貼最主要的優點就是完全沒有痛感，且

病患在3-5分鐘的敷貼治療後即可直接返家，

且洗澡、洗臉等日常活動也可以如常進行，

一般都可以長時間留置於耳朵上長達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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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揮效果得同時也不會影響到日常作

息。耳穴敷貼主要的使用時機是，當患者強

烈抗拒其他治療時，耳穴敷貼可以減少病人

的焦躁和激動情緒，讓患者穩定，並且能增

加其他治療的接受意願。但耳穴敷貼也有明

顯的缺點，就是單純只進行耳穴敷貼的效果

有限，僅能小幅度的緩解患者的異常情緒，

須搭配其他的治療方能達到最佳效果。

● 拔罐

拔罐是利用特製的塑膠罐，以真空吸

引的方式，刺激體表的穴位，以達到治療的

效果。拔罐的使用時機主要是作為針灸治

療的輔助，施行於針刺較困難或有危險的穴

位，例如失智症患者在中末期有小便失禁的

情形，可以在下腹與臀部拔罐，提升控制能

力；或是對於消化不良、食慾低落的患者，

腹部拔罐也可以有效改善食欲和消化吸收，

並能減少餐後的悶脹感。拔罐的主要優點是

這種治療為非侵入性且患者接受度較高，對

穴位皮膚的傷害也較小。但是，拔罐也有其

缺點，就是施行部位僅能在胸、腹、背部等

較平坦處進行，且僅能作為輔助治療，協助

針灸與藥物發揮功效。

● 穴位按摩

除了針灸治療之外，醫師也會在診間教

導家屬與患者進行自我穴位按摩，可以輔助

維持治療成效。穴位按摩的使用時機非常廣

泛，在失智症的任何階段都可以施行，藉由

醫師的指導，家屬可以使用穴位按摩來緩解

病患的緊繃情緒、幫助睡眠，或是改善腸胃

的消化吸收。穴位按摩最主要的優點就是的

成本極低，只要經過醫師指導大部分家屬及

照顧者都可以施行，且不受空間限制可以在

家操作。但穴位按摩仍有其風險存在，若家

屬求好心切按摩力量太大，或持續大力擠壓

可能對病人造成傷害。失智症病人的按摩並

不需要非常用力，或是按出痧點瘀血才能到

效果，相反的輕柔且穩定的效果其實對於患

者的接受度更高，特別是本身就容易情緒焦

躁的患者，更需要溫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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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篇幅的關係，無法在此詳細的列出

操作方法和穴位，相關的資訊可以參考下列

網址，或上網搜尋「[懶人包] 失智症穴位按

摩位置」：

失智症穴位按摩位置 失智症耳穴敷貼優點與
適應症狀

我該如何選擇中醫照護呢？

以前看病都是由醫生幫病患決定要接

受什麼治療，或是安排好治療程序讓患者簽

名同意，但失智症病人往往不願意乖乖接受

治療，一方面是因為疾病本身會讓患者變的

固執抗拒，甚至否認自己生病；此外，認知

功能的退化也會讓病人參與醫療決定更加

困難，更傾向拒絕所有的治療方法。因此，

決定失智患者要接受哪些治療，是個需要醫

師、患者、家庭成員一起參予的過程，且在

整個治療過程中常常需要不斷修正，共同決

定當下最適合的方式。

醫生會在診療後提出可行的治療方法，

並且列出每一種治療方法的優點與缺點，以

及對病患的合適程度，讓家屬和患者能理

解每種治療方法；同時，我們也需要家屬和

患者提出自己的考量：例如願意花費多少金

錢？願意承受多大的痛苦或副作用？能夠花

多少時間配合治療等等，要注意的是病患的

需求沒有好壞，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要

過什麼樣的生活。在醫師充分了解病患在意

的需要，且病患也能了解治療的選擇後，醫

病雙方可以溝通討論患者適合接受的治療，

並且在實際施行時逐步修正。

失智症是個不斷退化的疾病，目前中西

醫都沒有方法可以治癒，但是有多種方法可

以延緩退化，治療彼此沒有優劣之分，只有

適不適合您的差別，只要做好選擇且認真的

配合治療，都可以有效延緩腦袋退化速度。

在接受中醫照護前，我建議家屬和患者可以

共同考慮幾個關鍵點：就診頻率次數、治療

所需花費、治療的副作用首先是就診頻率

與次數能否配合，針灸、艾灸、拔罐治療需

要密集的療程，一般初始治療時會需要每週

兩次，甚至三次的治療，在約一個月的療程

後，若病患情況穩定則可以逐步減少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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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家裡居住較遠，或是不方便就醫的

