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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說

前 言

阿滋海默 (Alzheimer)在 1907年他的原著

中，第一次發表一位 51 歲女性個案時，描述

她不但有認知功能障礙，並且隨伴出現嫉妒妄

想及聽幻覺等精神症狀 [1]，但是以後的研究學

者都偏重阿玆海默症（簡稱 AD）之認知功能

方面做研究，反而輕忽非認知功能層面的探

討，事實上非認知症狀在 AD之發生率是非常

常見的，只是研究學者沒去認真重視 [2]。Rab-

ins (1988)認為精神醫療工作者在除了對失智

症之原因及基本機轉做研究外，也應在失智症

之行為症狀處理、照顧及對家屬心理情緒支持

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3]。非認知症狀包括

了憂鬱、焦慮、妄想、幻覺、行為障礙及其他

精神病症狀，以前稱之為行為障礙 [4]，因為不

能包涵整體精神症狀，故國際老年精神醫學會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 Association，

簡稱 IPA）在 2000年已把它改稱為行為精神症

狀（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簡稱 BPSD）[5]，故本篇採用

BPSD來代表失智症之非認知症狀。

BPSD 不是一個診斷的名稱，而是描述失

智症一個重要的臨床層面，它可在失智症病程

中任何時間發生；也是家屬照顧病患最重的負

荷來源；有時可能造成對老年病患的虐待；使

病患及家屬生活品質的下降；並提早送病患慢

性到安養院，增加照顧的費用 [2,6,7]。事實

上，相較於失智症之認知功能障礙，BPSD 能

夠得到有效及安全的治療結果，故對於 BPSD

之認識及處理，是治療及照顧失智症患者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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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本文最後期盼臨床治療照顧失智症之醫療工作同仁，能對 BPSD 有進一步的認識

及處理，以提昇失智症病患及家屬之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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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課題。

