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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GUIDE
幫助兒童和青少年瞭解阿滋海默症

HELPING CHILDREN AND TEENS  
UNDERSTAND ALZHEIMER’S DISEASE

阿 滋 海 默 症 協 會



阿滋海默症如何影響兒童和青少年

阿滋海默症對每一位家庭成員，包括孩子們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每個孩子對阿滋海默症

患者的反應也都不一樣。

你的孩子可能會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坦誠

地回答孩子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與孩子談

論此病在現在及未來可能帶來的變化也會

很有幫助。

也許會影響到孩子的因素包括：

» 孩子與患者的關係（父母親、祖父母、 

親戚或朋友）。 

» 孩子與患者的感情有多親近。

» 患者的住處（在同一所房子裡、長期護

理機構或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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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見的 
 反應 

當家人患上失智症時，孩子可能會有以下感受：

» 對患者的改變感到悲傷。

» 對患者如何患上這種疾病感到好奇。

» 對患者的行為改變，以及不認得人的情況感到
困惑。

» 因為不得不做一些過去不用做的事情而感到 
沮喪，例如一遍遍對患者重複講同樣的字詞或
語句。

» 對患者需要家人付出的時間和資源感到怨恨，
又因此而有罪惡感。

» 對患者表現出的不同行為方式感到害怕。

» 對患者得到額外的照顧及關注而感到嫉妒。 

» 擔心自己或其他親友也會患上阿滋海默症。

» 如果患者在家，會覺得讓朋友或其他人來家中
是件尷尬的事情。

» 不確定在患者面前應如何表現。

上述所有感覺都是正常的。請記住，孩子們的適應
力是很強的，也許應付這種局面並沒有多少問題。

鼓勵你的孩子寫日記

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會讓孩子

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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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知道孩子的感受可能並不容易。一個不明白
或不接受這種疾病的孩子可能會：

» 與失智症患者疏遠或對患者失去耐心。

» 會感到身體疼痛，例如：腹痛或頭痛。

» 學習成績下降。

» 在家時間越來越少。

» 不再邀請朋友來家中。

» 與別人有更多爭論，尤其是與照顧阿滋海默症
患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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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少年的 
 特殊問題 

青少年時期本身就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階段，而阿
滋海默症可能會對青少年的生活造成更多改變。 
例如：你會叫孩子幫忙做家務，或幫助照顧患者。

對於自己生活中的轉變，青少年可能會表達各種各
樣的想法，好的壞的都有，例如：

» 當我幫助舅舅時，我覺得家裡很需要我。

» 我很開心可以做一些小事情，讓爸爸的情況得
到改善。 

» 我從沒有覺得我和媽媽之間是如此的親近，因
為我們現在一同面對這個困難。

» 我不喜歡與朋友談及家中發生的事情。

» 有時我對祖父的行為感到尷尬。

» 現在我不喜歡請朋友到家裡來。

» 我的父母沒有多少時間照顧我，因為他們在全
心照顧祖母。

» 要我做這麼多事很不公平。我寧願做一些比較
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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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和青少年可以與失智症患者共
同進行的十項活動

1. 烘培餅乾。

2. 在附近一起散步。

3. 一起拼圖。

4. 清除花園中的雜草或種花。 

5. 塗色或畫畫，或看照片。

6. 做一個剪貼簿，或用一個盒子裝一些充滿回

憶的物品。

7. 一起讀喜愛的書籍和故事。

8. 外出野餐。

9. 一起看重播的老電視劇。

10. 一起聽或一起唱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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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孩子常問的 
 問題 

鼓勵孩子提問，並且要坦白及淺顯地回答他們的問
題，措詞要合乎孩子的理解能力。如果你沒有答案，
阿滋海默症協會可以幫助你。我們還可提供建議，
告訴患者的家庭如何應付由阿滋海默症所帶來的 
改變。

孩子可能會問的一些問題的參考答案：

問：  什麼是阿滋海默症？

答：  阿滋海默症並不只是失去記憶，這種疾病會影
響大腦的運作方式以及患者的思維。隨著時間
推移，它還會改變患者的身體功能。

問：  我媽媽也會患上阿滋海默症嗎？我也會嗎？

答：  大部份患有阿滋海默症的人都是年紀大的人。
很多科學家相信有家族病史的人患病風險比
較高，但是並不是每一個親屬都會患上這種 
疾病。 

問：  為什麼祖父叫我時叫了爸爸的名字？

答：  大腦深處的改變也許會讓祖父記事情越來越
困難，比如記住你的名字。這不是任何人的錯。
你可能讓他想起你父親年輕時的樣子。不用去
糾正他，因為那會讓他感到不安或沮喪。

問：  我的祖母會死於阿滋海默症嗎？

答：  我們不能確定你的祖母最後會因什麼原因去
世，有可能是因為阿滋海默症，也可能是因為
其他嚴重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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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為什麼我的阿姨一直問同樣的問題？

