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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什麼是老年癡呆症？
老年癡呆症（Dementia）是一種

腦部疾病的症候羣，是記憶力及其他腦

部功能逐漸喪失至影響患者的日常生

活的統稱，患者多為老年人。老年癡呆

症的症狀包括記憶力及認知功能減退，

例如判斷力、理解力、學習能力、語言

運用能力、辨別方向和空間的能力等受

影響。部分患者或會有情緒、行為及感

官等方面的改變，病情嚴重的患者更可

能無法自我照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患有「老

年癡呆症」，提高了本地人士對此病症

的關注。別以為患上老年癡呆症只會令

人善忘，此症其實是一種複雜的腦部疾

病，除了記憶力，還會影響其他認知能

力，令患者逐漸失去自我照顧的能力。

根據衞生署聯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精神科學系於2006年進行的研究，本港

70歲及以上居於社區的長者當中，約有

9.3%患上不同程度的老年癡呆症。

我們間中亦有聽聞「柏金遜症」一

詞，原來不少人會混淆柏金遜症與老年

癡呆症，究竟老年癡呆症是怎樣的疾

病？與柏金遜症有何分別？

正確認識
老年癡呆症

患者家人同需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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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誤以為柏金遜症等同老年癡呆症，其實兩者是不同的疾病，前者主要影響患者的

活動能力，後者則主要影響認知能力。部分柏金遜症患者在患病後期會出現認知能力衰退，但

並非所有患者都會出現老年癡呆症的病徵。

柏金遜症是一種神經系統退化疾病，多發生在60歲或以上的長者身上。患者會出現肌肉

震顫、動作緩慢、關節僵硬、面無表情、步履及語調出現變化等情況。柏金遜症的成因未明，但

明顯的病理特徵是一種分泌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Dopamine）的腦細胞逐漸退化，當多巴胺分

泌量減少至正常量的20%至40%時，便會影響身體進行及協調肌肉活動，繼而出現上述病徵。

現時未有根治柏金遜症的方法，但藥物能幫助控制病徵，改善患者的活動能力和減輕震

顫的情況，以減低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所用的藥物主要目的為增加腦內多巴胺的水平，例子有

左旋多巴（Levodopa）。

柏金遜症VS老年癡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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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老年癡呆症的種類
老年癡呆症可由不同原因引致，主要

分為三類：

● 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阿爾茲海默氏症是常見的老年

癡呆症類別。此症的成因複雜，醫學界尚

未能完全瞭解，現今研究普遍認為與年齡

及遺傳基因有關。病理方面，大致認為是

與腦內出現乙類澱粉樣斑塊積聚及神經纖

維糾結有關，引致腦細胞功能紊亂及腦部

逐漸萎縮。現時仍沒有方法可治癒此症，

但可利用藥物延緩病情發展、減慢退化速

度、控制認知能力的減退和異常行為，以

及短暫穩定病人日常的活動能力。

●  血 管 性 癡 呆 症（V a s c u l a r 

Dementia）：這是第二常見的類別。成因

是連串的腦中風或慢性腦血管栓塞，令腦

部血液供應不足，導致腦部功能下降。認

知能力會因中風次數越多或腦部受影響的

範圍越大，呈「梯級式」衰退。由於腦細胞

受損後不能復原，故治療主要以減少腦中

風的風險為主，以免病情因再次中風而惡

化。除藥物治療外，患者須配合健康的飲

N- 甲基 -D- 天冬氨酸
(NMDA) 受體拮抗劑

食習慣及適當運動，以保持心臟及腦部血

管健康。

● 其他可引起老年癡呆症病徵的情

況：抑鬱、營養不良（如缺乏維他命B12、葉

酸等）、甲狀腺分泌失調、藥物中毒及一些

疾病如柏金遜症（Parkinson's Disease）、

路易氏體失智（Lewy Bodies Dementia）

等，也可引致老年癡呆症的病徵。

膽鹼酶抑制劑

多奈哌齊 加蘭他敏

美金鋼

常用的阿爾茲海默氏症藥物＊

藥物種類 藥理
藥物學名 

[1]
適應症

一般成人服用劑量 
[2]

副作用
 [3]

用藥注意

藥物
法例下
的分類 

[4]