BPSD的類別及流行率：

BPSD 流行率因研究的族群、樣本來源

（如住院、門診、或社區）、症狀定義分類、

研究方法、甚至評估工具的不同，而有很大的

差異。大約有 11.7%-70.6%之 AD 患者伴隨有

BPSD[8]。

1. 憂鬱症狀

AD 伴隨憂鬱症的發生頻率各家報告相當

分歧，一般而言在 40-50%之間 [9]。會有如此

大的差異主要和評估憂鬱的方法有關，比如以

問卷方式較醫師診斷來的高。北榮的研究小組

曾在民國 83 年報告指出失智症隨伴憂鬱症狀

佔 30%，憂鬱疾病佔 3.7% [10]。其結果比國外

究研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大

多數是中重度的個案，其憂鬱症本來就發生率

低；而一些憂鬱症之症狀如對任何事都提不起

興趣、社會退縮、精神運動變遲鈍等也和失智

症之一些症狀相互重疊，更增加診斷的困難

[11]。故Lazarus等人建議在評判失智症是否有

憂鬱症狀時，應著重在憂鬱症之心裡思想層

面，如無助感、無望感、無價值感、甚至有想

死及自殺的念頭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 [12]。一

般來說血管性失智症（簡稱VaD）發生憂鬱症

的比率要高於 AD，這可能和腦中風後較易發

生憂鬱症有密切關係 [13]。由於失智症常合併

憂鬱症狀，而另一方面憂鬱症病患也會出現認

知功能變差，有時嚴重到符合失智症的診斷標

準，形成所謂之「假性失智」，使得失智症和

憂鬱症之關係變的相當複雜。Reding等人曾提

出在老年期第一次出現憂鬱症，同時合併有一

些腦器質性神經症狀如錐體外路症狀時，以後

發生失智症的機率相當的高，而建議在老年期

初次病發之憂鬱症應當成是日後失智症形成的

一種紅色警訊，應小心追蹤評估 [14]。

由於憂鬱症常出現認知功能障礙，而日後

追蹤也發現部分個案會演變成失智症，而 AD

病患也常見憂鬱症狀，可能這兩種疾病有共同

的致病因素，近年來對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簡 稱

BDNF）在憂鬱症及 AD所做的研究 [15-17]，

顯示BDNF可能是聯結兩者共同的橋樑假說，

表示能增加腦中BDNF的藥物，可提供憂鬱症

合併認知障礙或 AD合併憂鬱症狀病患一個治

療的選擇，甚至對老年憂鬱症病患提供早期抗

鬱劑治療，能降低 AD發病的危險性 [18,19]。

2. 妄想症狀

一搬而言，AD 妄想症狀出現頻率大約在

10-70%之間，平均介於 30-38%左右 [9]。在國

內之研究報告指出，在老年精神科住院失智症

病患中，有精神病症狀者佔 71.8%，有妄想症

狀者有佔 59%，其中以被偷妄想最常見佔

50.1%；其次是被害妄想佔26.9%；而嫉妒妄想

佔 18% [20]。在失智症早期其妄想結構及內容

可能屬於較系統化、複雜化，但在中、重度時

大多數是屬於簡單非系統化的，如錢財找不到

而懷疑被家人偷拿；吃過飯忘了又要求吃，家

人不答應就認為家人要餓死他（她）；病患找

不到太太（事實上己告知患者出去買菜）即懷

疑有外遇等 [21]。Weiner (1996)從心理生物層

面 (psychobiological process)來解釋失智症的

妄想症狀，他認為患者因企圖對其認知功能障

礙發生補償作用，而使患者對外界環境刺激產

生高度的警覺性，因患者己經無能力分辨外界

刺激是安全或危險，而把每一件事都當成對他

（她）具有危險來看待，而產生躲避或攻擊行

為之妄想狀態 [22]。

常見的妄想包括被偷妄想、嫉妒妄想、被

害妄想，茲分述如后：

a.被偷妄想︰這是失智症患者最常出現的

妄想，國外的報告約在 13-28%間 [23-26]。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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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研究發現約有 55.6%在其病程中曾出現被偷

妄想，而有 1/3的病患在發病一年內出現這種

妄想。具有被偷妄想的患者大多數是懷疑主要

照顧者偷他（她）東西，但可隨照顧者轉換而

改變懷疑對象。懷疑被偷的東西最常見的是錢

財及其相關的證件如存摺、印鑑、房地契等，

因而引起病患焦慮害怕而收藏這些東西，但由

於記憶力差，收藏的地方又找不到，則更加懷

疑他人偷拿而形成堅定不移的妄想 [27]。國外

的研究指出，失智症退化到重度時，被偷妄想

的頻率反而漸漸減少，雖然提起被偷之事也無

太大的情緒及行為反應；到了失智症重度的末

期，被偷妄想幾乎是消失了。這現象可能由於

當失智退化之病程進行到影響患者之語言功能

時，患者己無法表達其妄症內容之故 [26]。這

也和國內的研究相似，即當追蹤有被偷妄想的

個案到重度後期時，家人描述個案還是有被偷

妄想，只是想起被偷的東西時，用手指著“偷

竊者”口中只發出“嗯嗯”聲而己 [27]。因被

偷妄想在失智症早期就會出現，故當一位認知

功能還不算太差的老年來就診時，就必需主動

詢問家屬是否有被偷妄想的存在，如家屬告之

確定有時，則要小心評估可能是早期失智症的

個案，必需要做謹慎的鑑別診斷及持續的追蹤

診查。

b. 被害妄想︰國內在 1999年的研究報告

指出，被害妄想在失智症之發生率為 26.9%，

並常合併有其他妄想、幻覺及攻擊行為。病患

所採用的反應最常見的是身體攻擊行為佔了將

近 40%的個案，其次是防禦行為佔 17.8%、拒

吃包括食物及藥佔 15.6% [28]。

c. 嫉妒妄想︰在國外報告約 4.2%之失智

症個案 [29]。國內報告約佔 15.8%，失智症之

嫉妒妄想和功能性精神病之嫉妒妄想有些不

同，前者不只是懷疑配偶和他人有染，且有時

出現亂倫之妄想，此外有時連己死去的配偶也

認為現在還在外遇中，這些幾乎都不在功能性

精神病之嫉妒妄想中出現 [30]。

妄想較常發生於 AD早期至中期失智症之

個案，通常失智症病況嚴重者反而無妄想產

生，主要是妄想的形成需要某種正常程度的認

知功能 [31]。在國內研究發現，被偷妄想、被

害妄想、嫉妒妄想常常隨伴在一起出現，即當

一位老年人在老年期第一次出現有上述妄想，

且認知功能大致正常時，失智症應列為鑑別診

斷疾病之一，且要非常小心的追蹤評估，是否

可能是一個失智症的個案 [27-29,32]。

3. 錯認症狀

Burns等人[25]把錯認症狀分類為：

1. 錯認不存在的人在房子裡；

2. 錯認現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

3. 錯認親人配偶是別人或偽裝者；

4. 錯認為電視上的事件是真實；

5. 錯認鏡中的自己的影像是別人。

Burns 等人認為錯認症狀是一組特別的症

狀，包括知覺及思考障礙，無法單純以妄想、

幻覺等症狀定義加以認定，故把它獨立於妄想

及幻覺之外 [25]。錯認發生的比例在 30-55%之

間 [25,33]。以「錯認有他人在自己房子」最常

見 [24,33]。在國內的研究中，發現有 35.9%的

失智症住院病患出現錯認症狀，而以錯認不存

在的人在房裡及錯認現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

家最多 [34]。另在國內最近對錯認不存在的人

在房裡的研究中，發現此症狀在失智症之中重

度最常見，常合併幻覺、漫遊、迷路等症狀；

但較少合併妄想症狀及攻擊行為 [35]。

4. 幻覺

在國外的報告顯示阿氏患者有 7-49%出現

幻覺，其中以視幻覺最為常見，其次為聽幻

覺，其他觸幻覺、嗅幻覺、味幻覺等則較少見

[31,36]。另有研究顯示，病程極速惡化的個案

較易出現幻覺，而妄想通常早發於幻覺，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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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伴隨視、聽覺障礙者，亦較易產生幻覺

