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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們，對失智症的症狀有著不同的認知。包括認為失智

症是自然老化的一部份、一種心智疾病、一些與超自然現象或宗教信仰有關

的或一種不可逆的大腦病變。重要的是，近年來大眾對失智症已有較正確的

認知和理解，而減少了對失智症的汙名化。唯有透過政治和公共活動強力地

宣導和執行，才能幫助社會大眾對失智患者態度轉為接納和包容。

因為不瞭解失智症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誤解，導致長久以來的汙名化現象，普

遍存在於大多數的國家。失智症的患者通常被隔離、隱藏起來，因為失智症

的行為和精神症狀可能會讓鄰居或親戚們對失智病友們產生負面的反應，使

失智症的患者通常被隔離、隱藏起來。「沒有什麼辦法可幫助失智患者」的想

法，也經常讓人產生無望和挫折感。

增進大眾對失智症的瞭解並去除社會對失智症的汙名化，是我們當務之急。

因此，國際失智症協會在2012年國際失智症月發佈以「戰勝失智症汙名化現

象」為主題的全球失智症報告。

「戰勝失智症汙名化現象」對失智患者及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將有極大的改

善，這也是國際失智症協會的願景。

Jacob Roy Kuriakose 博士

國際失智症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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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 在開發中國家經常藉由記憶及健康篩檢活動提高民眾的健
康意識。

匈牙利 匈牙利失智症協會(The Hungarian Alzheimer Society)與紅
十字會及扶輪社合作，在2009年國際失智症日當天於布達佩斯的
鎖鍊橋熄燈一小時做為宣示。

澳洲 在已開發國家舉辦的大規模行動，如澳洲失智症協會
(Alzheimer’s Australia)在2011年的戰勝失智症活動中鼓勵大眾參
與並傳達重要的理念。 

中國 9月21日國際失智症日(World Alzheimer’s Day)是最大的國際
合作行動，向社會大眾宣導失智症訊息。

南韓 照顧者支持團體，如南韓的「愛吾妻」團體，讓照顧者能互
相分享經驗並結交新朋友。

多明尼加共和國 透過媒體分享訊息可以增加大眾知識和意識，並
展現團結目標。

香港 全港失智症協會與地方團體共同舉辦有趣的公眾活動，有
效地團結社區組織。

斯里蘭卡 為記憶而走(Memory Walk)活動是由美國失智症協會發
起，現在是全世界各國的年度熱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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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失智症協會已經推出三版的全球失智症報告，內容

分別是:

•  2009年失智症的全球盛行率及衝擊

•  2010年失智症造成全球經濟之負擔

•  2011年早期診斷及治療的益處

而我們也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參與撰寫2012年4月發

佈的報告：「失智症：公共衛生優先議題」。

我們估計在2010年底，全球大約有3,600萬人口被診斷

為失智症，且其正急速增加中，於2030年將達到6,600

萬人，2050年將達到11,500萬人1。其中，將近三分之二

位於低中收入的國家，也正是老年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

方。

針對全球對失智症的支出，我們預估,在2010年大約是

6,040億美元2，相當於全球總國民生產毛額(GDP)的百

分之一，而且很可能會隨著未來失智症人口增加而成比

例地成長。其中，低收入國家對失智症照護的了解和需

求將與日俱增，其健康與社會照顧支出可能也會增加地

特別快。

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布的失智症報告中指出，在2010年共

有770萬名新診斷失智症的患者，相當於每 4秒鐘就有

一位新的失智症患者3，這個數字幾乎是每年新診斷愛

滋病毒感染(HIV/AIDS)個案數(260萬)的3倍4。

假設發生率與盛行率將同步增加，隨著全球人口老化的

腳步，每年新診斷的失智症患者一定也會隨之增加。我

們推估在2050年，一年將有2,460萬新診斷的失智症患

者。而2010年到2050年間，平均一年新診斷患者數目則

是1,615萬人。也就是說，和現在相比，四十年後將會增

加64,600萬的失智症患者，除非未來發展出一個更好的

治療方法來延緩這疾病的發生與進展。

在往後的四十年，將會有68,200萬的失智症患者。這

個驚人的數字，是遠比北美洲總人口數(54,200萬)來得

多，且幾乎與全歐洲的人口數(73,800萬)一樣多。5

然而，我們的醫療照護及財務體系卻並未準備好面對如

此重大的問題。失智症是造成老年人在生活上依賴他人

的主要原因1，而在未來，我們將沒有足夠的人力去照顧

如此龐大數量的失智症患者。根據統計，目前全球失智

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有接受正式的診斷

6，當無法正確給予診斷時，自然地，只有很少的失智患

者能夠接受適當的照顧、治療、及支持。

看看這樣的資料，很清楚地，我們應該盡快採取行動來

因應、刻不容緩！但是，過去我們真的做得不夠，如在

高所得國家，來自政府的失智症研究經費卻只是癌症的

10%。7

汙名化造成個人被歸類為不受歡迎與排斥的刻板印象。

對失智症及失智症患者不了解，是舉世皆然的問題。然

而，汙名化使人們不想承認這疾病和接受所需要的幫

助，造成人們和社會組織只能做出實際上沒有幫助的因

應行為，僅強調在症狀處理，而不是支持發揮失智症患

者仍保有的能力。

國際失智症協會相信，這就是阻礙我們改善失智症照護

和未來失智症研究最大的藩籬。如同Peter Piot 教授在

此報告中提及，「戰勝汙名化是我們克服阿茲海默症和

失智症所必須跨出的第一步」。

為了更深入了解失智症汙名化現象與增加討論的廣度，

我們針對失智症的專家：失智患者及其家庭照顧者進行

了一項調查。我們請一些直接受疾病影響的病人以及在

這個領域工作的人寫文章，也回顧相關的文獻，更從全

球各地收集一些可減少汙名化的良好計畫與活動範例，

因為我們強烈相信失智症汙名化現象是可以被改善的。

非常希望此份全球失智症報告可以鼓勵其他領域的專

家們，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去發現及消弭汙名化現象，

同時也能改善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

Marc Wortmann
國際失智症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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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的汙名化
失智症並不是唯一需要對話與辯論汙名化問題的疾病。

大家都談論失智症的汙名化，但它可以用更寬廣與多層

面的方式來論述。特別是從全球的層次來看，罹患失智

症的意義便可能從政府政策、區域與組織、家庭與個人

等各層級而有所不同。了解失智症的原因和不同層級可

採取的解決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過去以來，許多國家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曾努力不懈，

試著通過立法來消除對失智患者的不公平對待；例如將

失智患者納入身心障礙福利的範圍內。

各國的組織與政府聯手增加服務的可近性、延後病患入

住機構的時間，以加強教育與訂定法規來減少家庭照顧

者、醫療與社會服務專業人員對失智症的汙名化印象。

這份報告的主角是失智患者和家庭照顧者，他們每個人

所面對及經歷的汙名化經驗並不相同。

發現這些汙名化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全世界有3600

萬人罹患失智症。不管全球各國多麼努力地給予早期診

斷、治療、照顧及支持，我們都面臨著相同的基本問題：

汙名化本身會阻礙人們承認自己的症狀，與尋求所需要

幫助以繼續維持有品質的生活。

失智症是什麼 ?