膽鹼酶抑制劑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

乙醯 膽鹼 是 腦內的神經傳
導物質，作用是幫助神經細
胞之間傳遞訊息，與認知、
學習和記憶能力有關。膽鹼
酶 抑制劑可阻 止乙醯 膽鹼
的分解，增加其濃度，從而
控制認知功能 及 延 緩記憶
的喪失，有助控制輕度及中
度阿爾茲海默氏症的病情。 
隨着病情發展，乙醯膽鹼的分
泌會越來越少，一般而言，此
類藥物對患者的幫助亦會隨
之減低。

多奈哌齊	
Donepezil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然後按病情需要時可於一個月後
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10毫克。睡前
服用。

腹瀉、噁心、頭痛、傷風、
食慾不振、幻覺、激動、
激烈行為、昏厥、暈眩、失
眠、嘔吐、腹部不適、皮
疹、痕癢、肌肉痙攣、小便
失禁、疲倦、痛楚等。

●	患 有 病 竇 綜 合 症（S i c k  S i n u s 
Syndrome）或心室傳導異常的病人、
有胃潰瘍病歷或同時服用非類固醇
類消炎藥的病人、有哮喘病歷或阻塞
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孕及哺乳婦女
慎用。

Px

加蘭他敏
Galanta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一般劑型：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4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
次，每次8毫克。如有需要，可於另
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次，每次
12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8-12毫克。飯後服用。

長效型：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
次8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
次，每次16毫克。如有需要，可於
另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
24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
16-24毫克。飯後服用。

食慾下降、噁心、抑鬱、
暈眩、頭痛、顫動、昏厥、
昏睡、嗜睡、心跳減慢、
嘔吐、腹瀉、腹痛、消化
不良、胃部及腹部不適、
多汗、肌肉痙攣、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心跳過慢、心傳導疾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慎用。懷孕婦女慎用。哺
乳婦女忌用。

Px

卡巴拉汀	
Rivastig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口服：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1.5毫克，持續最少兩周後增加至每
日2次，每次3毫克。如有需要，可
再以最少每兩周為間距，每次增加
1.5毫克，直至最多每日2次，每次
6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3-6毫克。飯後服用。

激動、混亂、暈眩、頭痛、
嗜睡、顫動、噁心、嘔吐、
腹瀉、食慾不振、腹痛、
消化不良、流汗、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患有病竇綜合症或心室傳導異常、胃
潰瘍、尿道阻塞或癲癇的病人、有哮
喘或其他阻塞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
孕及哺乳婦女慎用。

●	如病人連續數天沒有服藥，應重新從
最低劑量1.5毫克開始，以避免嚴重
不良反應（如嚴重嘔吐）。

Px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藥貼：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使
用一片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如
有需要，可於最少四周後把劑量增
加至每日1次，每次使用一片9.5毫
克/24小時的藥貼。

從口服劑型更換至皮膚藥貼的參
考劑量：若口服劑量為每日不超過
6毫克，應使用4.6毫克/24小時的
藥貼；若為每日6毫克以上-12毫
克，應使用9.5毫克/24小時的藥
貼。首片藥貼應於服食最後一劑
量口服藥的翌日使用。

食慾不振、食慾下降、焦
慮、抑鬱、失眠、暈眩、
頭痛、嘔吐、噁心、腹瀉、
消化不良、腹痛、皮膚反
應(發紅、痕癢、水腫)、疲
倦、無力、體重下降等。

●	藥貼應貼在清潔、乾爽、沒有毛髮、
沒有傷口、沒有敏感的皮膚上（建議
部位：背部、上臂或胸前）。

●	每24小時用一片，最好於每天的同一
時間更換。

●	必須把舊藥貼除掉才貼上新的，不可
同時貼多於1片藥貼。

●	更換藥貼時，把新藥貼貼在不同位置
以避免皮膚出現敏感。不可於14日內
貼在同一點。

●	若忘了使用藥貼數天，劑量必須以每日
1次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重新開始。

●	不可有過度的外來熱力加於藥貼上，
以免過多藥力滲透到體內而造成危險。

患者或其護理者可觀看「藥物教育資源
中心」網頁（www.youitv.com/partner/
derc）內的「正確使用老年痴呆症藥貼」
短片，瞭解更多有關使用藥貼的資料。