[36]。在國內的研究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一

(34.7%)的失智症病患在其病程中出現幻覺，

而視、聽幻覺之頻率並無多大差別 (26.3% vs

19.2%) [32]。一般來說，失智症之視幻覺多半

是看見較溫馨的景象如鳥在飛、牛羊在吃草

等；或聽到死去的親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等，不

像是譫妄症的病患出現較多恐怖的景象如可怕

的動物或妖魔鬼怪等。

5. 行為障礙

除了精神病症狀外，失智症患者也可能產

生行為障礙，某些行為問題甚至比精神病症狀

更困擾照顧者，加重照顧者之負擔，且是直接

送病患到長期療養院的禍首 [37,38]。大約 80%

的失智症患者具有一種以上之行為障礙，且隨

著失智症之病程愈嚴重，其出現行為障礙之數

量也愈多 [39,40]。因為行為障礙種類繁多，各

個研究報告採用的項目及定義也不儘相同，故

很難做一比較性的探討，大致上曾被文獻上引

用過的行為障礙包括激躁行為、攻擊行為、漫

遊、飲食改變、睡眠障礙、失禁行為、貪食行

為、重覆行為、怪異行為、暴力行為、個人衛

生變差行為、不恰當的性行為等 [23,25,40]。在

國內的研究中約佔 70.7%，並挑出八種臨床上

出現頻率較多，且為家屬主要送醫的行為障礙

作為研究項目，它們是重覆現象（包括重覆行

為及重覆言語）、睡眠障礙、攻擊行為、漫

遊、迷路、貪食行為、病態收集行為、不恰當

的性行為 [41,42]。

分述如后：

a. 攻擊行為：在國外研究佔 20-30%之個

案 [25,31]。在國內的研究中大約佔 54.7%，且

發現失智症患者的攻擊行為常出現在年紀大及

晚發型的病患且多半為被動性，經常在家屬或

照顧者制止患者某些不適當的意圖或行為時才

出現，故攻擊行為常伴隨其他精神行為症狀如

漫遊、錯認、貪食等。在臨床上我們常發現家

屬要限制患者飲食過量之貪食行為時；或制止

患者因錯認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而執意要

外出被家人制止時；或家人要協助己認不清親

人患者之個人清潔衛生時；或患者聽到有人叫

他名字而欲外出，如被家人阻止時；則以上的

情形都會發生攻擊行為 [41,43]。

b.睡眠障礙：在國外的報告大約佔於 42%

之個案 [23]，在國內的研究中佔 61.3% [41]。

因腦功能退化，影響到日夜節律，使患者之體

溫和活動性不像正常老年人一樣，在傍晚同步

的降低，以致影響到晚上的睡眠，嚴重者甚至

日夜顛倒 [44]，是家屬帶病患就醫住院的原因

之一，也是送老人安養院原因之一。夜間睡眠

障礙常隨伴出現漫遊、迷路、攻擊行為，使照

顧者精神及體力遭到極度的負擔與損害。

c.迷路：多半在失智中後期出現較多，此

時患者認知功能己經退化到對家中地址、電話

號碼、以及尋求路人、警察幫助之能力漸漸喪

失，家人沒有事先察覺到而預先防備，因而迷

路，一旦迷路，患者病情會突然惡化，變得突

然不認識家人及大小便失禁。在國內的研究中

佔 70.7% [41]。

d.重覆現象：包括重覆行為及重覆言語，

在國內的研究中佔 62.7% [41]。在臨床研究中

重覆現象在失智症早期就己經出現，剛開始只

出現重覆言語，也許是好幾天會問相同的問

題，有時偶爾會重覆說過的話，到失智中期重

覆的頻率增加，往往前一分鐘己經告訴或回答

患者，但轉個身又問相同的問題，特別是要出

門到某一地方去；或某人要到家中來，如事先

幾天前告知病患，則這種重覆言語會使得家人

煩不勝煩。重覆行為大約從失智中期出現較

多，如重覆買相同的東西；重覆要求吃飯；重

覆領退休俸；重覆做一些無目的行為如重覆翻

箱倒櫃，搬來搬去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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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漫遊：在國外的報告佔 18%之個案