患者，可以考慮先服用藥物或以耳穴敷貼治

療。我在臨床上，也會推薦患者就近找家裡

附近可以信賴的中醫師治療，在方便性與配

合度上都能夠更好。

其次是治療所需花費能否負擔，健保僅

有給付針灸以及科學中藥粉的治療，若需要

接受水煎劑治療或是拔罐、穴位敷貼、穴位

按摩指導則需要自行負擔費用：患者與家屬

可以先行考慮經濟狀況，以及願意花費的醫

療費用。

治療的副作用也是需要考慮得要點，針

灸的實證研究最多，也是對各種失智症亞型

治療成效較好的方式，但針灸的疼痛感也最

明顯；此外藥物會有一定程度的苦味，患者

不一定能夠接受；耳穴敷貼與穴位按摩是疼

痛感與副作用最少的治療方法，但療效也較

不穩定。

中醫照護策略與目標

失智症的病況變化多端，每位患者、每

個階段的症狀都不盡相同，甚至可能在幾個

月之內快速惡化。根據目前已經發表的的臨

床研究結果，中醫治療在失智症的各階段都

能改善失智症狀，但隨著不同階段的病程進

展，中醫師也會相應的調整治療目標。整個

失智症的病程可以分為四期：

第一階段稱之為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常常是因為由中

風、外傷、心血管疾病惡化，或是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對大腦的損傷造成，在此階段病人

短期記憶能力已經開始減退，但日常功能還

維持的不錯，甚至外觀幾乎與常人無異。此

時中醫的目標是預防或延緩失智症的到來，

並且治療腦部血管梗塞或破裂等病因。

第二個階段屬於輕度失智症時期，在

這時患者的記憶力與認知功能進一步惡化，

通常沒辦法繼續維持工作，同時腦部的定向

感與辨認識別能力也會開始變差，對於時間

的、地點、人物的掌握開始出現困難，甚至

會出現迷路、錯認等現象。此階段中醫治療

的目標為延緩腦部退化速度，盡可能維持認

知功能。

第三階段稱為中度失智症，除了認知功

能持續減退，也開始會出現黃昏症候群、幻

覺、妄想、激動、甚至會攻擊家人及看護等

精神與行為症狀(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失智中期治療

得重點放在降低精神與行為症狀發作的頻率

與嚴重程度。

最後階段為重度的失智症患者會退化

到幾乎完全無法自理生活，甚至連基本的排

泄、飲食、盥洗、飲水等日常大小事，都必

須要依賴他人才能夠進行，與外界的聯繫也

變的非常困難。此時中醫治療的目標則轉為

維持基本日常活動，減少患者失能。



11

失智症是一個不斷退化的疾病，且目前

不論中西醫都沒有完全治癒的方法。但大規

模的追蹤研究顯示，若病患在西醫治療的基

礎之上，能夠規律且持續的接受中西醫整合

治療，則可以降低肺炎住院率、長期導尿需

要，並且維持吞嚥功能。需要去急診就醫的

次數與醫療花費也可以減少，讓病患跟家屬

都能擁有更好的病後生活。

失智症患者的一大殺手是肺炎，可以說

失智症照護者的惡夢，一旦因為肺炎住院，

不只照顧的困難增加，呼吸能力也會隨之減

弱，有時甚至會惡化到需要插管以及入住加

護病房。即使幸運能夠治癒出院，除了身體

恢復的速度會減慢，體力也會因換氣能力變

差而下降，再次感染的恐懼也是如影隨行。

許多病患就在醫院與家中往返，身體也越來

越虛弱。如果能積極的降低肺炎住院率，不

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花費，更可以提昇

患者的生活品質與減輕照顧壓力。在台灣進

行的大規模追蹤研究發現中醫治療可以降低

約三成肺炎住院風險，可能有效的方劑包含

有麻杏石甘湯、銀翹散、小青龍湯、半夏厚

朴湯、辛夷清肺湯。

失智患者的另一大困擾是排尿困難，包

含頻頻尿急、排出不順、夜間頻尿，更容易

併發泌尿道感染等問題。對於排尿困難的失

智患者，長期置入導尿管或是常常採用的手

段，但是會大幅減少患者的生活品質，也需

要更多的醫療照護，更需要時時擔心病人自

行拔除管路的風險。在台灣進行的大規模追

蹤研究結果發現，接受中醫治療後可以促進

排尿順暢，降低42%長期導尿風險。可能有

預防效果的方藥，包括傳統的利水方劑如五

苓散、豬苓湯；補腎的濟生腎氣丸、知柏地

黃丸、真武湯等；也有血府逐瘀湯等化瘀為

主的方劑。其中五苓散跟豬苓湯有較多臨床

研究證據支持。

進食困難跟肺炎、嚴重感染並列為末

期失智症的主要死因，一旦進食困難成為常

態，隨之而來的營養不良也會更加削弱患者

的體力和活動能力，形成惡性循環。大規模

追蹤研究結果發現，接受中醫治療後可以

降低約16%無法進食而需要鼻胃管灌食的風

險，而加上針灸後大約可以降低33%。分析

可能有預防效果的方藥，包含有半夏厚朴

湯、理中湯還有參苓白朮散、香砂六君子湯

與補中益氣湯。半夏厚朴湯在日本的臨床研

究中也被發現，可以提升吞嚥功能、降低吸

入性肺炎發生率與維持進食量相關的論文介

紹與原始文獻，可以參考下列網址，或搜尋

「失智症長期中醫治療有甚麼效果？」

失智症長期中醫治療有甚麼效果

中醫照護失智症的長期療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