Px

N-甲基-D-天冬氨酸
(NMDA)受體拮抗劑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N - 甲 基 - D - 天 冬 氨 酸
(N M DA )受體 拮 抗劑可拮
抗腦內神經細胞上N M DA
受體，從而減少細胞因受谷
氨酸鹽過度活化而退化，有
助減慢中度 至 嚴 重阿爾茲
海 默 氏症患者的病情進一
步衰退。

美金鋼	
Memantine

中度(moderate)
至嚴重(severe)
的阿爾茲海默氏
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其後按病情需要，以最少一星期為
一間距，每次增加5毫克，直至最多
每日1次，每次20毫克。空腹或飽
肚服用皆可。

暈眩、便秘、高血壓、頭
痛、嗜睡等。

●	有腦癇病歷病人、患有肝或腎功能
不全病人、心臟病病人、懷孕婦女慎
用。

Px

註 ＊  表列藥物須醫生處方才可購買，列出資料目的是讓
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理解。若懷
疑患上阿爾茲海默氏症，應向醫生求診，確定病情
並依醫生指示服藥。

卡巴拉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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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阿爾茲海默氏症藥物＊

藥物種類 藥理
藥物學名 

[1]
適應症

一般成人服用劑量 
[2]

副作用
 [3]

用藥注意

藥物
法例下
的分類 

[4]

膽鹼酶抑制劑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

乙醯 膽鹼 是 腦內的神經傳
導物質，作用是幫助神經細
胞之間傳遞訊息，與認知、
學習和記憶能力有關。膽鹼
酶 抑制劑可阻 止乙醯 膽鹼
的分解，增加其濃度，從而
控制認知功能 及 延 緩記憶
的喪失，有助控制輕度及中
度阿爾茲海默氏症的病情。 
隨着病情發展，乙醯膽鹼的分
泌會越來越少，一般而言，此
類藥物對患者的幫助亦會隨
之減低。

多奈哌齊	
Donepezil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然後按病情需要時可於一個月後
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10毫克。睡前
服用。

腹瀉、噁心、頭痛、傷風、
食慾不振、幻覺、激動、
激烈行為、昏厥、暈眩、失
眠、嘔吐、腹部不適、皮
疹、痕癢、肌肉痙攣、小便
失禁、疲倦、痛楚等。

●	患 有 病 竇 綜 合 症（S i c k  S i n u s 
Syndrome）或心室傳導異常的病人、
有胃潰瘍病歷或同時服用非類固醇
類消炎藥的病人、有哮喘病歷或阻塞
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孕及哺乳婦女
慎用。

Px

加蘭他敏
Galanta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一般劑型：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4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
次，每次8毫克。如有需要，可於另
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次，每次
12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8-12毫克。飯後服用。

長效型：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
次8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
次，每次16毫克。如有需要，可於
另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
24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
16-24毫克。飯後服用。

食慾下降、噁心、抑鬱、
暈眩、頭痛、顫動、昏厥、
昏睡、嗜睡、心跳減慢、
嘔吐、腹瀉、腹痛、消化
不良、胃部及腹部不適、
多汗、肌肉痙攣、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心跳過慢、心傳導疾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慎用。懷孕婦女慎用。哺
乳婦女忌用。

Px

卡巴拉汀	
Rivastig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口服：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1.5毫克，持續最少兩周後增加至每
日2次，每次3毫克。如有需要，可
再以最少每兩周為間距，每次增加
1.5毫克，直至最多每日2次，每次
6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3-6毫克。飯後服用。

激動、混亂、暈眩、頭痛、
嗜睡、顫動、噁心、嘔吐、
腹瀉、食慾不振、腹痛、
消化不良、流汗、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患有病竇綜合症或心室傳導異常、胃
潰瘍、尿道阻塞或癲癇的病人、有哮
喘或其他阻塞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
孕及哺乳婦女慎用。

●	如病人連續數天沒有服藥，應重新從
最低劑量1.5毫克開始，以避免嚴重
不良反應（如嚴重嘔吐）。

Px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藥貼：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使
用一片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如
有需要，可於最少四周後把劑量增
加至每日1次，每次使用一片9.5毫
克/24小時的藥貼。

從口服劑型更換至皮膚藥貼的參
考劑量：若口服劑量為每日不超過
6毫克，應使用4.6毫克/24小時的
藥貼；若為每日6毫克以上-12毫
克，應使用9.5毫克/24小時的藥
貼。首片藥貼應於服食最後一劑
量口服藥的翌日使用。