[25]，在國內的研究佔 45.3% [41]。漫遊也是照

顧者之一大負擔，在國內研究失智症合併漫遊

行為中，發現漫遊常隨伴有錯認、迷路、幻

聽、攻擊行為等精神症狀。因患者聽到死去的

親人呼叫其名字，而漫遊外出，如家屬阻止則

發生攻擊行為；如不注意走出門則迷路。另當

患者出現錯認現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時，

出現時常打包行李企圖要出門尋找自己的家，

也會伴隨漫遊及迷路，如家人阻止則引起攻擊

行為 [46]。

f.飲食改變：在國外報告佔 5-26%之個案

[25]，在國內的研究佔 36.0% [41]，且發現飲食

改變包括有貪食、口味改變、只吃飯不夾菜、

吃飯需提醒、不會準備碗筷、不會點菜、將非

食物的東西放入口中、把吃剩的餘殘渣和未吃

的菜混合一起等，內容太多不能單一代表飲食

問題，其中以貪食行為 (hyperphagia)最常

見，以其為代表。這種貪食行為在失智症中期

較常見，常合併有病態收集食物的情形，家屬

常抱怨病患好像不會有吃飽的感覺，吃完了看

到桌上有食物又拿來吃；看見家人在吃又要求

吃，如家人阻止則可能出現攻擊行為 [41]。失

智症患者飲食改變可能跟記憶變差，忘了已吃

過東西有關；也可能因腦部退化，下視丘飲食

中樞失調所致。

g. 病態收集 (hoarding)：在國外報告大約

有 2%會出現此行為 [47]，國內的研究佔

27.5%，收集的項目不一而足，可能和失智的

嚴重度有關，在臨床研究發現當輕度時，收集

的物品還有些價值如雨傘、衛生紙、新鮮的食

物等，到嚴重度增加其判斷力更變壞時，則一

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如腐敗的食物、垃圾、廢

紙等為主要收集的項目，常造成家人的困擾

[48]。

h.不適當性行為：在國外的報告出現於

7-18%之個案 [25,49]，在國內的研究佔 15.0%

[50]。一般而言，VaD多於AD，但無統計學上

的意義 [10]，這些包括性暴露、公眾場合自

慰、不恰當性接觸、性需求增加等。一些學者

認為這症狀是由大腦退化影響額葉之皮質抑制

作用被壓制之故，或是兩側顳葉之功能退化而

隨伴出現在 Kluver-Bucy症候群中一種症狀而

己 [51]。

以上 8項行為障礙，而其中前 4項的行為

障礙（攻擊行為、睡眠障礙、迷路、重覆現

象）佔了所有住院失智症病患一半以上，而是

家屬送醫住院最主要的原因 [32]。

6.日落症候群 (Sundowning or Sundown syn-

drome)：

最近有些學者把日落症候群當做另一種

BPSD，他們定義此症狀為在下午到黃昏，大

約從 3 pm 到 11 pm 出現的精神混亂及激躁行

為都稱之謂日落症候群。有些學者更把夜間的

睡眠障礙也算在內，形成從下午到整夜的精神

行為異常現象。Volicer等人 (2001)認為日落症

候群可能和日夜節律的破壞有關係，他們指出

日夜節律的調節中樞是在上視交叉核 (supra-

chiasmatic nucleus)，而失智症腦部退化可造

成上視交叉核的病變，而導至日夜節律的破

壞，形成夜間體溫振幅較低而體內活力增加的

不同步調情況（體溫極高曲線通常比正常延

後），而造成日落症候群 [44]。

不同類型失智症 BPSD 的比較

對於 AD之 BPSD和 VaD失智症有何不同

呢？，在國內的研究發現兩者在妄想、幻覺、

錯認及各種不同之行為障礙方面都沒有差異性

(P<0.05)，但我們住院 AD 患者其平均失智嚴

重度要比VaD患者來的嚴重 (P<0.05)，這表示

VaD失智症之病患在其認知功能不很嚴重時，

就能和 AD認知功能在嚴重時出現相同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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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行為症狀 [20]。另一種比 AD及 VaD更易

發生精神行為症狀的類型是路易氏體失智症

（Dementia with Lewy body，簡稱 DLB），

Ballard曾比較 AD、VaD、及DLB三種失智症

之精神病症狀，發現 DLB 比其他兩組更易出

現精神病症狀（DLB:90% Vs AD 及 VaD:

65-70%）[8]，其中視幻覺為最主要的症狀，且

是 DLB 最主要診斷的項目之一，典型的視幻

覺是看見成人、小孩及動物，另有些抱怨看到

火、煙等景象。除了視幻覺外，在聽幻覺、錯

認症狀、憂鬱症狀及動眼睡眠期行為障礙(REM

sleep behavioral disorder)方面，DLB 都要比

AD來得常見 [52]。但在我們的研究個案中DLB

並不常見，是否先有巴金森氐症狀而被帶至神

經科就診有關就不得而知，這需要進一步做探

討。近年來研究顯示，DLB 之預後並不比 AD

差，而推翻以前的觀念，值得吾人重視，但這

問題需要更長時間的追蹤及探討才行 [53]。

BPSD之原因

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其原因：

1.神經生物層面：失智症主要由於不正常

的蛋白質代謝 (proteinpathies)，如類澱粉

(beta-amyloid)、tau蛋白及 alpha-synuclein蛋

白等堆積，造成腦部額葉及前顳區神經細胞受

損，形成乙醯膽鹼素、乙狀腎上腺素、血清素

及多巴胺等神經傳遞物質缺乏而發生 BPSD

[54-58]，主要影響額葉-下皮質及邊緣系統兩個

神經迴圈之故 [59]。

2.心理層面：失智症能完全改變或加重病

患之病前性格，而形成 BPSD。當然對一些社

會心理壓力之反應，也能產生 BPSD。

3.社會層面：環境改變特別是搬家或改變

居住地方，譬如兒女為了就近照顧年邁失智的

父母，而接其北上一同居住，結果出現嚴重困

擾的 BPSD，故環境改變特別要注意會引發

BPSD。另外在病患和其主要照顧家人之病前

人際關係也是 BPSD發生的原因之一，如關係

不佳則病患易出現 BPSD；有時主要照顧者本

身情緒的困擾，也會加重 BPSD之發生。

BPSD 之評估

當一位疑似失智症的病患被家人帶來就醫

時，首先要評估其認知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

如確定為失智症患者，則必需要評估患者有那

些是 BPSD（多半是家人抱怨病患不適當的精

神行為症狀）；然後再收集這些 BPSD相關的

資料，如在何時、何地、和什麼人在一起及為

了什麼事較易發生 BPSD；然後再找出引起

BPSD 之誘發因子為何；必需要鑑別 BPSD 是

由失智症本身引起的，還是由其他可治療的疾

病如譫妄症所引起的；再要評估 BPSD之嚴重

度及廣範度；再進一步評估那些 BPSD需要藥

物治療，那些需要非藥物治療或需要兩者聯合

治療；最後再評估 BPSD對病患日常生活功能

及其家庭造成有多大衝擊的影響。

目前常用來評估BPSD之工具為BEHAVE-

AD (Behavioral Pathology in Alzheimer's Dis-

ease Rating Scale)及 NPI (Neuropsychiatric in-

ventory)。前者是Reisberg在 1987年設計出一

種用來評估 BPSD量表，這量表主要用於檢測

AD患者常見之BPSD，也可檢測出經常困擾主

要照顧者的BPSD。它包括有 7個大類別及 24

個小項目：A.妄想意念（包括妄想有人在偷東

西、妄想患者的房子不是他的家、妄想其配偶

或照顧者是假冒的、妄想被遺棄、妄想配偶有

外遇、不包括以上的懷疑、不包括以上的妄

想）。B.幻覺（包括視、聽、嗅、觸及其它幻

覺）。C.活動障礙（漫遊、無目地的動作、不

合適行為）。D.暴力傾向（言語攻擊、身體威

脅或攻擊、以上除外的激躁行為）。E.日夜節

律障礙（日夜顛倒）。F.情感障礙（流淚、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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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心境）。G.焦慮和恐慌（對即將發生事情的