失智症是一種症候群，可由多種進行性疾病所造

成，影響記憶、思考、行為、以及日常生活的能力。

在失智症的眾多類型中，阿茲海默症是最常見的。

其他失智症類型則包括: 血管型失智症、路易氏體

失智症以及額顳葉型失智症。

失智症主要影響老年人，然而在近年來，65歲以前

發病的個案也越來越多。在65歲以後，年齡每增加

五歲，發生失智症的可能性便加倍。

更詳細的報告則可參考2009年版本的全球失智症

報告，網址: www.alz.co.uk/worldreport

10個戰勝失智症汙名化的重要建議

1. 教育社會大眾

2. 減少對失智病友的孤立

3. 讓失智患者有發聲的機會

4. 承認失智病友及照顧者的權利

5. 讓失智病友融入當地社區

6. 支持並教育非專業或受雇的照顧者

7. 提昇居家或機構的照顧品質

8. 加強基層醫師失智症的相關訓練

9. 呼籲政府制訂國家失智症政策

10. 增加改善失智症汙名化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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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國際失智症協會對失智患者、家屬、與照顧者進行一份

匿名的網路調查，目的是了解並記錄他們所經歷關於「

汙名化」的經驗。我們會在這份報告說明全球調查的結

果，特別著重在描述常見汙名化的經驗。這個調查的主

要目的是針對全球失智患者與家庭照顧者，記錄下他們

經歷汙名化的個別經驗。任何人都可以從國際失智症協

會的入口網站連結參與這項調查，國際失智症協會也將

此調查連結寄給所有失智症領域的各國相關失智症組

織、社會照顧組織、宗教組織。

“汙名化是一種社會覺得不光彩的特質、行為

或名譽，導致個人在心理上被歸類為不受歡

迎與被排斥的，而非可接受與正常的刻板印

象。”1

透過這份報告，我們希望: 

•	提供對失智症汙名化的背景

•	分享失智病友和照顧者被汙名化親身經驗的全球調

查結果

•	強調失智症領域中的最佳服務，並對減少汙名化提出

建議

在完整版的報告中，我們也選錄了失智症汙名化相關之

專家學者與有經驗者所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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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中有極多數的失智症患者與照顧者相信，在他們