食慾不振、食慾下降、焦
慮、抑鬱、失眠、暈眩、
頭痛、嘔吐、噁心、腹瀉、
消化不良、腹痛、皮膚反
應(發紅、痕癢、水腫)、疲
倦、無力、體重下降等。

●	藥貼應貼在清潔、乾爽、沒有毛髮、
沒有傷口、沒有敏感的皮膚上（建議
部位：背部、上臂或胸前）。

●	每24小時用一片，最好於每天的同一
時間更換。

●	必須把舊藥貼除掉才貼上新的，不可
同時貼多於1片藥貼。

●	更換藥貼時，把新藥貼貼在不同位置
以避免皮膚出現敏感。不可於14日內
貼在同一點。

●	若忘了使用藥貼數天，劑量必須以每日
1次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重新開始。

●	不可有過度的外來熱力加於藥貼上，
以免過多藥力滲透到體內而造成危險。

患者或其護理者可觀看「藥物教育資源
中心」網頁（www.youitv.com/partner/
derc）內的「正確使用老年痴呆症藥貼」
短片，瞭解更多有關使用藥貼的資料。

Px

N-甲基-D-天冬氨酸
(NMDA)受體拮抗劑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N - 甲 基 - D - 天 冬 氨 酸
(N M DA )受體 拮 抗劑可拮
抗腦內神經細胞上N M DA
受體，從而減少細胞因受谷
氨酸鹽過度活化而退化，有
助減慢中度 至 嚴 重阿爾茲
海 默 氏症患者的病情進一
步衰退。

美金鋼	
Memantine

中度(moderate)
至嚴重(severe)
的阿爾茲海默氏
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其後按病情需要，以最少一星期為
一間距，每次增加5毫克，直至最多
每日1次，每次20毫克。空腹或飽
肚服用皆可。

暈眩、便秘、高血壓、頭
痛、嗜睡等。

●	有腦癇病歷病人、患有肝或腎功能
不全病人、心臟病病人、懷孕婦女慎
用。

Px

[1]  藥物學名（generic drug name），是國際通用的稱號。

[2] 為一般服用劑量，病人須依照醫生或藥劑師的指示及藥物的說明書服藥。

[3] 參考自藥物說明書資料。如副作用嚴重或持續不退，應與醫生聯絡。 

[4]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對藥劑製品的分類：

	 Px：為醫生處方藥物，必須經醫生診治後才處方，
並須在註冊藥房由藥劑師配售。

常用的阿爾茲海默氏症藥物＊

藥物種類 藥理
藥物學名 

[1]
適應症

一般成人服用劑量 
[2]

副作用
 [3]

用藥注意

藥物
法例下
的分類 

[4]

膽鹼酶抑制劑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

乙醯 膽鹼 是 腦內的神經傳
導物質，作用是幫助神經細
胞之間傳遞訊息，與認知、
學習和記憶能力有關。膽鹼
酶 抑制劑可阻 止乙醯 膽鹼
的分解，增加其濃度，從而
控制認知功能 及 延 緩記憶
的喪失，有助控制輕度及中
度阿爾茲海默氏症的病情。 
隨着病情發展，乙醯膽鹼的分
泌會越來越少，一般而言，此
類藥物對患者的幫助亦會隨
之減低。

多奈哌齊	
Donepezil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然後按病情需要時可於一個月後
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10毫克。睡前
服用。

腹瀉、噁心、頭痛、傷風、
食慾不振、幻覺、激動、
激烈行為、昏厥、暈眩、失
眠、嘔吐、腹部不適、皮
疹、痕癢、肌肉痙攣、小便
失禁、疲倦、痛楚等。

●	患 有 病 竇 綜 合 症（S i c k  S i n u s 
Syndrome）或心室傳導異常的病人、
有胃潰瘍病歷或同時服用非類固醇
類消炎藥的病人、有哮喘病歷或阻塞
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孕及哺乳婦女
慎用。

Px

加蘭他敏
Galanta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嚴重(moderately 
severe)的阿爾茲
海默氏症

一般劑型：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4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
次，每次8毫克。如有需要，可於另
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2次，每次
12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
次8-12毫克。飯後服用。

長效型：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
次8毫克，持續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
次，每次16毫克。如有需要，可於
另一個四周後增加至每日1次，每次
24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
16-24毫克。飯後服用。

