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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的信念 

•  任何人均可選擇有意義的生活 



職業治療的宗旨 

•  我們讓長者盡展所長﹐重新投入       
家庭﹑工作及生活的角色 



老齡精神科職業治療服務 

• 評估長者的精神狀況及行為 

• 評估及訓練家居生活及社區生活技巧 

• 個別或小組治療活動 

• 配製及提供矯形架與日常生活輔助器具 

• 外展服務 

• 對護老者供照顧技巧訓練及支援 



職業治療-日常生活評估及訓練 



透過電腦作認知訓練 



數碼攝影班 
(葵涌醫院之抑鬱症長者) 



老齡精神科職業治療服務 

• 服務提供︰住院、日間醫院、醫院門診部、    

                          護老院及社區的長者 

 

• 服務區域︰葵涌、荃灣、青衣、深水埗、 

                          東涌及大澳。 

 



溝通的定義 

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分享 

 

包括意念、思想、感情 

 

 



溝通練習(一) 



開心 



眼瞓 





溝通 

• 一般與人溝通的技巧 

 

• 與患病長者溝通的技巧 

 



溝通方法 
• 面對面 

• 電話 

• 電郵 

• 臉書(Facebook) 

• 智能手機網絡傳送簡訊的應用程式(Whatsapps), 
wechat ... 

• 符號/標誌 

• 信件，備忘錄，卡(賀卡/明信片) 

• 智能手提電話/  

  平板電腦(i-pad)，語音通訊軟件(skype)  



言語溝通 

• 母語/方言 

• 說話內容 

• 音量 

• 節奏 

• 背景 

 



溝通練習(二) 



非語言溝通 (包括身體語言) 

• 眼神/目光接觸 

• 姿勢 

• 手勢 

• 語調 

• 面部表情 

• 坐立的位置 

• 社交距離 

• 語外之音  

 

 



以長者為中心，重視長者的需要 

• 接納每個人的獨特性 

• 接受他們的一切 

• 關注各人的歸屬感及感受 

• 讚賞及肯定長者的成就 

• 尊重長者及肯定長者的自我價值 

 

(參考文獻:重燃動力治療 Pamphlet of Hong 

Kong Remotivation Therapy Association) 

 



個人背景 

• 文化 

• 社交 

• 習慣 

• 風俗 

• 家庭背景 



溝通技巧 
• 表示友善的方法:尊重個人私隱 

• 注意說話的技巧 



溝通上的惡性循環 
自尊心,自信心受損           溝通能力減少 

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 

                    

                                        

其他人與患者接觸的方式       

                     或溝通方式改變 

 

表達自己機會減少 

與其他人正常                                                        

的交往也減少                      溝通減少 

                                       

                                              



諒解患者的溝通能力 



正常的腦 



老年痴呆症的腦 



患者與人溝通的小貼士 

• 留意患者與人溝通的困難： 

   不能明白別人的說話或 

   找不到適當的詞語去表達自己 

 
     



患者與人溝通的小貼士(二) 

   1)善用時間 

   2)說話慢一點或重覆一些句子      

   3)能書寫的長者可記下不明白的字句 

   4)找一個寧靜的環境來傾談 

   5)善用輔助記憶物件 



現實環境導向的原則 

• 護老者可以透過言談間，
提示病者現在的時間,地
點,和人物 

• 焦點應在於患者的能力，
而不是患者的缺憾 

• 一致性  

 



溝通策略 



溝通練習(三) 



1. 選擇較安靜的環境 



2. 確保患者已戴上輔助器具 



3. 簡單/重複的訊息 



4.要有耐心及善用聆聽技巧 



5. 積極的態度和讚賞患者 



簡易溝通方法 

1. 引起注意(視綫範圍) 

2. 保持目光接觸 

3. 慢慢說，配合身體語言 



與患有認知障礙症(老年痴呆症/ 
腦退化症)長者的語言溝通 

長者因記憶問題而忘記了某些詞彙，令他們不能在
日常說話中直接及完全表達自己的意思。他們可以
採用以下的輔助方法表達 : 
 
減慢說話速度，以爭取時間尋找合適的詞彙。 
尋找合適的字詞代替，例如: 利用同義詞(“凍”    

  代替”冷”)、利用相反 (“暖”是”冷”的相     

  反)。 
 



解釋該物件/字的意思，例如:說:”要著衫” 

