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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09年3�14�假中壢�忠�、��、幸�聯合集會��理�四屆�一次會

�大會暨失智症非�物治��討會。為因應新冠�炎，特別��工在入口處幫會�

朋��量����毒，也提�出席的會�朋�一定要配戴口罩，�防�沒有破口。

為了增進會�朋��非�物治�的認知���治�運�

在失智�上的�巧，特別在大會之前安�失智症非�物治

��討會，�本會顧�古�龍����失智症非�物治�

的重要�，�析�物治��非�物治�的差異�非�物治

�的�型等，結�提�合適的非�物治�是提�失智症�

適�的�激與活��會、���題�為的發�、���顧

�的壓力、提�患�的家庭�活品�以��緩疾病退�進

程。

非�物治��討會的�二����本會理�也是��

ACP��治�師的葉麗�女士����治�的�活應�，

�程中帶�會�朋���的�作��活�，�家�會��

�運�簡�的����也可以在家帶�失智�一起�作，

達�身�靈紓壓的�果。

��感���市�鄭����蒞臨致�，為活�增添�

彩。大會中也順利�出�四屆的理��，理��別是葉麗

�、���、蘇�貞、余�嫻、范鈺�、陳��、葉英雄、

��榕、陳��；���別是���、��爽、陳��。�

��會在葉麗�理��的帶�下，可以有��好的發展。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暨
      

                                                     / 本會

��市�鄭����蒞臨致�

本會顧�古�龍��(左)

本會理�� 葉麗�女士��

「��治�的�活應�」

本會顧�古�龍����

「失智症非�物治�的重要�」

�四屆�一次會�大會暨失智症非�物治��討會

��市�鄭����與�有與會人�合影

       失智症非藥物治療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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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嬤，不要�記�」�編��本暢銷繪本，作�楠景子因祖�、���繼

罹患失智症，因此將本身的�護經�寫下這本�世代��作品。這部電影108年7�

在台灣上映，同年9���市失智症�活�的���式上也�播�過，�都因有�接

連�過，�前特意上youtube觀�此部電影。�過電影�，不禁�然淚下，也許本身

是失智症家�之故，因此特別有感。 

   

�許多失智症題�的電影不一�，「�嬤，不要�記�」是以�童的�角���

�人失智的�題，�巧�107年��市政府�會局��的失智症�育從小��的理�

不��合。這部電影的劇情是�述小翼與�嬤感情�好，在一家人歡歡��幫�嬤

慶祝七十七歲���，一向�柔慈祥的�嬤開始�得不�一�了；常常�東��，

�同的�題���了好幾遍，每�出�都會打�得��的�嬤竟然不�頭也不�妝

就出�，���的編織也編不出�，��連�葉和落葉都�不清楚。經常�不�東

�，�會誣�別人�了她的東�，常常會�然發��，����愛的��枯�，大

半夜跑��口又�又撞…�嬤��奇�的舉��小翼感�非常害�，進�漸漸疏遠

�嬤，在�嬤一連�失控狀況�，小翼的��決定帶�嬤去�院�查，結果確認�

嬤罹患了失智症。

  

電影中小翼�嬤出現的失智症狀，一開始是�記與人有�和�記接孫子下�，這�

症狀乍�之下會�人以為這只是一�的健�，��會認為是��的�常現象，��

�這�症狀可�都是失智症的前�。也許大家會感��惑為�小翼的家人沒有注意

��嬤的��？��在現��活中，即便��的��出現失智症的症狀，往往因為

��的輕�，以為是�常��現象，等�就����都已經是輕��中�失智，若

�在平�仔���觀�身���的身�狀況，一旦發現異狀，��帶��去就�，

�然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疾病，�是只要�早發現，積極治�，仍然可以延緩失智退

�。

      

                                                     朱玫�(失智症家�)

       用愛與關懷包容失智者

一部令人感動落淚的電影

小翼阿嬤失智了

輕忽失智症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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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中，有一段���感�的情節是�嬤走失，家人遍尋不��，小翼在�

嬤的�間��一只鐵盒，�力打開�，鐵盒�的��一瀉�下，小翼�起一張張�

�，������叫xxx、今年幾歲、��在��、�好像聞不��道了…��小翼

�嬤�然失智，��不是完�失去記�，�嬤知道�己發�了什��，�為了��

己的記��失，�且不想給身�的人造成��，因此�嬤�每�要做的�和發�過

的�寫在一張張��上。��這一��流淚了，因為�從�的��失智之�，�和

�的家人都只注意��己「�顧��的疲�」，卻沒想�����記�開始一點一

滴流失�，那�他的內�應��惶恐、無助，他那�應�是�努力偽��，不��

�發現他���病了，也不想給子女�添��。�的��就如同小翼�嬤一�，�

然�多�情都記不起�了，�是在他的�中仍然惦記�他���的�女。

台灣人口��，「���顧」儼然成為家家一本��的經，�家中��失智�失

��，一�從�下���的「���」，以����朋好�的意見，�真�的�顧

��感壓力。電影中，小翼�嬤被確診失智�，他的家人在面��顧�題�，小翼

的姑姑�互���，身為媳�的小翼��只好主��去工作，在家�顧婆婆。小翼

��為了�顧婆婆，每���兢兢、���護，�神已�繃�極點，��是發��

婆婆走失的��。在�回走失的婆婆�，小翼的��決定善加利����源，�加

��開設的失智症�座，���嬤�與���間�護，一家人的�顧壓力因此�得

�緩，家人�係�加�密。 

現代��進步，人��命延�，卻不����益衰�的��。高��會中，�人

失智�題存在你�的周遭，因此失智�護的議題已經慢慢的在��的�活中蔓延。

在失智症�護中，身為�顧�的家人常�演�重要的角�，�在���顧失智症患

�的情況下，�顧���極大的�神壓力，��成為��病人�不�知，因此如�

�適�情、��壓力是一��重要的�題，�顧�可以���加一�失智症��的

�護�程，��己在失智症�護的�上�加�力，也可�加失智症家�����，

透過��、�流的�式��發�中的壓力。�記「�要�顧好�己，才有�力�顧

別人」。

一張張紙條是阿嬤的備忘錄

照顧失智者備感壓力

先要照顧好自已，才有能力照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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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感恩有您 THANK   YOU

新���宮不�是�地居�的�神信�寄

託，�顧鄉里�是不�餘力，109年3�22��

�宮為慶祝��上�聖�慶�，同�舉��會

公益慈善捐助活�，�理萬���、物�、�

助��發�，本會這次也是����之一，�

�物品包含810����清��品等物�。活

�����炎�，現�有多��工戮力�助搬

運���物�，�然大家汗流

夾背，�是大家的臉上都流露出

�善為�的笑容，��這��工�的無私奉獻，���悟���

「�上��是星星，人間��是�情」。 
    

此次活�����常�理��盧�安大�代�出席���式，�

����常�理�致�感�狀給��宮代�，感��善�義舉。

為落��顧弱���，��市��愛

��懷�會��「有愛無礙，幸�同在」

的理�，�� 年每�舉�「每�一愛」6

活�，幫助��懷弱��群。此次與財�

法人公益�播��會��捐� 台�1 5 0

�，� � �上� 舉� 『�台��6 9 8:30  

�愛暢�』��捐��式，本會這次也是

                                  ����之一，���本會��榕理�代

                                  �出席接�捐�。
    

非常感���市��愛��懷�會�財�法人

公益�播��會的愛�，本會將��「�之�

人，�之�人」的理�，將��的��給予真�

�要的人。

       人間最美是溫情

       取之於人，用之於人

��市��愛��懷�會與財�法人公益�播��會

��捐�150台��

本會常�理� �����(中)

          致�感�狀給��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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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感恩有您 THANK   YOU