國家裡，人們對失智症這個診斷具負面印象。有高達75%

的失智病友與64%的照顧者認為，在他們的國家人們對

失智患者有負面印象。照顧者同樣面對汙名化，有四分

之一(24%)的照顧者表示他們需要面對負面印象。

失智病友是可以好好被對待的，但看來並非是大多數病

友的經驗。回應者中，40%的失智病友不覺得自己受到

差別待遇，但有40%的失智病友認為自己受到了負面對

待，包括失去朋友與孤立。四分之一(24%)的病友表示因

為汙名化而隱匿自己失智症的診斷。

「人們都以太灰暗與負面的眼光來看待失智症，過去

人們不願談到癌症，如今變成了失智症。他們對我們

這群不願屈服失智症刻板印象的人感到很驚訝。」

失智病友，英國

許多回應內容也提到，經濟問題是許多失智家庭共同的

問題，這個議題需要更深入調查以了解問題來源與解決

方法。

「我太太在公開她罹患失智症的那天，她就被要求

辭去工作，而她也只工作到那天為止。」

照顧者，澳洲

失智病友會結交其他有相似情況的朋友：66%的失智病

友會在失智症相關活動裡交到新朋友。但許多病友與

照顧者的回應也提到，他們失去了很多現在與過去的朋

友。

這項調查也有中文、西班牙文、希臘文的版本。

調查總共獲得約2500則回應，來自54個國家，遠超過預

期的成果。回應者不只回答制式的問題，更額外加上許

多描述來補充說明。在英文版的調查裡，回應者中有127

位是失智病友、1716位是家屬或非受雇照顧者。

可能因為是採用網路調查方式，回應的失智病友多半是

較年輕或教育程度較高的病友。超過半數的回應者與失

智症協會或服務組織有聯繫。這些病友多已確定診斷，

也了解有哪些可用的資源與服務。因此，這些參與調查

的病友或照顧者，相較於未參與者，可能比較少受到汙

名化的影響。

對失智症的了解與診斷的衝擊

近三分之二的回應者表示，在他們的國家，人們對失智症

的了解很少。

調查顯示，某些家庭較無法調適失智症的衝擊。許多回

應者不只受到疾病的影響，也受到家人與朋友的反應所

影響。他們很明顯需要實務、情緒、與經濟上的支持。

「觀察我身邊的人的反應，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們

很怕提起失智症這件事。我是癌症存活者，之前進行

癌症治療時，常常被問到“近來如何啊？”但是，現在

我得到失智症，沒有人問我這些問題。」

失智病友，美國

Michael Ellenbogen，一位阿茲海默症患者，希望能做點改變

「我很驚訝於失智症的汙名化，它從各個角度向你襲來。人們以為他們了解失智症，其實他們不懂。我發現

不只是失智症病友這樣而已，連許多醫藥記者、醫師、失智症相關組織也都如此。我已學到不再把我有失

智症這件事告訴我遇到的人，除非他們真的了解我，如果我照實說出，我可能會受到差別待遇，就好像過去

人們對待愛滋病患者一樣。人們害怕而不敢讓別人知道他有失智症，甚至是家人。我不了解，我們並不是做

錯了什麼事才得到這個病，我們應該要大聲說出口，讓我們的心聲被聽到，沒有人需要為了得失智症而感

到羞恥。當我把這件事說出來跟你們分享，而不是藏起來，我心裡覺得舒服多了。」

現在我是國家失智症協會早期諮詢小組的志工，我想要你站出來的事就是你可以做點改變，但是要堅持下去。請寫封信給你

的政府機關或當地的支持組織，讓他們開創我們所的需要計畫與服務。你說的話、你的故事都是最有力的工具，請加入我們

的行列。」

其他關於Michael先生所做的事，請參考2012全球失智症報告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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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進一步了解失智患者的聲音與觀點，可以幫助