食慾下降、噁心、抑鬱、
暈眩、頭痛、顫動、昏厥、
昏睡、嗜睡、心跳減慢、
嘔吐、腹瀉、腹痛、消化
不良、胃部及腹部不適、
多汗、肌肉痙攣、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心跳過慢、心傳導疾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慎用。懷孕婦女慎用。哺
乳婦女忌用。

Px

卡巴拉汀	
Rivastigmine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口服：開始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1.5毫克，持續最少兩周後增加至每
日2次，每次3毫克。如有需要，可
再以最少每兩周為間距，每次增加
1.5毫克，直至最多每日2次，每次
6毫克。維持劑量為每日2次，每次
3-6毫克。飯後服用。

激動、混亂、暈眩、頭痛、
嗜睡、顫動、噁心、嘔吐、
腹瀉、食慾不振、腹痛、
消化不良、流汗、疲倦、
無 力、不適、體 重下降
等。

●	患有病竇綜合症或心室傳導異常、胃
潰瘍、尿道阻塞或癲癇的病人、有哮
喘或其他阻塞性肺病病歷的病人、懷
孕及哺乳婦女慎用。

●	如病人連續數天沒有服藥，應重新從
最低劑量1.5毫克開始，以避免嚴重
不良反應（如嚴重嘔吐）。

Px

輕度(mild)至中度
(moderate)的阿
爾茲海默氏症

藥貼：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使
用一片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如
有需要，可於最少四周後把劑量增
加至每日1次，每次使用一片9.5毫
克/24小時的藥貼。

從口服劑型更換至皮膚藥貼的參
考劑量：若口服劑量為每日不超過
6毫克，應使用4.6毫克/24小時的
藥貼；若為每日6毫克以上-12毫
克，應使用9.5毫克/24小時的藥
貼。首片藥貼應於服食最後一劑
量口服藥的翌日使用。

食慾不振、食慾下降、焦
慮、抑鬱、失眠、暈眩、
頭痛、嘔吐、噁心、腹瀉、
消化不良、腹痛、皮膚反
應(發紅、痕癢、水腫)、疲
倦、無力、體重下降等。

●	藥貼應貼在清潔、乾爽、沒有毛髮、
沒有傷口、沒有敏感的皮膚上（建議
部位：背部、上臂或胸前）。

●	每24小時用一片，最好於每天的同一
時間更換。

●	必須把舊藥貼除掉才貼上新的，不可
同時貼多於1片藥貼。

●	更換藥貼時，把新藥貼貼在不同位置
以避免皮膚出現敏感。不可於14日內
貼在同一點。

●	若忘了使用藥貼數天，劑量必須以每日
1次4.6毫克/24小時的藥貼重新開始。

●	不可有過度的外來熱力加於藥貼上，
以免過多藥力滲透到體內而造成危險。

患者或其護理者可觀看「藥物教育資源
中心」網頁（www.youitv.com/partner/
derc）內的「正確使用老年痴呆症藥貼」
短片，瞭解更多有關使用藥貼的資料。

Px

N-甲基-D-天冬氨酸
(NMDA)受體拮抗劑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N - 甲 基 - D - 天 冬 氨 酸
(N M DA )受體 拮 抗劑可拮
抗腦內神經細胞上N M DA
受體，從而減少細胞因受谷
氨酸鹽過度活化而退化，有
助減慢中度 至 嚴 重阿爾茲
海 默 氏症患者的病情進一
步衰退。

美金鋼	
Memantine

中度(moderate)
至嚴重(severe)
的阿爾茲海默氏
症

開始劑量為每日1次，每次5毫克。
其後按病情需要，以最少一星期為
一間距，每次增加5毫克，直至最多
每日1次，每次20毫克。空腹或飽
肚服用皆可。

暈眩、便秘、高血壓、頭
痛、嗜睡等。

●	有腦癇病歷病人、患有肝或腎功能
不全病人、心臟病病人、懷孕婦女慎
用。

Px

註 ＊  表列藥物須醫生處方才可購買，列出資料目的是讓
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理解。若懷
疑患上阿爾茲海默氏症，應向醫生求診，確定病情
並依醫生指示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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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學習和記憶能力有關。膽鹼酶抑制劑

