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期患者護理

LATE-STAGE CARE
為阿滋海默症晚期患者提供護理和安撫

PROVIDING CARE AND COMFORT DURING THE 
LATE STAGE OF ALZHEIMER’S DISEASE

阿 滋 海 默 症 協 會



照顧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的 
10個提示
1. 以關愛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患者。

2. 重點關注患者喜歡什麼。

3. 尋找患者的疼痛跡象。

4. 從親戚朋友或專業助理那裡得到幫助。 

5. 鼓勵患者與他人溝通。

6. 用視覺、聲音、氣味及觸覺與患者溝通。

7. 用音樂與患者交流。

8. 用一支可彎曲的吸管來幫助患者喝水。

9. 如果患者拒絕進食，需找出原因。

10. 如果患者體重大幅減輕，需跟醫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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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護晚期 
 阿滋海默症患者

阿滋海默症的晚期，有時也在醫學上被稱為重度阿
滋海默症，病情發展到這一階段可能是個漫長的過
程，這個過程可持續數週到數年不等。隨著病情的
惡化，阿滋海默症患者的需求也會改變和深化。 

當患者進入阿滋海默症晚期時，他們不太能表達自
己的偏好而且不願意接受治療。最終患者往往需要
日以繼夜的密集護理。請務必諮詢醫生，以便重新
評估護理目標並作出有關醫療干預措施的決定，例
如是否使用心肺復甦術、插管餵食及抗生素等等。
同時請務必與醫生商討重要的病情進展和決定，
例如讓患者入住療養院、住院及接受最終的緩和護
理。緩和護理主要是為了幫助患者減輕身體痛苦及
維持生活品質。

我們應該以關愛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阿滋海默症晚
期患者，重要的是把注意力放在維持患者的生活品
質、尊嚴和舒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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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 
 和皮膚

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可能會失去行走的能力。不
能走動，可能會導致皮膚破裂（褥瘡）和關節「凍
結」。

保持皮膚及 
身體的健康：

舒緩身體的壓力
至少每兩小時為患者轉身，以減輕壓力並改善血液
循環。確保患者感覺舒適並保持其身體端正。用枕
頭承托胳膊和腿。請諮詢健康護理專業人士，學習
如何運用正確的方法抬起和轉動患者的身體。

保持皮膚清潔和乾爽
患者的皮膚很脆弱，容易破裂或撞瘀。在清潔時，
手勢要輕柔，避免摩擦。使用溫和的肥皂清洗皮膚，
並吸乾水份。每天檢查皮膚是否有紅疹、潰瘍或破
裂。

保護凸骨的部位
用枕頭或軟墊來保護手肘、腳跟、臀部和其他凸骨
的部位。如果你使用乳液來護理患者這些部位的皮
膚，請輕輕塗上，但不要加以按摩。

防止關節「凍結」
當一個人長期臥床或坐在椅上時，會造成關節「凍
結」（肢體孿縮）。有時做一些伸展動作會有幫助，
例如當患者剛洗完澡，皮膚和肌肉溫暖時，小心緩
慢地移動患者的胳膊和腿，每天兩到三次。這類運
動並不適用於所有患者或整個病程。開始之前，請
與醫生商討這類運動在不同階段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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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腸道及 
 膀胱功能

如果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出現大小便失禁的情況，
請看醫生以排除身體的其他疾病，包括尿道感染或
糞便嵌塞。

幫助保持腸道及膀胱的功能：

設定一個如廁時間表
記錄患者何時如廁，及進食飲水的時間和份量，這
樣可以幫助你瞭解患者自然排便的習慣。如果患者
不能去廁所，可以在床邊放一個便桶。

限制睡前飲水
睡前至少兩小時限制飲水（限制，不是完全不喝
水），但須確保患者在白天攝入足夠的水份，以防
脫水。

使用吸水墊及防護用品
晚間可使用成人紙尿褲及床尿墊。 

留意排便的情況
雖然患者沒有必要每天都排便，但如果三天沒有排
便就可能是便秘。使用天然的瀉藥，如：西梅，或高
纖食物，如：全麥麵包，可幫助患者排便。如果便秘
持續，請諮詢醫生。

4. 進食 
 和飲水

每一個人都需要吃有營養的食物和飲用足夠的水份
來維持健康。但這對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而言是個
很大的挑戰，因為他們可能會有吞嚥困難而使食物
或飲品被吸入肺部，這樣就會導致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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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患者安全進食和飲水：

保持環境安靜平和 
用餐時遠離電視和其他干擾。如果患者能夠在桌前
用餐，請保證桌面擺設簡單，只擺放：一個盤子或
碗、餐墊、杯子和餐具。

讓患者有足夠時間用餐
不要催促患者進食，且請找出患者喜歡的食物。
患者在少量多餐時可能做得更好，而不是一天三
大餐。

讓患者坐得舒服
為了幫助消化，餐後必須保持患者身體直立三十
分鐘。

選擇適合患者需求的食品
準備方便患者取用、咀嚼、吞嚥並且安全的食物。

鼓勵患者自行進食
有時患者需要提示，才會開始進食。先將食物放進
湯匙，然後輕輕讓患者的手握住湯匙柄，順勢將食
物送進嘴裡。可以用手抓著吃的食物在疾病晚期是
最方便食用的。

需要時，協助患者進食
緩慢地餵患者食物及飲品。確保所有食物或飲品已
經嚥下方能繼續。餵患者一小口食物，就餵一口飲
品，交替進行。你可能需要提醒患者咀嚼或吞嚥。不
要把你的手指放進患者嘴裡，避免被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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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患者多喝水
患者有時會不覺得口渴而忘記喝水，這可能導致脫
水。如果患者吞嚥水有困難，可以嘗試果汁、果凍、
果子露或湯。給患者提供流質食物之前應檢查溫度
是否適宜，避免燙傷。