焦慮、其它焦慮、害怕單獨留下、其它恐慌）

[23]。BEHAVE-AD在臨床上己經被用於失智症

行為障礙及藥物試驗之前瞻性研究。最近 BE-

HAVE-AD 中文版的效度研究己被證實，中文

版對 BPSD 是一個有效的評估工具 [60]。NPI

是 Cummings 在 1994 年設計出另一種評估

BPSD 之量表，目前也廣泛被採用於 BPSD 之

研究報告中，它包括了 10 個精神行為症狀項

目：即妄想、幻覺、激躁/攻擊、憂鬱、焦慮、

欣快、冷漠、失控行為、發怒生氣、無目的漫

遊活動等。每個項目之評估分為嚴重度（1=輕

度， 2=中度，3=重度）及出現頻率（1=偶

爾，每星期少於一次；2=時常，每星期一次；

3=經常，每星期好幾次，但不是每天都有；4=

常常，每天都有）是從熟悉病患的照顧者獲

得。NPI在 BPSD評量研究中，已證實有較佳

的效度及信度 [61]。

BPSD之診斷及鑑別診斷

關於 AD及相關的失智症之精神病的診斷

標準，近年來已被發展出來 [62]，而 AD合併

憂鬱症之診斷標準，最近也被人提出 [63]，相

信不久將來在臨床及研究上，對 BPSD之診斷

能有一致的共識。

在 BPSD之鑑別診斷方面，主要和身體問

題所造成之精神行為症狀做鑑別診斷；失智症

患者有許多慢性身體疾病，再加上自我照顧

差，個人衛生及營養不注重，易於引起一些精

神行為症狀如譫妄、激躁、不安、焦慮等。因

失智症本身腦部功能本來就差，如有任何身體

之不適如小感冒或感染、飲食不正常帶來之電

解質不平衡、脫水及營養不良、再加上服用多

種不同的藥物，都可使患者併發譫妄症，這是

一種急性精神混亂狀態，對患者及其照顧者以

致整個家庭都會造成極大的困擾及緊張關係。

另外一些身體上的小毛病或不舒服，如便秘、

大小便失禁、跌跤、感染、身體疼痛、癢、穿

戴不舒適的衣服、助聽器、尿布等，雖然只是

小問題，但也會造成失智患者激躁不安、不停

呻吟或叫喊、來回不停走動、亂闖房間、夜晚

不睡等行為，常造成家屬照顧者巨大的負擔，

尤其是在中、重度失智症患者，因出現語言出

現障礙，而無法表達及有效溝通他們的不舒

服，而易造成上述情形，故當失智症語言功能

漸漸喪失時，這些精神行為症狀可能是患者表

達溝通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把這些身體上的小

問題解決後，患者的精神行為症狀也很快得到

改善甚至消失，大大減少家屬照顧者的負擔，

增進病患及家屬之生活品質。

BPSD 之治療

對於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症狀之治療及處

理，老年精神科醫師在這方面就比其他科醫師

擔任較重要的角色 [24]，特別是短期在老年精

神科住院，施予詳盡的內、外科及神經內科的

評估，正確的精神狀態檢查找出主要困擾家屬

的 BPSD，評估藥物中毒的可能性，精神藥物

之測試等重要處理步驟，才能達到最佳的治療

效果 [64]。一般來說 BPSD之治療可分為非藥

物及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通常是用在第一

線，主要用於輕度之 BPSD個案，如中到重度

的 BPSD則需要合併藥物治療 [32,42]。在非藥

物治療方面，主要是對家屬及其主要照顧者實

施家族治療，可用以下的原則來進行 [65,66]：

1.幫忙家屬及主要照顧者去接受失智症診斷，

並幫助其應對現實上之限制。2.提供一個熟悉

而穩定的環境。3.維持一個很固定且有結構性

的日常生活作息。4.加強認知訓練，儘量鼓勵

病患發揮其尚未退化的正面功能。4.矯正視、

聽力。5.給予適應有效的應付策略，教育及訓

練主要照者之照顧技巧（讓家屬知道何時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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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病患合作，何時要退讓），如不要直接和患

者對質、指正、批評或衝突；給與適度的自主

性；儘量簡單化、單純化；多重指示，並引導

示範；良好行為之增強；縮小其選擇的範圍；

適度的刺激；持續熟悉的技巧；避免引起病患

焦慮之情形以降低重覆行為；分散注意力等以

促進照顧品質。6.當患者依賴增加時，要指導

主要照顧之家屬，接受角色之改變。7.當疾病

變嚴重時，應幫忙主要照顧者去應對傷慟過

程，及介於病患安全之限制和允許其自主性之

間衝突的倫理問題。8.要關心注意主要照顧者

的身心健康情況，增加其自我操控的時間

[67]。9.對於日落症候群合併日夜顛倒，則可以

用光線治療，早、晚各一次，症狀可獲得改善

[44]。

在藥物治療方面，必需要遵守以下的一般

原則：1)當 BPSD具有危險性及對生命有威脅

性時，就必需要儘早積極性治療。2)要儘量選

擇副作用較少及具有最低有效劑量的藥物。3)

因為失智症患者常伴隨有許多內、外科的疾病

及其治療用藥，故在選用精神藥物時，必須注

意藥物間之相互作用。4)在用藥期間，必須要

隨時監視 BPSD之反應情形，如 BPSD已被控

制，則儘可能減低劑量以至慢慢停藥 [42]。

在精神藥物選擇方面，則以抗精神病劑為

主，其他非抗精神病劑為輔：

抗精神病劑：抗精神病劑治療 BPSD之目

標為改善在照顧上負荷最重的精神行為症狀，

而不影響失智症患者的認知功能，日常生活功

能及生活品質。但不幸地傳統或典型抗精神病

劑，對老年人會產生許多副作用如錐體外路症

狀、遲發性運動不能、神經惡性症候群、過度

鎮靜、走路不穩跌跤及骨折、抗乙醯膽鹼副作

用、心臟血管副作用等。特別是已有人報告，

典型抗精神病劑可加重失智症之認知功能衰退

現象 [68]。另外一些研究顯示傳統抗精神病

劑，對於失智症之 BPSD 都呈中等程度的療

效，他們認為沒有任何一種藥物比其他藥物更

有效；且對AD及VaD之藥效反應均無差別；

對情緒不穩、激躁不安、仇視、幻覺、不合

作、疑心、睡眠障礙、攻擊行為等症狀療效較

佳 [9,69]。但一些研究認為失智症之其他症狀

如漫遊、退縮、冷漠、及不恰當性行為等並無

改善 [70,71]。但根據國內所作的失智症漫遊行

為之研究顯示，如漫遊行為是由聽幻覺所引

起，則可用精神藥物消除其幻聽而達到治療漫

遊行為之效果，此研究結果打破以往學者認為

漫遊僅是認知功能變差引起，而治療效果差之

觀念 [46]。雖然如此，從以上的資料顯示傳統

抗精神病劑，並不適合老年失智症患者。由於

近年來一些非典型之抗精神病劑問世，如 ris-

peridone、olanzapine、quetiapine、zipra-

sidone 及 aripiprazole 等，使得失智症之精神

行為症狀治療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和傳統抗精

神病劑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的藥理作用方

面同時具有影響多巴胺及血清素系統之雙重效

果，以致選擇較多作用於mesolimbic接受器，

反而較少作用於nigrostratal接受器，如此比傳

統抗精神病劑較無錐體外路徑（簡稱 EPS）副

作用，這在老年人非常重要，因老年人受年齡

老化之影響，使得其對藥物之藥物動力學及藥

理學發生變化，而導致對EPS特別敏感；其次

EPS又會使患者不舒服而停藥，造成治療中斷

(non-compliance)；而一些解除 EPS 副作用的

藥又具有抗乙醯膽鹼作用，因而更加重失智症

之認知障礙；也會加重失智症患者原先已有障

礙的日常生活功能；而EPS帶來的運動障礙也

可能導致老年人跌跤造成骨折；EPS之出現是

造成遲發性運動不能最危險因素 [72-74]。

目前非典型抗精神病劑，除了ziprasidone

及 aripiprazole 還未有用於 BPSD 的研究報告

外，其他非典型抗精神病劑在失智症患者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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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研究報告。