可阻止乙醯膽鹼的分解，增加其濃度，有

助改善認知功能及延緩記憶的衰退，減慢

輕度及中度患者的病情惡化。其中多奈哌

齊亦可用於嚴重患者。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

拮抗劑（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此類藥物暫時只有美金鋼（Memantine），

可拮抗腦內神經細胞上NMDA受體，從而

減少細胞因受谷氨酸鹽過度活化而退化，

有助減慢中度至嚴重患者的病情進一步衰

退。

精神科藥物：阿爾茲海默氏症患者

可能出現一些行為和情緒問題，例如失眠、

不安、精神錯亂、焦慮、易怒、抑鬱或幻

覺。醫生會按個別情況給予適當的藥物以

紓緩症狀。

非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如懷緬治療、現實環境導

向、感官刺激活動、認知訓練及心理行為治

療等，能改善患者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老年癡呆症可以預防嗎？
雖然現今有不少有關老年癡呆症的

研究，但其成因仍未完全確立，故目前沒有

有效的預防方法。不過，採納健康的生活

方式，如維持均衡飲食，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高脂肪食物，經常運動，多動腦筋，以

及預防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膽固醇等慢性

疾病，或有助減低患老年癡呆症的風險。

阿爾茲海默氏症的10個警告徵狀
1. 出現影響日常生活的記憶力衰退，如剛獲得的資訊馬上便忘記、忘記重要的日期或活動。

2. 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 在家中、工作場合，或在休閒活動中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難，如刷牙、洗澡等日常個人護理。

4. 對時間或地點感到困惑，如容易迷路。

5. 對瞭解視覺影像和空間關係有困難，例如無法判斷遠近、以為鏡前的影像是另一個人。

6. 說話或寫作上用字上出現困難。

7. 把物件放在錯誤的地方，且失去尋找的能力，例如把眼鏡亂放而不能找回，有時會以為是被
   別人偷竊。

8. 判斷力變差，例如在夏天穿上厚衣。

9. 對周圍的事情及原來的興趣失去主動性。

10. 情緒和性格轉變，如變得心煩意亂、多疑、偏激、固執。

參考資料：美國阿爾茲海默氏症協會（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的「10 Signs of Alzheimer's」。註

健康錦囊

阿爾茲海默氏症的徵兆
由於老年癡呆症個案中以阿爾茲海

默氏症居多，文章以下部分將集中介紹阿

爾茲海默氏症的徵兆和治療。

隨着年齡增長，大部分長者都會有

記憶問題，但單是記憶力衰退不等同患上

阿爾茲海默氏症，患者通常會出現多個影

響日常活動的病徵。若發現家人或朋友出

現多個徵狀（見上表），便應及早求醫，

診斷是否患上阿爾茲海默氏症。及早察覺

和接受適當治療，除有助控制患者的病情

外，亦可幫助其家人瞭解患者的變化、減

少磨擦和糾紛，以及減輕照顧患者的家人

所承受的壓力。

阿爾茲海默氏症的治療
阿爾茲海默氏症的病情通常隨輕

度、中度和嚴重三個程度發展。正如上文

提及，現時沒有根治阿爾茲海默氏症的方

法，而治療方向主要以維持腦部功能、控

制病徵和延緩病情惡化為主。

藥物治療
膽鹼酶抑制劑（Cho l i n es te rase 

I n h i b i t o r）：此類 藥物包括多奈哌齊

（Donepezil）、加蘭他敏（Galantamine）和

卡巴拉汀（Rivastigmine）。乙醯膽鹼是腦

內細胞分泌的神經傳導物質，被認為與認

去年，有推動老年癡呆症綜合服務的本地非政府機構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

顯示受訪者普遍對此症存有誤解及歧視，以為患者都會變得癡癡呆呆。該機構其後

舉辦新名稱創作比賽，藉此為老年癡呆症揀選一個公眾普遍接受的中文名稱以作日

常溝通時使用，以消除誤解和喚起大眾對此病症的關注。該機構在2010年10月選

出參賽的「腦退化症」為獲獎名稱。

不過，根據政府資料，由於腦部退化並非引致老年癡呆症的唯一原因，亦不能

完全反映老年癡呆症的症狀，因此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仍然沿用「老年癡呆症」為

「Dementia」醫學上的正式中文譯名。

老年癡呆症？腦退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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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齡：	