減少負面印象、增進社會同理心、減少害怕、進而減少對

失智症的汙名化。

一些早期診斷失智症的病友們，他們正向的態度非常激

勵人心。在倫敦舉辦的國際失智症協會2012年會，有來

自60個國家、超過1500位代表的參與，其中有一個教育

系列活動特別是由失智病友設計、規劃並辦理的。失智

病友們並擔任國際失智症協會與各國失智症協會的理事

或顧問的工作。

背景
在撰寫這份報告時，我們發現目前關於失智症汙名化的

文獻非常有限，我們希望透過出版2012全球失智症報告

能鼓勵各界討論、研究、進而採取行動來減少失智症的

汙名化。

汙名化的定義

「汙名化」的定義太多種，反而造成困惑，並且影響特定

族群降低汙名化的各種計畫。但依據牛津字典的定義，

「汙名化」是一種恥辱、不光榮的標記，連結到特定的

情況、品質、或個人2。知名的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則

定義「汙名化」是一種社會覺得不光彩的特質、行為、名

聲，導致個人在心理上被歸類為不受歡迎的、被排斥的

刻板印象，而非可接受與正常的1。

失智症病友對於汙名化的說法為何？

在這份關於失智症汙名化的報告裡，我們很重視病友的

聲音。傾聽失智病友的聲音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汙名化的

狀況。不熟悉與不了解導致害怕：社會對失智症有害怕，

失智病患也害怕他人的反應，雙方都害怕。許多失智病

友感到羞恥與低自尊，他們認為在診斷失智症後，他們

的社會地位降低了3。

愈來愈多研究發現，汙名化會導致社會隔離，使患者不

願尋求協助4 5。失智症的汙名導致所有失智者都被冠上

同一種刻板印象。人們需要更加了解：失智症在不同時

期有不同症狀，症狀可能會隨時間改變，但在早期時他

們仍可以從事非常多過去能做的事。即使到了中後期，

這些活動仍可以加以調整，使他們能夠持續參與並獲得

樂趣。

在失智症早期，對失智症的刻板印象會低估失智病友在

對話時的能力，導致減少人際互動、並傷害病患與親友

間的關係。在失智症的所有階段，汙名化都會導致人們

把注意力放在病患所失去的能力，而不是在他們所保有

能參與活動並與他人互動的能力。這種思維與做法會剝

奪親友的陪伴，這種孤立與缺乏刺激的環境會在疾病之

外更進一步造成失能。

歷年全球失智症報告
2012年全球失智症報告是國際失智症協會所發表

的系列報告其中之一。每一份報告都涵蓋一個不同

的主題。

2009年全球失智症報告包括一份針對失智症盛行

率的完整全球性調查，並且也探討其死亡率、失能

程度、對照顧者的壓力與依賴程度。這份報告包含

對失智症的概述並舉出失智症國家政策與健康服

務應對策略的良好範例。

2010年全球失智症報告提供了至今最周全有關阿

茲海默症與失智症對全球經濟影響的資料，其中

包含了世界上照顧失智患者所需的成本，如直接醫

療成本、直接非醫療相關成本與非正式(家人)照顧

所需的成本。

2011年全球失智症報告則針對失智症早期診斷、早

期介入的效益，以世界首見之系統性證據回顧進行

分析。

這些報告都可在www.alz.co.uk/worldreport 免費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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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師對失智症汙名化的信念以及治療無效論，使得

他們避免去評估病人的認知功能，直到病人的症狀明顯

到不能再被視而不見10。

總歸來說，對於這些汙名化，無論是針對一般老年，更甚

者是針對失智症，都導致了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大家

都假定這些老人或病人沒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我們相

信這樣錯誤的假定將會使他們提早失去自主權與尊嚴，

更加速他們因為汙名化與失智症而失去自尊心。

減少汙名化現象
我們這篇報告的目標是要推動一個有利於失智患者的社

會以減少汙名化現象。我們需要告知每一個經歷這病症

的人，失智患者無論在家庭、在社區或是在機構中都是

可以從事、參與活動並維持尊嚴。我們必需分享在不同

疾病階段與不同社會階層裡，可以幫助消除汙名化的措

施。

透過資訊減少汙名化現象

縱使現在針對汙名化現象已有很多質性與調查性的研

究，但利用介入措施以減少汙名化的對照實驗研究仍很

少。一個在亞洲社區裡進行的隨機對照實驗發現，藉由

短文讓大眾簡單的了解失智症狀，可有效的減少汙名化

現象11。這份在香港執行的實驗指出越是年老或越低教

育水平的人會比年輕、高教育水準的人有更嚴重的汙名

化信念。認為失智症是可治療的人，比較沒有汙名化之

信念。這篇文章作者指出，如同Werner12所說，失智症被

視為一整個家庭的恥辱(即集體汙名化)。

媒體與汙名化

失智症的汙名化因為媒體對失智症末期病人症狀的渲

染而更嚴重，包括末期失智患者無法言語表達或是無法

自我照顧(如穿衣、如廁、自我進食)。主因是媒體多聚焦

照顧者的說法呢?