本會�99年�會�今已屆10年，�顧這10年�，

�會服�過許許多多失智症家庭，�給予失智症�顧

�情�上��的力量，陪�家�走過失智症�護的漫

漫��。這10年�，��兢兢業業，一步一腳印地�

�失智症防治�護���失智症�善��，腳步不停

歇!此次非常感�公益�播��會與中央大�公益�

播��會，�助本會��「十周年回顧影�」。十周

年回顧年影�中除了�會理��古�龍���現�理

��葉麗�女士�述���會的設�緣起、宗旨與��以��會�前的服�概

況�願景。此外，����集了�顧�畢業��失

智症家�一同��他�的�顧經�����程。
    
回首10年���，����在�，未�本會仍

將本�「做失智�的好朋�」之理�，繼���失

智症防治�護���失智症�善���努力。

���認知��站�拾�小��109年7�3�盛大開�，

這次�感�台北�業��大�-�業設計�系的����助

平面設計。今年二�底�，本會接����仁��會的�

�，台北�業��大��業設計�系的同�������市

的認知��站合作，為��站提�平面設計��覺��設

計等等，��在服���的過程中認�失智症，�����

助各�認知��站，在失智症服�的�會公益上出一��力。

本會非常感��設系的陳春富��的��與同��的付

出，幫助本會設計��、��、��卡與刊物等等內容。

在成果發�中，���也��了在這次的服���中��

�身的設計專業，從�����的�會服�，不�幫助了

��市失智症�懷�會，也感��會的�工師帶�他�認

�失智症的十大警訊，�他��認�失智症。本會��失

智症�別��提早在年輕一代��，提早����知�，

才��早發現 �早治�，達成失智�善的��。

      回首十年來時路

       當  設計遇上失智

�會理�� 古�龍��接�訪�

現�理�� 葉麗�女士接�訪�

本會理�� 葉麗�女士(右)致�

感�狀給台北�業��大�

�業設計�系 陳春富��(左)

感�台北�業��大�

�業設計�系的����助平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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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葉麗�女士在��

�深�多年，��輔��是��

項，�����每週一次的��

�程都非常��，�前也是本會

��歡�的�程。
    

�物是大�然給予����貴的寶�，�物各�各

��葉的������不同，葉理��利�人與�物的

互�特�，����在與��活�的過程中，促進��

�認知、��等功�，進�達�延緩失智�失�的�

的。
    

���究，����大腦的�激�有幫助，�且�幫助�除壓

力��鬆�情，每次�����歡歡��、��鬧鬧地上�，�平

�����惹�的�都�感���物的�癒力，特別是平�被繁忙

的�活�眼�撩�的3C產品�繞的�，感官也漸漸��了，�每次

�����一起上�，����的�物，就會覺得�情特別�鬆，

�以��信�物是有�癒紓壓�果的。

      

                                                     本刊主編

課程及活動花絮

�伯伯戴上��

          
     可愛的��

麗雲�姨開�地         秀出她的作品

       園藝輔療舒活長者身心

����作品與

    本會理�� 葉麗�女士(左一站��)合影

���的插�作品

���專�上��治��的情�

本會理�� 葉麗�女士(左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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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課程及活動花絮

除了���程之外，�工皂也是�����歡的�程。�工皂�程，�會特地�

�周麗��師������製作�工皂，周�師透過有�、淺��懂的���式，

���輕鬆�會�製�工皂。

�����聚�會神地將�皂�成一小�一小�，再�入滾�中溶�，之��入

各式各�的�膠�型中定型，此���再��人�好的顏�滴入�中，�加上1、

2滴�油，等凝固���，又漂亮又香的�工皂就大功告成了。

�工皂是一��術，不同的

搭配，不同的巧�，�造出千

�萬�的�工皂，�每��工

皂就像�術品一�，令人愛不

��，�����都�不得拿

��，因為�在��了!

      手作樂趣多

次珠姐開�地           秀出她的作品

英雄伯伯得意地

        
 秀出他的作品 ��的作品

����作品與

周麗��師(中)合影

��專�製作�工皂的情�
��的作品-絲�絡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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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課程及活動花絮

眾��知運�的好處不�枚舉，不�可以促進身�健康，�可以增進�理健康，

預防失智症。每週二上�，�「�曦�適�工作�」的�師��帶�����坐在

�子上運�。

�師�在帶活��都會播�音�，��

�隨��悉的節奏做運�。有一��作簡

�，有益身�的�年健康�，只�要一�

�子，就�隨�隨地運�起�。

為了�大家了��上運�，以下是���介�:

1.暖身活�:柔軟�訓練，�身���好，有充足�間�身�適應，可逐漸進入主要  

            活�，��靜態�展，�免����硬。　　　　　 

2.主要活�:(元�/ADL)-�力訓練，��有�訓練，促進認知。

3.平�活�:訓練坐/站姿平�，挑�身�穩定�。

4.緩和活�:柔軟�訓練，緩和��率與平穩呼吸�運�前的狀態，��靜態�展緩

            �運����痠痛情況。
    

      銀髮運動療癒力

�完以上�上運�的介�，你是不是��一�躍躍��呢!