電話：	 （日間）	 	 	 （夜間）

地址：

電郵地址：

□	本人希望收取有關《選擇》及消費者委員會的推廣資訊。

傳真：2102	4581（如以傳真方式訂閱，請勿重複郵寄表格；歡迎複印表格）

訂閱細則

1.	訂戶將收到本會發出的換領贈品通知書，請於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兩個月內，於辦公時間攜	

同通知書正本，前往消委會北角總部（地址：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22樓），或尖沙咀

資源中心（地址：尖沙咀亞士厘道3號），領取贈品。贈品不設退貨。

2.	如訂戶於當月9號前以郵寄支票/繳費靈/信用卡訂閱，將於該月收到第一期《選擇》月刊；如在

10號或以後訂閱，將於下月收到第一期《選擇》月刊。

對患者家人的關顧
對家人而言，照顧老年癡呆症患者可

能是體力和情緒上的挑戰，而為患者安排

護理和治療的費用，亦可能為家庭的財政

帶來壓力。故此在治療患者的同時，對其

家人的關顧和支持亦十分重要，若家人得

不到適當的輔導，所受的創傷可能比患者

更大。

家人必須認識老年癡呆症的病因、

病理及發病的過程和發展，一方面，要明白

以醫學界現時的理解，老年癡呆症是不能

逆轉的疾病，不要期望患者可完全回復以

前的狀況，為自己徒添心理上的壓力；另一

方面，家人要學習如何照顧患者、與患者

溝通，讓患者在安全和愉快的環境下渡過

晚年。若家人在照顧患者時遇到困難或情

緒問題，應多與親友分享，及尋求醫護人員

的幫助。

部分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藥物教育資源中心

付款方法

1.	□	支票付款	 			 現附上HK$	

	 劃線支票/本票/匯票號碼：

	 抬頭請寫：消費者委員會或CONSUMER	COUNCIL

	 連同表格寄回：香港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22樓訂閱部

2.	□	繳費靈（繳費靈付款編號：																																														 				）

	 新訂戶請致電訂閱部（2856	3123）索取訂閱編號，透過「繳費靈」24小時	

	 電話（中文18033，英文18031）或網上繳費服務（網址www.ppshk.com）	

		 繳付帳項。本會的商戶編號為9233。

3.	□	信用卡付款（可將表格傳真至	2102	4581）

	 請在本人信用卡戶口扣款HK$

	 □	VISA								□	MasterCard								□	AE								□	Diners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年）	

	 簽署：

$99

訂閱1年12期 

送斜肩帆布袋

$188
訂閱2年24期送購物帆布袋

（為方便電腦處理，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老年癡呆症支援服務＊＊

單位 電話

服務性質 [1]

提供老年
癡呆症
資料

為患者
提供評估/

訓練

提供日間
護理中心/
院舍服務

為患者家人或
其護理者提供

輔導/訓練/支援

介紹
轉介方法/

提供轉介服務

明愛賽馬會長者日間綜合
服務中心 
www.caritasse.org.hk

2164 2509 ü ü ü ü ü

香港老年痴呆症協會 
www.hkada.org.hk 2338 2277 ü ü ü ü ü

聖雅各福群會健智支援
服務中心 
http://dementia.sjs.org.hk

2816 9009 ü ü ü ü ü

賽馬會耆智園「記憶在線」 
www.jccpa.org.hk 2636 6323 ü ü ü ü ü

香港復康會 
www.rehabsociety.org.hk 2794 3010 ü ü ü ü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www.cfsc.org.hk

2793 2138 ü ü ü ü

社會福利署熱線服務/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www.swd.gov.hk

2343 2255 ü ü ü

香港心理衞生會心理健康
輔導及資訊熱線 
www.mhahk.org.hk

2772 0047 ü ü

醫院管理局精神科電話
諮詢服務 
www.ha.org.hk

2466 7350 ü

註 ** 表列為部分提供老年癡呆症資料及/或支援服務的單位，僅供參考。

[1] 乃本會收集服務單位提供的資料後所作的簡單分類，以便患者或其護理者參考，詳細資料請向
有關單位查詢。

訂閱表格

本人欲  □  訂閱1年12期  HK$99

	 	 （送斜肩帆布袋1個） 

本人欲  □  訂閱2年24期  HK$188

	 	 （送購物帆布袋1個）	

訂閱《選擇》
新禮品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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