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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與 善處
照顧失智團體及社區失智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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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哥（左一立者）

陪同父親參加失智

據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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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人在失智據點相遇是因為都有

失智長輩，他們與失智家人的關係或許

是太太、先生、兒女、婿媳、孫子女，

甚至是貼身照顧的外籍看護工。身為失

智據點推動的負責人，從協助輔導過程

中，聽見、看見學員的生命經歷，更重

要的是學會同理，能提供符合他們需要

的服務，讓他們的人生獲得支持。

扛一家三病人  學輕安自在

曹爺爺九十三歲了，一介老兵的他除

了重聽、肺部萎縮外，沒太大毛病，高

血壓則是自己服藥控制，平日生活規律

嚴謹，能自理日常生活很少就醫。兒子

曹先生在爸爸執意自己是總統時，還不

知道他已經失智，直到鑑定後明白體諒

地接受事實。

服務同仁接觸曹大哥時，他態度正

向，重要的是他急著要學會照顧失智爸

爸的方法。急切讓他成為學員中少見的

「問題兒童」，課程後常留下來討教，

非要明白了、確保用在老爸身上沒問題

才行。聊到爸爸覺得自己是總統時，大

家還都笑到眼角帶淚，他有點虧欠地表

示，不知道情況，還針鋒相對跟老爸辯

論年紀大當什麼總統。他搖搖頭說，就

讓他以為真當了總統也沒什麼關係啊。

參加認知團體的時候，父子倆都是同

失智據點活動結束後，臺中慈院同仁開會討論個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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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微的互動，看得出親子關係自然

而親密。除了慈濟的據點，他也帶爸爸

去其他機構成立的瑞智學堂。曹大哥比

較：慈濟有規劃、組織跟歡樂，大群人

在一起就像大家庭的熱鬧；瑞智由一位

社工及二位志工服務，提供的是單純的

陪伴與關懷，像小家庭的親密接觸與溫

馨。曹大哥說各有千秋，他們父子在兩

邊都開心也歡喜，更好的是獲得不同的

刺激。

原以為他只要照顧失智老爸，沒想到

一次聊天才知道，二○一七年初媽媽也

因為忘東忘西，被診斷出輕度失智，這

是曹大哥努力學習失智症進程的另一個

重要原因。他淡淡地說，現在行動沒問

題、家事也沒問題，唯獨需要的是提醒。

問題是：誰提醒？這才知道曹大哥還有

一個妹妹在家，但妹妹是小腦萎縮症病

人，常常跌倒找不出原因，看了很多醫

師，折騰好久才確診。這真是震驚的訊

息，眼前這位曹大哥一人扛起失智的父

母，還要照顧小腦萎縮症的妹妹！就在

同仁張嘴半天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時，

曹大哥自己說著，確診反而輕鬆，因為

失智據點的活動多元又兼具復健及延緩症狀的

功能。圖為飯糰料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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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更多協助，可以搭乘復康巴士就