答：  阿滋海默症患者通常記得久遠以前的事，但是
無法記得昨天或幾分鐘前發生的事情。你的阿
姨也許不記得她已經問過這個問題。就算 
你已經回答過她，記得還是要有耐心地再回 
答一次。

問：  我該如何幫助我的祖父？

答：  最簡單的陪伴就能表現你的關心。即使你的祖
父連溝通都有困難，他還是可以感受到你的關
愛和善意。

問：  我的伯父會好起來嗎？

答：  你的伯父會時好時壞。雖然目前沒有治療或治
癒的方法，但是科學家們正非常努力地在尋找
治療方案。

問：  如果我跟阿姨在一起，我也會得阿滋海默症
嗎？

答：  阿滋海默症是不會傳染的。你不會像得流感或
水痘一樣從別人那被傳染到。這是一種退行性
疾病，意味著病情會隨著時間推移，在大腦中
不斷發展。

問：  有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一起做的？

答：  簡單的活動，例如聽音樂、佈置餐桌、看書及看
照片都是非常適合與阿滋海默症患者一起進行
的活動。

問：  我的祖母會忘記我嗎？

答：  隨著祖母腦部的變化，她也許會忘記許多事
情，但是她還是能夠感受到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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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可以如何 
 提供幫助 

坦誠地溝通

良好的溝通是幫助孩子應付改變的最好方法。

誠實地回答問題

根據孩子的年齡，以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簡單地回答

問題。不要隱瞞事情的真相。孩子是很好的觀察者，

很多時候都能察覺與事實不符的答案。 

教導孩子有關阿滋海默症的知識
請儘早與孩子分享有關阿滋海默症及其症狀的資訊。
用易於理解的措詞解釋給孩子聽，同時鼓勵孩子 
提問。 

跟孩子解釋家中有人患上阿滋海默症，並不等於他/
她或是其他家庭成員也會患上此病。科學研究正突飛
猛進，讓你的孩子明白，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更好的
治療方法，甚至治癒疾病的方法可能會被發現。 

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是正常的

年輕人需要一種方式來分享有關家人患有阿滋海默

症的感受。請安慰和支持他們，讓他們知道這些感受

是正常的。 

給孩子機會表達他們的感受

請確保你的孩子得到足夠的支持。安排固定時間， 

與孩子一同做一些活動或外出都是幫助孩子打開

話題的好機會。如果孩子感到無助，請一起努力

找出一個可以讓孩子參與照護過程的方法。需要

建議時，請致電阿滋海默症協會的 24/7諮詢專

線：800.27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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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兒童和青少年的網頁

阿滋海默症協會網站有專為兒童和青少年設計

的網頁(alz.org/kids)。你跟孩子在此可以獲得

資訊及支持，同時觀看影片，瞭解其他像他們一

樣的孩子是怎樣面對家中有人患病的情況的。

幫助孩子做好應對改變的準備

阿滋海默症患者的病情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惡化。失

智症患者表面看來還很健康，但其大腦功能已不能

正常運作。 

請讓孩子認識病情在各階段中的改變，與孩子談論

這些改變對他們和家庭的影響。同時，讓孩子明白

為什麼你與他/她共處的時間會變少。 

讓孩子明白這不是他們的錯
阿滋海默症會導致患者產生混亂、害怕和氣憤等情
緒，並會發洩在孩子身上。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請
確保孩子明白，患者並不是故意做出這些行為。失
智症患者的病情有起有落，其照護者有時會感到疲
倦、受挫或會發脾氣，務必讓孩子明白，他們不需為
他人的這種行為或感受負責。

通知孩子的老師和學校的輔導員
讓他們知道阿滋海默症對你的孩子與家庭的各種影
響。青少年可能會更願意跟家庭之外的成人坦誠自
己的感受，所以可以試試看有沒有老師、輔導員或其
他人可以幫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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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默症；向所有受到該病影響的人群提供更多的照護與支

持；宣導腦部健康以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我們的願景是一個沒有阿滋海默症的世界。

800.272.3900  |  alz.org®

這是一冊阿滋海默症協會官方出版物，允許與本會無關聯的組織和個人分發。但

分發刊物並不構成阿滋海默症協會對這些團體或其活動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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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ORG/KIDS
這個網頁提供專門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支持、關
於阿滋海默症的資訊以及相關影片。 

ALZ.ORG/CARE
阿滋海默症和失智症照護者中心(Alzheimer’s 
and Dementia Caregiver Center)提供相關的資
訊與資源，包括：
» Alzheimer's Navigator® — 評估你的需求並制

定量身設計的行動計劃。

»Community Resource Finder — 找到當地的
資源。 

» ALZConnected® — 與其他失智症患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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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