集體汙名化(stigma by association)的概念反映出，汙名

化不只影響到被汙名化的人(在此是指失智症病友)，也

影響到了他身邊周圍的人，包括家庭成員。當個案的認

知功能改變時，個案相當需要支持，且這常常是來自照

顧他的家人。

照顧失智患者的家庭面臨了相當多的問題，包括害怕

將記憶喪失的問題讓失智症患者知道。更甚者，一些中

度失智症的症狀如躁動、失禁、不適當穿著或打扮邋遢

等，會讓照顧失智患者的家人感到難堪，這使得失智患

者與他的家人把自己孤立起來，以避免將這些預期的難

堪暴露於外在世界。證據顯示具有這些症狀的失智患者

(如自我照顧能力不佳、大小便失禁)常遭受到忽視6。再

者，當他人嘗試避免和失智患者互動的同時，失智患者

的家人不可避免地也被孤立了。

汙名化與老年

失智症常被嚴重的汙名化是因為失智症基本上是個在

老年人身上較會發生的疾病。老年期也被汙名化，被視

為是一個脆弱且依賴程度增加的時期。〝儘管這世界努

力的對抗各種汙名化現象，老化仍是當今最為社會所縱

容且最被大眾習慣接受的偏見〞7。汙名化直接影響到了

老年人的駕車、就業以及簽署醫療程序同意書的能力8

。

當普羅大眾認為老年人必然會認知功能下降，他們或他

們的親戚便不會主動的尋求醫療資源來評估或是了解認

知功能下降的原因。醫師則是不願意和他的病人去討論

認知功能下降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汙名化的關係，另

一方面則是他們認為討論之後還是〝無法做什麼改變〞。

汙名化被視為一個尋求醫療資源最大的阻礙9，更甚者，

減少汙名化更多的了解
與覺醒

更少的負面
內涵

社會的同理心 減少害怕

減少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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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失智症晚期症狀，許多人因此認為只要確定失智症診

斷便代表著此個案不再具有自主決定與自我照顧的能力

13。

減少汙名化計畫的實例

提昇民眾對失智症的覺知，是全世界各國失智症協會與

組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各組織已成功執行許多針對

社會大眾、非專業照顧者、照護專業人員與主要決策者

的活動與方案，以提昇對失智症的認識。

整份2012年全球失智症報告強調全世界各地對提高失

智症覺醒與減少汙名化的努力。

失智患者的發聲- 越來越多失智患者向大眾展現出，在

診斷確立之後仍保有積極的生活是有可能的。國際失智

症倡導與支持網絡(The Dementia Advocacy and Support 

Network (DASN) International)是一個失智患者的網絡，

著重對失智患者的充權，使其積極參與其照護與治療，

並藉由昭告世人的方式來改善他人的生活。蘇格蘭失智

症工作小組(The Scottish Dementia Working Group) 是個

為失智患者而設立且由失智患者運作的全國性組織。在

荷蘭、比利時、英國與捷克都有類似的組織。

失智症的經驗- 在一些國家裡，讓大眾模擬失智患者的

生活體驗是一個減少失智症汙名化與提高醒覺的好方

法。

外展的方案- 失智症協會認知到在無論大小社區裡提高

失智症醒覺的重要性，於是利用巴士、箱型車來向大眾

散播資訊，並且標示出地方服務設施的位置。

促進早期診斷- 汙名化使得失智患者與他們的照顧者不

願承認他們的家人或朋友有失智症狀的事實。高收入國

家的失智症協會舉辦了全國性的活動，並宣傳早期診斷

的好處來對抗汙名化現象。

藝術與體育活動- 失智患者參與藝術和體育活動向人們

展示了他們就算在疾病進展中仍可以參與如此的活動，

這提供失智患者與其照顧者有機會和原來所屬的社區

重新連結。

向其他領域學習
我們從其他疾病(如愛滋病、癌症)的經驗可以學習到，宣

傳活動、遊說，以及聯盟的建立，都能有效的改變大眾的

態度，並促使政府有所行動。Peter Mittler教授，於完整

版全球失智症報告中的一篇論文中建議，失智患者社群

應該和爭取身心障礙者權利的運動結盟，這些運動已經

成功地增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人權的認識，也使身

心障礙者更能融入社會。

聯合國愛滋病組織(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的執行長，Baron Peter Piot教授寫道：