醫、參加小腦萎縮協會舉辦的各種活動，

這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吧，他說，

確診後的妹妹反而得到更好的照顧。

他接著表示，妹妹與媽媽可以互相扶

持、互相照顧，媽媽照常做飯、整理家

務與照顧行動不便的妹妹，妹妹則可以

提醒「記憶體已滿」的媽媽記得關瓦斯

等做事步驟就好，他說：「現在不是最

糟的時候，所以目前一切都好。」

同仁分享之後，深深感恩失智據點

可以幫助這位一人扛起三人照顧責任的

真漢子，碰到這情況，許多人應該都覺

得天塌下來了，他還能隨時調整作息，

配合三位家人的需要隨時接招應變。其

實，他只是一位約聘人員，加上父親軍

職的退餉，負擔還是很大，所以能夠倚

靠機構，借助政府支應的補助，可以緩

解經濟壓力，然後他努力找尋資源，學

習各方知識，就可以在凡事有個底的情

況下安排，所以他感謝妹妹病情獲得確

診，就能把日子過得有笑容且如此「正

常」與「平靜」。「現在還不是最糟」

的信念，讓他從容應變，遇到事情就直

接面對處理就好。從他身上，看到上人

常說的「輕安自在」，看得到他的笑

容，感受到父子間的溫度及家人的相互

扶持。所以，照顧不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負荷，曹家人的健康存在瑕疵，卻還發

揮相互扶持的功能，積極尋求各項資源

勇於求助，透澈了生命存在的本質，坦

然了遇事的態度。照顧可以不悲情，而

是充滿感恩與珍惜。

理解與放手 夫妻的必修課

四位約莫七十、年紀相仿的太太在失

智據點成為學員，各自照顧先生也都至

少兩年，其中一位甚至超過十年了。見

了面各自聊著不同狀況，一位說因為照

顧體重已經減了十幾公斤；一位訴說自

己出現免疫問題感覺不堪負荷；一位話

不多，但倦容與疲憊常掛在臉上。失智

的白髮先生彷彿不問世事地帶著微笑看

著彼此訴苦的太太們，太太都是全職照

顧者，幾乎全天二十四小時一對一，身

體上要幫忙洗澡、上廁所、穿衣服等，

日常生活的吃喝、就醫、家事整理與安

全看顧，還存在著疲累、情緒與心理糾

葛。

參加認知團體與照顧技巧團體，每位

太太都好希望先生表現一百分。能不能

記得住老師名字；認知遊戲能不能快速

答對；飯糰製作、黏土創作與畫畫是不

是做得好、畫得對，都有不同的要求。

團體交辦任務，他們會馬上指導與協助

失智的先生，更在意是否達成；做對、

做錯。積極與急切展現在他們督促的聲

音、肢體語言及話語，常聽到：「你這

樣不對、這不是這樣做、你怎麼黑白

做、你都沒有聽老師講的」。或者握住

先生的手，像小時候學寫字，老師握著

孩子手那般，一起做作品，甚至直接拿

來材料幫失智先生完成。

四位失智的先生曾是司機、上市公司

重要幹部、或木工車床等不同職業的勞

工朋友。同仁看來：他們英俊挺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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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憨直沒有心機，除了一位較怕生，打

招呼都會獲得真情回應。他們都單純可

愛，生活自理或認知能力也都有很大潛

能，食、衣、住、行雖需要協助但不至

完全失能，相對於太太認為的「不行」，

落差蠻大。專業團隊鼓勵先生畫畫、捏

黏土、認識蔬菜水果與植物，做得好

時，他們會手舞足蹈且更投入，但如果

太太急切在旁「協助」，他們意願會降

低，變得被動與退怯。太太照顧者無微

不至的照顧，失智先生最常回應的表情

卻是一臉茫然與呆滯。照顧人的好累，

被照顧的也好累。

為何在專業人員或外人協助時，失智病

人可以看到進步、希望？原來外人不知道

他們輝煌的過去，可以從現在的情況看到

可能的未來，但枕邊人卻已相處幾十年，

過去的好與現在的差，愛恨糾葛比較，不

當的期待與要求就不自覺地展現，無意傷

害也無意貶抑，只是不自覺的語言與動作

就造成彼此的壓力與傷害。

鶼鰈情深不是非把另一半照顧得無

微不至，學會放手需要更高的智慧與耐

心。因為在乎、怕失去；因為責任、捨

不得，許多因為就剝奪先生從新適應失

智後的角色與能力。不是太太不夠好，

而是都太好了，太多無微不至，造成病

人不太好，照顧的人自己也不太好。學

會放手，失智先生才有更美麗的天空，

太太們才能真正有品質的過生活。

肝腎移植 術技薪傳

社區健康中心同仁陪伴照顧失智病人的太太們學習如何「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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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中照顧 女兒真愛付出

老先生與老太太住在鐵道旁的矮房，

同仁問了很多戶人家，走了很多個轉角

才找到。失智奶奶有糖尿病、倚著拐杖

也只能步行十公尺，平日由先生陪伴。

醫師、物理治療師、健康管理師與社工

要了解失智長輩居家情形，約了時間家

訪。事前，一切正常，但團隊到了現場

卻不見聯絡人？跟主要照顧的老先生聊

了發現，所有事情都是女兒安排決定，

二個兒子都住在一起但也都不管事。家

訪時一個兒子還睡在閣樓，卻始終不出

現。要交待事情，老先生只說不識字，

拜託直接聯絡女兒就好。同仁打電話給

女兒，那頭支吾回應似有為難。

另一個案也是老老相依，家住繁忙省

道旁，車水馬龍的噪音聲音讓人講話都

大嗓，已經二次走失的失智奶奶，安全

是重要主題。女兒說爸媽與兄嫂同住照

顧，但訪視中，回答問卷或說明奶奶身

體狀況，女兒瞭若指掌，唯獨要簽名做

社區健康中心同仁與醫師、復健師左彎右拐才找到

個案家。

復健科副主任林啟文（右）在案家就地取材，用手

電筒指導案主復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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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決策時，突然噤聲說必須由兄嫂或

