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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張學岺  理事長

在一個像春天的冬日午後，理監事們辛苦

的自全台灣各地集合於松江路的學會辦公室，

細心的討論 2011 年的年會議程及許多學會相

關的瑣事。看著大家專注討論、略顯倦容的神

情，真是要再次感激理監事們常年的、無私的

奉獻。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第 13 周年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 暨第四屆海峽兩岸兒童青少年精

神醫學會議 ) 將於 2011 年 5 月 28 及 29 日 ( 星

期六、日 ) 於台北舉辦；我們已確定要請 Yale

大 學 的 Dr. James Leckman 為 我 們 的 keynote 

speaker。

2011 年 11 月 2 日及 3 日 ( 星期三、四 )，

學會將於高雄舉辦 ADHD forum。已邀請之外

賓為 Dr. Joseph Sergeant 及 Dr. Eric Taylor。參與

之亞洲國家包含中國、韓國、新加坡、香港等

地，精彩可期。雖為配合 WPA 及成人精神醫

學會而不得不於周間舉辦，仍請大家屆時一定

或是停診、或是特休，就是要南下共襄盛舉。

學會的成立，是前輩努力爭取、規劃，經

由許多階段的辛苦接棒，才有今天傲視亞洲各

國的一百多位專科醫師的規模。在學會逐漸成

熟後，我們需要的是扎實的學術地位，才能繼

續領先他國。在此呼籲各位年輕的醫師們，努

力提出論文，提升學會的年會素質及可看性，

各位大可把年會當成邁向世界學術舞台的一個

練習場。

2011 年的第一次繼續教育將於 3 月 20 日

舉辦；講師仍在邀請中，我們會盡快公告詳細

地點及講題的。請大家先空出時間喔。

10 月 29 及 30 日 ( 星 期 六 及 日 )，Dr. 

Sergeant 將於台北舉辦一場自費的 workshop。

題目為：Neuropsychology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Dr. Sergeant 的教學是有名的犀利及

嚴謹，他的學生包含 Dr. Faraone 等大師…難得

他願意為我們舉辦一場 workshop，希望有興

趣的醫師一定要參加。

學會還在進行中的事包含：將陸續發

email 給會員 Ritalin 及 Concerta 合併使用的合法

性的條文 ( 請存下檔案以備不時之需 )、司法

鑑定的相關 consensus 的建立及繼續教育 ( 預

定明年第二場繼續教育為司法及殘障鑑定議

題 )。有鑑於成人精神科醫師偶會出現對兒青

精神醫學的誤解或是陌生，學會未來將長期於

成人精神醫學通訊設立『兒青新知』專欄，協

助成人醫師了解兒青疾病及藥物資訊。

學會是大家的，請大家一定要常常參與我

們的活動，見見老朋友，聽聽新鮮事，學學新

知識喔。

秘 書 處 公 告

一、 本會第十三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暨第四

屆海峽兩岸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議，

訂 於 2011 年 5 月 29 日 ( 星 期 日 ) 假 臺

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舉行，主題為

Creating mind- body mosaic: from laboratory 

to real life。會議最新資訊將公告於學會

網 站（www.tscap.org.tw）； 5 月 28 日

（星期六）下午本學會將邀請 Dr. James 

Leckman 於同地點先舉辦一場會前會，敬

邀會員及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相關領域專

業人員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二、 為鼓勵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相關領

域研究，以提升會員與非會員間之專業學

術交流，本會設立有「保羅楊森博士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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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優秀期刊論文、壁

報論文暨講述論文獎」（限本會會員申

請），及「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學

術研討會論文獎」（本會會員及非本會員

均可申請）。其申請投稿截止日及獎項辦

法，請參考學會相關網站，並歡迎會員及

非會員踴躍投稿！ 

三、 2011 年度第一場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將

於 2011 年 3 月 20 日假台北舉行，其內容

精彩可期，亦請會員及對兒童青少年精神

醫學相關領域有興趣專業人員能踴躍報名

參加，共襄盛舉！

四、 2011 年 10 月 29、30 日 ( 星期六、日 )，

本 會 將 邀 請 Professor  Sergeant 假 台 北

舉 辦 一 場 Neuropsychology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Workshop。相關資訊