加稠流質食物
有吞嚥問題的失智症患者有較高的嗆噎危險。為了
使流質食物粘稠些，可以在水、果汁、牛奶和湯中加
入玉米粉或無味的明膠粉。你也可到藥房或保健用
品商店購買食品增稠劑，嘗試在流質食物中加入布
丁或冰淇淋，或者用天然凝結的酸奶代替牛奶。

注意體重
雖然晚期患者在臨終階段體重減輕是意料之中的事
情，但也可能是營養不足、有其他疾病或藥物副作
用的跡象。如果患者體重大幅減輕，請諮詢醫生。

懂得如何處理患者嗆噎
吞嚥困難會導致咳嗽和嗆噎，所以要準備應付
這種緊急情況並學會哈姆立克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你可查看附近的醫院或社區中心是否
有相關的急救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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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染及 
 肺炎

由於不能走動，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更容易受到
感染。

如何預防感染：

保持牙齒及口腔清潔
良好的口腔衛生可以降低可引起肺炎的細菌帶來的
風險。每次用餐之後為患者刷牙。如果患者戴活動
假牙，每天晚上必須取出清潔。

清潔口腔中所有的軟組織
使用軟牙刷或濕的紗布墊清潔牙齦、舌頭及其他口
腔組織，至少每天一次，有助於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牙齦發炎）。

及時處理傷口和擦傷
用溫熱的肥皂水清潔傷口並塗上消炎藥膏。如果傷
口較深，請就醫。

防止流感及肺炎
流感（流行性感冒）會導致肺炎，所以患者及其照
護者每年必須注射流感疫苗以減少感染的風險。
此外，患者還可每五年注射一次肺炎球菌疫苗，以
預防肺炎球菌性肺炎（一種由細菌造成的嚴重肺
部感染）。

6. 疼痛與 
 生病

突然的行為改變通常是疼痛造成的結果。讓失智症
患者覺得舒服很重要，儘管要做到這一點十分具有
挑戰性，因為患者更難表達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懷
疑患者有疼痛或生病，儘快帶患者去看醫生找出原
因並使其得到適當的治療。在某些情況下，醫生可
能會為患者開止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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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覺察患者的疼痛或疾病：

留意身體的變化
膚色蒼白或潮紅、牙齦乾燥泛白、口腔潰瘍、嘔吐、
皮膚發熱或身體任何部位浮腫都能預示疾病。

注意非語言的訊號
觀察患者的手勢、講話的聲音及面部表情，這些都
可能是疼痛或不適的訊號。

注意行為的變化
焦慮、煩躁、喊叫及睡眠問題都可能是疼痛的訊
號。

7. 保持 
 心靈相通

由於大腦功能喪失，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是透過
他們的感官去感受世界的。雖然你不能透過語言
與患者溝通，但你可以用許多其他方法來表示安
慰和關愛。

保持心靈相通：

用觸摸的方法安慰患者
撫觸可以是一種強力的連繫。你可以握著患者的
手，輕輕地按摩其手、腿或腳，輕輕地梳理其頭髮。

刺激感官
患者可能特別喜歡聞某種花卉、食品或有香型乳液
的氣味。他們可能喜歡撫摸寵物，或觸摸某些有紋
理的布料。如果患者能夠被攙扶著行走或使用輪
椅，他們可能會喜歡欣賞窗外的景色或者外出觀花
賞鳥。

用聲音安慰患者
對患者說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說。用輕
柔和富於感情的語調說話，會令患者感到安全和
輕鬆。

播放音樂和影片
選擇患者年輕時喜愛的音樂，或者與其種族及宗教
背景有關的音樂。影片也能鬆弛神經，最好是選擇
以大自然為場景且配以柔和平靜的聲音的影片。



9

閱讀給患者聽
為患者朗讀其最喜歡的故事、詩歌、宗教讀物或禱
文，即使患者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你溫柔的聲
音和有節奏的語調能帶給人慰藉。

回憶與分享
用一個盒子裝一些相片及其他物件，例如：一道家
常菜的食譜，或一枚軍功勳章等。讓患者選擇一樣
物件，然後你可以分享相關的故事。

8. 住宿式 
 照護

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通常需要24小時的護理，這樣
的全天照顧實在是太不容易，特別是如果家中只有
一位照護者。

阿滋海默症和失智症照護者中心
如果你正在尋找照護方案、尋求同樣處境者的支持
或是考慮將患者轉移到一個長期專業護理機構，請
前往我們的阿滋海默症和失智症照護者中心網站
(alz.org/care)。此線上資源提供可靠的資訊及容易
取得的工具，來幫助你計劃與協調照護事宜以及獲
得支持。



阿滋海默症協會是引領阿滋海默症的照護、支持與研究的

志願性健康組織。我們的宗旨是促進研究以最終消除阿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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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org/care
阿滋海默症和失智症照護者中心(Alzheimer’s 
and Dementia Caregiver Center)提供了可靠的
資訊與易於取得的資源，包括：
» Alzheimer’s Navigator® — 評估你的需求並制

定量身設計的行動計劃，以便提供相關的資訊
及支援。

» Community Resource Finder — 找到當地的
資源。

» ALZConnected® — 與其他能夠瞭解你情況的
照護者聯繫。

alz.org/findus

我們在全國各地都有分會。

800.272.3900
24/7諮詢專線 – 全年無休。
（聽障/語障專線：866.403.3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