「我們必須從愛滋病運動中學到的是，改變社會大眾的

態度必須付出極大的心力，並建立聯盟、宣傳及遊說活

動。而其中許多的時間和心力都耗費在官僚體制、官方

拒絕接受現實的態度--以及對愛滋病犧牲者的汙名化。

紅緞帶(象徵愛滋病運動)有效地將原本的汙名化轉為世

界性運動最強而有力的象徵。這些活動在各國及全球對

政府道德及政治上施壓非常重要。」

「現階段努力耕耘，可省下日後許多力氣。對克服失智症

有個全球性的行動計畫，是對百萬民眾造成改變的第一

步。」

「儘管有許多障礙，我認為我們仍可以採取謹慎樂觀的

態度。我的經驗教導我，要把事情做好需要奉獻許多心

力並建立一個聯盟。因此大家互相溝通願景和價值觀是

很重要的，如此才能運用所需之資源，守護現有成就，

並迎接日後更嚴峻的挑戰。」

Piot教授完整的論文，收錄在此全球失智症報告的完整

版。

總結
個人及社會對失智症的負面認知，會造成失智患者及其

照顧者的孤立，而隨著疾病的進展，這種孤立會更明顯。

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失智患者無法參與日常生活活動。許

多人認為他們無法感受快樂，也無法享受生活。事實上

當失智症影響到患者與其他人互動的方式時，仍然有許

多活動，只須稍微調整，就可以讓他們參與。包括病患及

他們的家人都能從持續不斷的參與活動中受益。此外，

為了讓患者能維持尊嚴和自我價值感，失智患者應該盡

可能參與有關自身事務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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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對於人際關係有很大的影響。失智症患者及其照

顧者都因此而失去朋友，並為此感到難過。不過，也有一

些正向的經驗。在調查中有一群人表示，他們覺得獲得

良好的治療及支持，所以這是可以做到的! 失智症協會

及相關組織提供之支持團體及其他服務，提供了許多機

會使失智患者及家屬可以認識新朋友，這些活動應該被

廣泛推廣。

給予失智患者發聲的機會，讓他們能對大眾講出他們的

故事。他們已證明是失智症協會的最有力的發言人。不

要預設立場認為這在你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到的。重要的

是評估和你共事的失智患者的能力，並為他們設想適合

的時間，並安排交通工具。想了解更多邀請失智患者為

發言人的技巧，請參照: www.alz.co.uk/worldreport2012.

中晚期失智患者的聲音及需求也非常重要。這些患者可

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溝通，但常被誤解或低估。我們需

要提供非正式及受雇的照顧者，以及照護機構更多的教

育及支持。

我們建議每個國家都應該制訂自己的國家失智症計畫，

而在幅員廣大的國家，甚至可以有區域計畫。有一些成

功的案例，受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失智症協會、歐洲

失智症協會的支持。這些國家級的失智症計畫，應該包

含打造失智症友善社區。重要的元素包括：

環境設施(清楚的標示)

• 地區商業活動及公共服務要考量到失智患者使用上

的方便性

• 發展社區型服務

• 發展地方團體如讓失智患者可共同參與的支持團體

和記憶咖啡(memory caf’s)

• 藉由地區性資訊的發送和教育課程，增進大眾對失智

症的認識

想得知更多關於失智症友善社區的資訊，請參照www.

alz.co.uk/worldreport2012

因應全球失智人口的迅速增加(每4秒增加一位新個案，

目前全球約有超過3,600萬患者，而預估到2050年時，

會有超過11,500萬患者)。 此疾病造成的龐大經濟衝擊

(2010年全球支出約6,040億美金，相當於全球GDP的1%)

