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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方向與腦退化症迷失方向與腦退化症 Disorientation and dementia 

為甚麼這很重要？為甚麼這很重要？

腦退化患者外出時，即使在熟悉的地點，有時也會出現迷失方向的情況。你可能感到
混亂或找不到回家的路，這是因為阿茲海默症或其他種類的腦退化所影響，而導致腦
部出現的變化。

迷失方向在罹患腦退化的任何階段都有機會發生；即使你現在仍未有經歷過迷失方向
的情況，你或許也想深入了解這些症狀，從而及早製定安全策略。 

腦退化的症狀包括喪失記憶或腦退化的症狀包括喪失記憶或

視覺產生變化，這可能使熟悉視覺產生變化，這可能使熟悉

的地方看起來很陌生。的地方看起來很陌生。

以下情況可能令腦退化患者出現混亂或迷失方向：

•   出外散步 – 即使是沿着
熟悉的路徑　

•   駕駛 – 即使是沿着熟悉
的路線　

•   出門到附近辦事，然後迷
失方向

•   在人群中失去方向感

•    身處一個過多噪音或刺
激的地方，例如：商場
或機場

•    選擇行走捷徑，然後不
知道應走哪條路

•   藥物引起的副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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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迷失方向風險的策略降低迷失方向風險的策略

沒有人想到自己會迷路，但假如你與關心你的人商議及訂出一些預防措施，便有助確保你現
在和將來的安全。請參考以下一些由腦退化患者提供的策略，是否對你有幫助。 

「當我和兒子一起散步，我們會沿著相同的路徑，所以行走所用
的時間也相若。這樣的話，即使我自己單獨外出散步，也會沿著
熟悉的路徑，我便容易找到回家的路。如果有一天我外出散步的
時間比平日長，兒子便知道要出來找我了。」

「我很喜歡自己散步，偶然我丈夫會陪伴一起散步。他不會為我
指示方向，他只是陪我一起走，確保我仍然知道要往哪裏去。儘
管我不太喜歡這種方式，但我明白他的擔憂是對的。」 

「我認識了一向散步路徑的鄰居，並把我的病況告訴他們。這樣
的話，如果我感到迷路，我便可向他們問路。如果我看起來很迷
茫，他們就會走過來幫助我。」

「我把家人的電話號碼貼在手機的背面，如果我需要幫助時，
旁人便可以聯絡我的家人。」 

「我會隨身攜帶一本記事薄，記錄方向或汽車停泊的地點。」

「天氣惡劣時，我不會獨自離家外出。因為當我感到太熱或太冷
時，我既不能夠清晰地思考，也不希望因此而迷路。」

向家人和朋友向家人和朋友
尋求幫助尋求幫助

輔助記憶方法輔助記憶方法

保持安全保持安全

請在此列舉你的策略：請在此列舉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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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 Identification 

時刻隨身攜帶某種形式的身份證明是十分重要的；即使你認為自己不會迷路，作出預防總是
個好主意。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請與家人或朋友商議，決定哪種身份證明最適合你。

個人身份證明個人身份證明
•  個人身份證明包括

o   可於藥房或首飾店購買普通的身份證明手鐲，並請珠寶匠在上面

    刻上個人資料

o   放於錢包或口袋裡的個人身份證明卡

o   附帶有身份證明卡的掛繩

•   於製定個人身份證明及決定需要包括那些資料時，請先考慮個人隱私

    和安全。

•   普通的身份證明首飾與緊急熱線服務並沒有聯繫，而首先到達的急救

    人員未必能辨認出來。

製定身份證明製定身份證明
資料夾資料夾

•  身份證明資料夾可以幫助你整理關於你的重要個人資料

•   填寫並打印第五頁的身份證明資料夾

•   把資料夾保存在一個當眼位置，例如：雪櫃門

•   照顧者能在你迷路時向警方提供寶貴資料，以協助搜尋

•   經常檢查並更新身份證明資料夾的資料。例如：如果你的相貌有變化，

    便需要更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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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資料夾身份證明資料夾  Identification kitIdentification kit

你的資料你的資料
Your details 

First name

名字：
Last name

姓氏：
Nickname

暱稱：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Gender

性別：
Language(s) spoken

使用語言：
Cell phone

手提電話：
Home address

住址：

遊蕩紀錄遊蕩紀錄
Wandering history

Have you wandered before?

你是否有遊蕩前科？
Yes

是
No

否
What are your favourite places to visit?

你最喜歡前往的地方：

Where did you used to work?

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Which transit routes have you taken in the past?

你以前曾經乘搭的公共交通路線：

你的近照你的近照
Recent photo

在這裏貼上一張可清晰看到
你的頭和肩的近照。如有需
要請更新照片。

Place a recent, good quality photograph 
clearly showing your head and shoulders 
here. Replace the photo with an updated 
version as needed.

緊急聯絡人資料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Name

姓名：
Relation to you

與你的關係：
Home phone

住宅電話：
Cell phone

手提電話：
Work phone

辦公電話：
Home address

住宅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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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all that apply:

外貌描述外貌描述 醫療資料醫療資料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 locating devices

Do you have access to a vehicle?

Physical Description 

可識別特徵可識別特徵
Identifying features

請選擇所有適用項目：

Hearing aid(s)

助聽器：
Left

左耳
Right

右耳

Visual aid(s)

視力輔助：
Glasses

眼鏡
Contacts

隱形眼鏡

Dentures

假牙：
Upper

上顎
Lower

下顎

Walking aid(s)

助行工具：
Cane

拐杖
Walker

助行架

Wheelchair

輪椅

Other (scars, birthmarks, tattoos)

其他 (疤痕、胎記、紋身)
Location and description:

位置及描述：

Height

身高：
feet

呎
inches

吋
meters

米
centimeters

厘米
Weight

體重：
kgs

公斤
lbs      or

磅  或
Eye colour

眼睛顏色：
Hair colour

頭髮顏色：
Hair style

頭髮款式：

Medical Information 

Ethnicity

族裔：
Complexion

膚色：

Medical condition(s)

醫療狀況：

Allergies

過敏：
Current medication(s)

目前使用藥物：

Doctor’s name

醫生姓名：
Doctor’s phone number

醫生聯絡電話：(         )

個人身份識別及定位裝置個人身份識別及定位裝置

Do you wear a form of identification? Describe what it looks like. Is it a 
bracelet or necklace? What colour is it? with MedicAlert® Safely Home®?

你有否佩戴一些識別物件 ？請描述物件的外形，    例如：手鏈或項鏈？甚麼顏色？ 

Do you have a locating device? Note the type and model and describe 
what it looks like.

你有否佩戴定位裝置的產品？請列出產品的種類和
型號，並描述產品的外形。

你有沒有駕駛汽車？你有沒有駕駛汽車？

License plate number

車牌號碼：
Vehicle colour

車輛顏色：
Vehicle brand and model

車輛品牌及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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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裝置 Locating Devices

市場上有各種不同的定位裝置，亦稱為個人追踪裝置，裝置種類包括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無線電頻率和手機等。這些技術日新月異，卑詩省阿茲海默症協會目前沒有推薦任何種類或品牌
的定位技術。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定位裝置的資訊，請瀏覽 www.alzheimerbc.org、致電 First Link® 

「腦退化中文熱線」1-833-674-5007 查詢、或聯絡你所屬地區的阿茲海默症協會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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