Risperidone：

目前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應用到失智症

的研究，以 risperidone 佔最多。Katz 等人以

625位失智症病患（AD佔 70%，VaD佔 15%，

混合型佔12%），利用risperidone每天0.5mg，

1 mg及 2 mg和安慰劑四組做隨機雙盲臨床試

驗，結果顯示每天 1 mg 可以達到很好的治療

效果且無 EPS 副作用，如每天 2 mg 以上則有

EPS 出現，常見的副作用有 EPS、嗜睡、週邊

輕度的水腫 [75]。國內的研究從 1998到 1999

年總共收集 110位老年精神住院病患（其中失

智症病患有 24 位），以開放前瞻性方式，做

四星期 risperidone 的研究，失智症患者平均

每天的有效劑量為 1.3 mg可達到治療效果，主

要的副作用是雙腳無力導致夜間如廁來不及而

尿濕褲子（佔 36.4%）；其次是下肢水腫（佔

16.4%）[76]。

Olanzapine：

Street 等人收集了 206位失智症隨伴有精

神行為症狀的病患，以 olanzapine 5 mg/d、

10 mg/d、15 mg/d及安慰劑四組做六星期雙盲

比較研究，用 NPI/NH (NeuroPsychiatric In-

ventory-Nurse Home)做療效評估工具，結果

顯示低劑量的 olanzapine(5 mg/d 及 10 mg/d)

比安慰劑具有意義的改善療效。最常見的副作

用是嗜睡及步態不穩。而在六個星期的治療過

程中，olanzapine和安慰劑相比，並未出現體

重增加、未有認知障礙、也沒有增加EPS及中

樞抗乙醯膽鹼副作用現象發生 [77]。在國內的

研究於 1999-2001年，總共收集了 101位住院

老年精神病患（其中失智症病患有 21 位），

作四週前瞻開放性之olanzapine療效及安全性

研究，結果顯示失智症患者有效的平均劑量為

7.0mg/d，常見的副作用有體重增加 (73.3%)、

嗜睡(16.7%)、頭暈(16.7%)、雙腿無力(11.9%)

等 [78]。

最近有學者以 olanzapine 及 risperidone

對 BPSD做雙盲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兩者以低

劑量及每天一次的給藥 (olanzapine:6.65 mg/d;

risperidone:1.47 mg/d)，對失智症之 BPSD 療

效及安全性都相當，主要的副作用為嗜睡及跌

跤 [79]。

Quetiapine：

有學者在 1999年首先以 quetiapine 用於

151 位老年精神病患包括失智症提出研究報

告，共 12 個星期做開放式臨床藥物試驗，結

果顯示平均有效劑量是 100mg/d (range 13-400

mg/d)，有 52%的病患出現有意義的臨床改善

（以減少基本線 BPRS 之 20%得分為改善定

義），主要副作用包括嗜睡(32%)，頭暈

(14%)，低血壓(12%)，而 EPS 只有 6%，體重

平均也只有少許增加(0.78 公斤) [80]。在國內

的研究於 2001-2003年，總共收集了 100位住

院老年精神病患（包括 45 位失智症），作四

週前瞻開放性之 quetiapine 療效及安全性研

究，結果顯示失智症患者有效的平均劑量為

200mg/d，84.6%的病患有臨床意義的改善，

常見的副作用有嗜睡(30%)、雙腿無力(28%)、

頭暈 (27%)，而EPS副作用只有 7%。研究結果

顯示quetiapine在臨床上，對老年失智症是一

有效且安全的藥物 [81]。治療 DLB之 BPSD，

在臨床上是更具挑戰性，因此類病患對抗精神

病劑非常敏感，很易發生所謂的 neuroleptic

sensitivity syndrome，而非典型抗精神病劑較

少有這方面的副作用，其中又以 clozapine 及

quetiapine被建議應為DLB患者的第一線用藥

[82]。由於clozapine可能有粒性白血球缺乏症

之副作用，發生於老年人又比年輕人更有致命

的危險性，再加上常常要抽血檢查白血球數目

的麻煩，故有人建議quetiapine又比clozapine

在治療 DLB之 BPSD方面更佳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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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幾篇大型的研究報告，指出 ris-

peridone及 olanzapine在治療BPSD時，會增

加 腦 血 管 病 變（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簡稱CVAEs）之危險性，估計有 1-2%