， 短期內沒有治癒的療法，全球社會應該花更多心力在

有效的照護和新的支持方案。否則，失智患者的照顧將

會對健康照護和社政體系，造成空前的負擔。

汙名化是解決阿茲海默症及其他失智症所衍生問題的

主要障礙(問題如診斷率及服務使用率的偏低等)。因此，

採取行動消除失智症的迷思，進而減少汙名化是很重要

的。在我們的調查中，失智患者提供了一些建議：

• 與失智患者和其家庭照顧者談話，積極參與他們的活

動，並對他們一視同仁。就像對待癌症和心臟病患者

一樣，問他們最近過的如何、詢問記憶喪失的情形、

喜歡的溝通方式、並告訴他們你可以如何協助他們維

持其目前的生活型態。

• 每個失智患者都是獨特的，並且都能給你一些很有幫

助的小技巧。例如在吵雜容易分心的環境中，他們很

難與人談話。有些患者希望你能幫他記起一些忘記的

字；有些則不希望在說錯時被糾正，但又希望你了解

他的意思。

• 不要只跟照顧者說話而忽略失智患者。即使患者較無

法主動參與談話，也盡量使他們一同參與。患者依舊

是獨立的個體，忽略他們是非常唐突的。

• 積極幫助失智患者參與活動。有些可能需要交通接

送才能保持社效活躍。若沒有人發起活動，患者和他

的照顧者可能會變得孤立。去拜訪患者，邀請他們外

出，並製造一些可以增加社交活動的機會。

• 一位受訪者回覆：「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我們。我們

依然在這，只是反應比較緩慢，且有時有點困惑。」

• 整個社會對失智症並沒有足夠的了解。這其中包含了

失智患者的朋友和親戚，以及醫療照護體系的專業人

員。增進大眾教育是很重要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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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好的訓練給基層醫療的醫生，是非常急迫需

要的。因為正確的訓練，可以讓他們更有效率的診

斷失智症。醫療照護提供者必須要採用，以失智者

為中心，維持其獨立性的照護信念。社區及機構第

一線照顧團隊也需要特殊的訓練，來確保能提供失

智患者適切的服務。

公共政策與法律對幫助身心障礙者盡量多參與活動

的努力，應該擴及到失智患者。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找出更有效的對抗汙名化現象的

方法。此外，需要發展並實驗更多可讓失智患者及

其照顧者一起，不但得到快樂且可增進社區參與感

的新方法。

“從年輕的族群開始教育並增進他們對失智症的體認，

對這種疾病的尊敬和支持就會變成文化的一部分。”照顧者，委內瑞拉

沒有汙名化的世界…

將會是怎樣? 

如果沒有汙名化，我們會認識到失智患者的確有所不同，但

仍會努力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醫師們會診斷每個罹患失智症

的人，並告知他們診斷，開立適切治療處方，並引導患者及其

照顧者前往支持團體或其他相關服務。每個國家中無論是誰

負責這個部分—政府、醫療保險公司、健康照護提供者—他

們可以分別提供輕、中、重度失智患者適切的服務，並將他們

納入生命末期照護計畫。這將會減少醫療照護體系的成本，

因為失智患者將不會耗費不必要的時間在醫院或護理之家，

反而是有較多時間留在社區生活—這同時符合了每個人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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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失智症協會

國際失智症協會(簡稱ADI)是一個國際性的失智症聯盟組織，全球共有78個國

家會員，每個會員皆為支持失智症患者與家屬的非營利組織。

國際失智症協會的願景是提升全球失智症患者與家屬的生活品質，目標是致力

於建立和強化各國失智症協會，並且促進全球對失智症的正確認知，組織功能

越強的失智症協會越能滿足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的需求。

我們的服務項目

• 支持各會員國在世界各地的發展與活動

• 鼓勵在尚未成立協會的國家發展失智症協會

• 連結各國失智症協會促進共同分享和互助學習

• 提高社會大眾和政府部門對失智症的關注

• 推動全球阿茲海默症和失智症的盛行率及其影響的研究

主要活動

• 透過國際失智症月(World Alzheimer’s Month™，每年九月)提高全球對失智

症的關注

• 透過阿茲海默大學的課程提供各協會運作非營利組織的訓練

• 主辦國際研討會為各國失智症協會的同仁、志工、醫護專業人員、研究人員、

失智症患者及照護者之交流平台

• 透過網站和出版品提供可靠和準確的訊息

• 支持10/66失智症研究小組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失智症盛行率及影響之研究

國際失智症協會設於倫敦，於美國註冊為非營利組織。國際失智症協會成立於

1984年，並自1996年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官方關係，您可以於www.alz.co.uk 

找到更多關於國際失智症協會的資訊。



國際失智症協會：

全世界各國失智症及相關疾病協會

的聯盟組織，於美國伊利諾州組成，

為501(c)(3)非營利組織。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64 Great Suffolk Street
London SE1 0BL
UK
Tel: +44 20 79810880
Fax: +44 20 79282357
www.alz.co.uk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http://www.tada2002.org.tw 
諮詢專線 0800-474-580  (失智時 我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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