  或”冬天”去代表”冷”的意思。 
用動作示範該物件/字的意思，例如: 作出  

  一個顫抖的動作代表”冷”的意思。 
形容或畫出該物件的形象或圖像。 
形容或畫出想表達的意思。 

 



葵涌醫院職業治療部 

鄰舍輔導會 

•  夥伴合作推行 
  認知訓練治療 



 

 

• Evidence based 

• 2 user manuals 

• 52 picture cards 

• Computer  

   program 

懷緬訓練 (鍾晶晶,李月英) 
 
 “細味往日情”Reminiscence Resource Kit (late Prof. Jenny 

Chung & Dr. Grace Lee), Dept.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t of H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OT Dept. of Kwai Chung Hospital)  



記憶小貼士 

1. 記憶第一擊，集中注意力 

2. 有系統訊息組織，提取更易更清 

   運用聯想法 

   將記憶訊息視覺化 

   將訊息套入熟悉的架構上 

   習慣性 

3. 用提示，幫記憶 



食藥 



去
廁
所 



凍 



記憶小貼士 

4. 多複習，易牢記 

5. 多運動，腦輕鬆 

6. 全方位記憶，記憶力起飛 



與抑鬱症長者之溝通 



職業治療部「藝術在醫院」計劃 
(葵涌醫院之抑鬱症長者) 



• “今日劃畫最開心！”  

• “感謝導師教我們劃 

     太陽花，劃出 

    我們心中千個太陽。” 

學會欣賞 



正面思想框 
• 往好處看 : 多花點力氣讓自己更樂
觀進取，報償會源源而來。 

• 蒐集美麗  : 在生活中尋找美麗的
事物不是為了刺激，純是為了感
受「美」的樂趣。 

• 帶著成功入眠 : 當大家都說「你今
天很成功」時，在你悠然入夢前，
好好回味一下這個美妙時刻。 



創造快樂天 
• 製造快樂天 : 閉上眼睛，
想像你醒來就是完美的一
天，陽光普照鳥語花香，
而且是星期天。 

• 美好 : 努力從所有曾做過
和碰過的事找出「好事」
來。 
 





 



參考文獻:卓大宏教授主編 
“中國康復醫學”老年痴呆症的康復治療 
李月英,莫靜敏  
(P.1434 -1443,华夏出版社) 



參考文獻 
(認知障礙症刊物) 



Montessori 
Methods for 
Dementia 
 

Written by: Gail M. 
Elliot 
 

Foreward by:  
Dr. Cameron Camp;  
Dr David Dai 
 

Contributors:  
Mr. Chan Chun Chung, 
Walter 
Ms. Lee Yuet Ying, 
Grace 
Mr. Yu Chiu Lun, Ernest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roject  
“Sunshine in the heart: lit up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for Cognitive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for dementia and 

depressed elderly), NAAC & OT Dept of KCH 

Supported by Health Care Promotion Fund 

Achieved Outstanding Health Promotion Project           

(Mental Health) Award 



網上資源(Online Website resources) 

• 大腦健身室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http://www.loveyourbrain.org.hk/ 

 

•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 iPad apps:  六藝(ProjectADA) 

 

 

http://www.loveyourbrain.org.hk/
http://www.loveyourbrain.org.hk/


RCT Computer-assisted errorless learning-
based memory training study (Lee G. et al., 2013) 

「無錯誤學習記憶訓練」(OT Dept., KCH & HKPU)  
 



 



Mind your Mind... to reduce risk of 
dementia 
(Alzheimer’s Australia, National public health program)  

• Mind your brain- keep mentally active 

• Mind your diet - eat healthy 

• Mind your body- stay physically active 

• Mind your health check- control BP, cholesterol,  

                                             blood sugar level 

• Mind your social life - stay connected  

                                       and socially  active 

• Mind your head - avodi head injury 

• Mind your habit - excessive drinking, smoking and       

                                sleep disturbance are bad news 



醒「腦」有辦法:  
老年痴呆症的預防 

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 
執業職業治療師I, 伍子瑛 

Esther Ng, OT, TWHGs Wong Chuk Hang Elderly 
Complex 



醒「腦」七大要訣 

多動腦 食得好 

社交好 

保護腦 

(Alzheimer’s Australia, 2010) 





結語 
 大家能與長者有效地溝通 

令他們活出精采晚年! 
 

保持溝通,促進腦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