的機率引起嚴重的CVAEs [84,85]，不過有學者

認為這些引起嚴重CVAEs的患者，大部份是血

管性及混合性失智症患者，且全部都有高血

壓，糖尿病等引起腦中風的危險因子，而這兩

類抗精神病劑用於非失智症之老年精神病患，

到目前為止也無增加 CVAEs之研究報告 [86]，

雖然如此，學者還是建議如有血管因子，像高

血壓，糖尿病，心房震顫，有腦中風病史及目

前有抽煙的失智症患者，最好小心使用這兩類

藥，如要治療急性的 BPSD時，也應儘量短期

使用為原則 [87]。

其他非抗精神病藥物在 BPSD治療上的選

擇有乙醯膽鹼脢抑制劑（cholinesterase inhibi-

tors，簡稱 ChEI），抗憂鬱藥物及 Benzodia-

pines類抗焦慮葯物：

乙醯膽鹼脢抑制劑：

研究顯示 ChEI 不僅對 AD 之認知功能有

改善的效果，且證明它們具有精神藥理作用，

在減輕 AD病患之精神行為症狀方面也扮演著

重要地位。其理論基礎是基於乙醯膽鹼系統路

徑起源於基底前腦核，其一部份分佈於大腦皮

質是和認知功能有關，而另一部份分佈於邊緣

系統，則和情緒反應有關，因而基底前腦核就

成為大腦皮質及邊緣系統兩者之分界面，故

ChEI可經由乙醯膽鹼路徑加上大腦皮質及邊緣

系統之結構相連關係，達到控制精神行為症狀

的效果 [88]。ChEI在改善 AD之精神行為症狀

方面，因各有其不同之精神藥理功效，治療效

果也不一樣，不過對視幻覺及冷漠的情緒都具

有共同之改善效果。故 ChEI 對經常具有視幻

覺 DLB 之精神行為症狀之控制，治療效果就

非常好 [89,90]。另外 ChEI也可增強 AD病患

之注意力、語言能力及視力空間技巧之能力，

如此可改善病患和家人間之互動關係。雖然

ChEI可增進AD病患之認知功能，特別是中度

AD（MMSE介於 10-20之間效果最佳）但有些

精神行為症狀並不跟隨認知功能改善而減輕或

消失，這就需要一些非典型之抗精神病藥物來

進一步治療，這些藥物對 AD病患在療效、安

全性及耐藥性方面，都有較佳之研究結果

[75-79,81]。

抗憂鬱藥物：

目前治療失智症合併憂鬱症是以 SSRIs為

第一線藥物，特別在失智症早期或輕度失智較

有效，如憂鬱症狀隨伴有強烈的焦慮，則最好

選用較鎮靜作用之 SSRIs為優先治療藥物；如

憂鬱症狀隨伴有明顯的退縮及精神運動遲緩現

象，則以 SNRI 為最先考慮葯物；如憂鬱症狀

隨伴有食慾不振，則以 NaSSA 為主要治療藥

物。

抗焦慮葯物：

以 benzodiazepines (BZD)為主要治療藥

物，通常用於失智症病患出現焦慮狀態、睡眠

障礙、預知一些較易引起焦慮的場合之事前用

藥。最好選用半衰期短且無活性代謝產物的

BZD，為最先之治療藥物，治療時間愈短愈

好，以避免嗜睡、認知功能障礙、步態不穩跌

跤等副作用。

以證據醫學為基礎之 BPSD 的藥物治療：

近來一些學者提倡以證據醫學為基礎的失

智症治療 [91]，治療的證據層次分為標準(stan-

dard)、原則 (guideline)、建議 (option)。分述

如后：

1. 抗精神病藥物應當在環境治療處理

BPSD 失敗後，用於失智症病患的躁動行為及

精神病症狀。（標準層次）

2.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比傳統抗精神病藥

物，有較佳的耐受性。（原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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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憂鬱劑如選擇性三環劑、MAO-B 抑

制劑及 SSRIs應用於治療失智症合併憂鬱症的

病患，並以其副作用大小，作為選擇藥物的指

南。（原則層次)

結 論

BPSD 不論在國外或國內的報告，都佔有

很高的比率，且對病患家屬及照顧者之照顧負

荷，產生巨大的影響，故對於精神醫療工作同

仁而言，認識及處理 BPSD 是當前重要的課

題。此外有些 BPSD如被偷妄想及重覆行為在

認知功能障礙還是輕度，不被家屬注意到時，

就已經困擾家人而帶來就醫，所以當一位長者

在老年期第一次出現 BPSD，尤其是同時出現

被偷、被害及嫉妒妄想症狀時，失智症應列入

疾病鑑別診斷之一，且要小心追蹤才行。目前

有各種不同的藥物如抗精神病劑、乙醯膽鹼脢

抑制劑等，可用於治療 BPSD，但效果不太理

想，如何發展新而有效的治療藥物或找出兩、

三種理想之合併藥物，是未來研究的方向。對

於 BPSD之腦部影像術及分子生物學之研究，

有助於未來對精神疾病之神經分子病理有進一

步了解，能造福更多的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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