暖身活���靜態�展�免����硬

���隨��悉的節奏坐在�子上做運�

�力訓練，��有�訓練，促進認知

訓練坐、站姿平�，挑�身�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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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課程及活動花絮

「認知��站-拾�小�」�每週一�五上�都會舉����程，每�都會固定有

10幾���一起聚集在拾�小���、��，��說：

每週一是認知促進�程，活�開始，帶�人會�帶

���做�部運�，���激�部�道增進末�循

�、預防��、腳�、�除疲�，保�身�健康；

接�，�帶�人設定��主題，�如過年、��節、

�果、�通工�、�的�一次等…，���透過彼此�

�增加語言�達�人�互�。

也會��不同的主題設計達��他��，�如：透

過賓果遊戲提����覺�間概�、透過�活�品歸

��提����歸�等認知功�。

總�言之，在活�中�主要的�的，�是����暢

��言，��大家開�的笑容。

      認知促進有助延緩失智退化

    這裡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林���師

帶����做�部運�

「童年」是���感興�的�題

���開�地在玩釣魚遊戲

透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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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主編

課程及活動花絮

為了���一同回����俗，共���的��節，6�22�特地舉�包�子活

�。

活�前一�，�會的工作人�已�包�

子�要的香菇、��、�蔥、��、蝦�

��葉等����，�了活���再��

����工合作去完成。

說起包�子，每���都���，特別

是從未包過�子的茂穗伯伯和英雄伯伯，

包�子�他��言可是���。為了��

�����包�子的��，也����活

���，訓練�眼��，因此從��、洗

�葉�包�子，��������，�工

只是從��範��。

�姨�果然��身懷絕�，架式十足，包

的�子有棱有角，伯伯��然��不若�姨

�，�是�一次包�子就包的有�有�，已

經是�不容�，�子包的如��不重要，�

���在�與��才是�重要的。

包�子是��懷�活�之一，除了���

回�過去家家過��節的�氛之外，也��

起���記�深處���節的懷�記�，有

助�延緩退�。

      讓長輩們樂在參與學習

���包�子包得不��乎

茂穗伯伯和英雄伯伯包�子的���

�姨���架式十足包的�子有棱有角

�安伯伯和��伯伯包�子包得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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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育德 56,400

魏宏錡 30,000

劉�遠 10,000

��� 7,100

��爽 4,130

張世河 3,600

陳�� 3,000

吳�� 3,000

陳�乾 3,000

陳�元 3,000

陳�� 2,300

陳���陳��榮 2,000

��雯 2,000

�千筠 2,000

�高瑋 2,000

余�嫻 1,500

徐�� 1,500

��群 1,500

蔡珮晴 1,500

蘇�貞 1,500

沈榮結 1,300

葉�� 1,060

��法人��市��症家��會 1,000

��法人��市�閉症�進會 1,000

��市�����進會 1,000

��市��輔��會 1,000

��市���利發展�進會 1,000

彭俊豪 1,000

周�五妹 1,000

�秀� 1,000

無名� 1,000

徐淑貞 1,000

��� 1,000

趙秀娟 1,000

��� 1,000

張�� 1,000

109年3-5月捐款芳名錄

1 0 9年3月
��� 1,000

��蕉 1,000

�淑如 900

張�珠 620

劉�� 600

��英 600

熊�治 515

蔡振� 500

蔡振� 500

蘇�貞 5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麗娟 500

張淑� 500

劉柏瑾 500

陳�� 500

�瀚雯 500

�淑惠 500

張�� 500

��漟 500

�鴻坤 500

魏薪緣 500

��蓮 360

朱玫� 189

葉麗� 189

姜�� 60

陳勁� 56,400

�春香 10,000

吳�� 3,000

古�龍 2,761

�秀英 2,000

�淑媛 2,000

無名� 2,000

1 0 9年4月

葉麗� 1,500

徐淑貞 1,000

��� 1,000

沈靖家 1,000

�惠慈 1,000

��� 1,000

熊�治 515

蘇�貞 5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范�蓮 500

鄭�之 300

陳�� 100

迦南�局 70

吳�� 3,000

�皎慧 2,000

余同� 2,000

�惠慈 2,000

無名� 2,000

趙秀娟 2,000

古�龍 1,260

徐淑貞 1,000

��� 1,000

葉�青 1,000

沈榮結 1,000

��蕉 866

熊�治 515

蘇�貞 5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范�蓮 500

�家� 350

1 0 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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