父親決定。其實當天嫂嫂就在樓上，但

始終未出面。

阿紅罹患巴金森氏症的爸爸八十四

歲，工程包商退休多年，最近一到中午

十二點就吵著要出去工作，家人提醒現

在沒工程了，惹得彼此不開心。爸爸還

懷疑太太外面有小王，會把田產給別

人，一直要求土地要登記在自己名下，

果然到醫院檢查後確診失智。阿紅看到

失智照顧技巧招生簡章，利用週末來到

團體，希望多了解能幫幫失智的父親。

阿紅沒明說是否與失智父親同住，但上

課從不缺席，還會仔細聽其他家屬分

享，勤做筆記。同仁確定阿紅對父親的

在乎以及想協助的心思。

排行二女兒的蓉蓉現階段全職照顧

失智媽媽，第二次參加團體時，接獲弟

弟車禍消息，慌亂驚恐得需要同仁支持

與陪伴。大家分享上人的法，安定她的

心，逐一協助整理處置步驟，讓她知道

照顧好媽媽及自己，就是給弟弟最好的

迴向。團體活動尾聲，同仁調整程序邀

請所有學員共同祈禱，蓉蓉滿臉淚痕感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賴怡伶高專分享失智據點服務的用心，例如會安排照顧技巧團體來分享，減輕家屬、

照服員及照護志工的身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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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家的溫暖與力量，帶著力量送媽媽

安全回家，南下處理弟弟的事。二週後

蓉蓉帶著媽媽再回到團體，他說弟弟心

肌梗塞車禍，現場就走了，處理事故的

人為讓家屬不要太震驚沒直說。蓉蓉至

今仍不敢讓失智媽媽知道弟弟的噩耗，

但她很謝謝團隊的陪伴與關懷。

常有人說，女兒嫁出去就像潑出去

的水，但團體中勞心又勞力的女兒身影

讓我看見她們對父母的愛。當不是帶著

「責任」的心情，可以更感受女兒對父

母的一片心意。她們在家族承擔的角色

讓人既心疼又捨不得，做太多怕惹得兄

嫂不開心，又怕夫家有微詞，做不夠又

對不起自己的心。糾結矛盾在她們的為

難中可見一二。許多默默付出的女兒對

父母就醫、身體照顧與心靈關懷一樣也

沒少，但社會潛規則壓得她們更透不過

氣，所以團隊學會觀察女兒心，成為默

默支持她們的力量。

疾病見轉機  婆媳重建關係

阿華與婆婆之前關係不好，婆婆生

病後先生擔心阿華藉機虐待，不敢讓她

介入照顧。阿華告訴同仁，夫家觀念保

守，婆婆失智除了就醫，沒有其他積極

作為，異常行為似乎愈來愈嚴重，最後

失能可能更麻煩。阿華改變不理不睬的

態度，開始承擔照顧責任並尋求各種方

法，希望維持婆婆生活自理能力。

一次照顧技巧團體，同仁分享照顧

老爸經驗，提醒家屬對失智長輩的話不

要「對號入座」，順勢而為一起演戲才

不會衝突不斷。雞同鴨講或當三歲孩童

的方式引導，比較容易得到長輩接納。

靈巧的阿華回家後，用哄孩子的方法跟

婆婆應對，一個多月下來，已經不認識

路、不敢再騎車的婆婆，又會自己照顧

自己。阿華說婆婆又可以認識好幾條

路，自行來回沒問題了。阿華也帶婆婆

去環保站，一開始婆婆抗拒而且不會分

類，找到共處模式再經過鼓勵與協助，

婆婆已經可以開心參與做環保還分類得

很正確。

阿華說婆婆不知道自己是失智症病

人，現階段家屬也沒特別打算讓婆婆知

道，只要過得開心比什麼都重要。阿華

謝謝醫院辦理照顧技巧團體，聽到講師

分享把婆婆當三歲孩子帶，用鼓勵代替

解釋、澄清說明，更少了指責，所以解

決了異常行為也解決了彼此情緒問題，

一家和樂融融更成為快樂的環保志工。

婆媳問題存在許多家庭，失智或許是

和解的開始。媳婦在婆婆的倒帶人生中

只是參與中間的生命歷程。失智長輩人

生回到年少時，媳婦就不再是媳婦，只

要願意，媳婦就可以和婆婆重新來過。

相較夫妻、兒女，媳婦擔負情感包袱的

日子沒有這麼長也沒有這麼重。因此，

照顧技巧可以超越情感，少了過多的情

緒糾葛反而照顧起來比較輕鬆自在，前

提是只要媳婦願意接納新關係與新角

色。阿華與婆婆放下過去，藉失智照顧

創造和解的機會，丟掉包袱反而可以在

餘生更有情感的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