將再 e-mail 給所有會員，希望有興趣的會

員踴躍報名參加！

五、 台灣精神醫學會於 2011 年假高雄舉辦

WPA 國際會議，本會同時將於 2011 年

11 月 2、3 日 ( 星 期 三、 四 ) 舉 辦 Asian 

Pacific ADHD Forum，主題為 -New Frontiers 

in ADHD。屆時敬邀所有會員踴躍報名參

加，共襄盛舉！

心 得 報 告

繼續教育演講摘要

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 李晉邦 林家民

第一堂演講是由台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主

講，從法律的觀點來論述少年犯罪的成因及對

策。少年處在黑白兩道的邊緣，白道常是將少

年從邊緣推向黑道的一方。國家以規訓和懲罰

來處理少年的犯錯行為，期使少年回歸正途。

少年具有的自我衝突矛盾、不確定、和不可知

等特性，使得國家以監獄來處理少年犯。然而

很多的少年，需要是再一次的寬容、原諒和接

納。

李教授接著分享自身成長的經驗，在充滿

了叛逆和不服從的歷程中，母親和師長仍待之

以寬容。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立足在寬容的前

提，以輔導來取代監獄，成效是降低了近九成

的 " 少年犯 "。最後強調，少年犯錯之後，需

要有人能張開雙臂，給予寬容和支持。

第二堂課是由警察大學的鄧煌發教授來演

講。根據每年通報的人數以及被查獲的人數來

看，台灣目前少年加入幫派比例並不高。少年

加入幫派有各式不同的原因，幫派提供了少年

一個虛擬的家庭和學校。加入幫派並不等同少

年不好；偏差的行為不等同是長期的慣犯，不

要為偶然犯錯的人貼標籤。幫忙少年脫離幫

派，最有效的是提供支持性的環境並遷居，通

常就有立即性的效果；再來是要提供人際互

動、正向以及復原因素。

第三堂課由賀照緹導演分享「炸寒單」紀

錄片。這是一部關於台東寒單爺習俗的紀錄

片，主要著墨於參與其中的人們的故事。寒單

爺的由來已經不可考。有人說，寒單爺是武財

神，因為生性怕寒，所以人們要以熾熱的「炮

火」為其驅寒，求得武財神的關愛，炮火越烈

武財神越高興；不過，也有人說寒單爺是「流



3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9, No.4, Winter 2010

氓神」，所以要以鞭炮聲震身來顯示他的威風

或寒單爺接受炮轟是以贖平日欺善之罪。影片

中的 3 位主角都是一般人稱的道上兄弟，導演

用客觀不帶批判的方式，用影片完整呈現這些

社會邊緣人的生活，讓我們不僅對他們生命中

的掙扎無奈及其心中的期盼有更多的了解，同

時也可理解這樣的儀式行為對於他們內在贖罪

的文化意涵。

第四堂課主要由陳麗美心理師主講「迷路

的雲」。根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對

於 12-18 歲違反該條例並經法院裁定之未成年

性交易工作者，給與適當之安置、輔導與教

育。可安置機構目前有新竹少年之家及雲林教

養院。另外還有 3 所獨立式中途學校（高雄

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台北縣豐珠國民中小

學、花蓮縣立南平中學）。反對未成年性交最

佳的理由莫過於：若不禁止，相對優勢者的侵

犯問題會加重。不過這仍落入了管制就是解藥

的老窠臼。由政府立法禁止，到底能不能保護

這些人？統計顯示，兒少從事性交易的年齡有

降低的趨勢，這些小朋友的家庭狀況大多為中

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但其中應召和援交的比例

占最多，被脅迫賣淫的比例是很低的。原因多

為朋友引誘，逃家後經濟需求，個人物質需

求。面對如此的情況，或許我們得好好重新省

思我們的社會、環境、和教育是出了什麼問

題？

第 49 屆台灣精神醫學會年會摘要

桃園療養院   李國平醫師 

話說我們有獨立的年會以來，每年台灣精

神醫學會母會的年會，仍有我們兒童青少年精

神醫學的專題討論與壁報發表，此次共有 32

篇壁報發表，僅次於精神藥理學類別，可見各

位先進與同輩不斷追求在學術上的精進。此次

的專題討論主題為「近期兒童精神醫學的心理

社會研究」，由陳映雪醫師與張學 岺醫師主

持，共有四位主講者，雖然是第一天的第一場

次，會場仍有一百位左右的同好熱情參與。

首先由黃玉書醫師分享在早產兒與 ADHD

相關性研究，發現在 ADHD 組中，懷孕周數與

ADHD 整體嚴重度有關，出生體重與注意力不

集中嚴重度有關，同時也分享在綜合醫院與早

產兒團隊合作的辛苦面。因電腦頻繁出錯，主

持人陳映雪醫師臨時調整而增加許多討論時

間，高淑芬醫師提供個案數與研究方法的意

見，宋維村院長則分享鄒國蘇醫師的第一篇早

產兒追蹤研究，皆獲得黃醫師的採納，也讓人

期待這篇與早產議題相關的研究。

接下來由顏正芳醫師發表對青少年焦慮症

與家庭狀況關聯性研究，除了介紹容易被忽略

的青少年焦慮症狀，羅列出可能的影響因子，

尤其受到家中成人（如父母）的焦慮症狀影

響。過程中看到顏醫師不受電腦頻出包的影

響，不疾不徐地介紹各名詞定義與思考方式，

進而在眾多家庭的因子中找到可能的 mediating 

factor，即家庭支持度與自尊，暗示著在處理

與治療的方向。

第三位由江惠綾醫師報告 ADHD 與 Autism

的睡眠問題，即使沒有電腦的幻燈片輔助，江

醫師仍沈穩地報告了大半的內容，著實不容

易。ADHD 除了容易合併睡眠問題或疾患，依

其 subtype 亦有不同類型的睡眠問題，此外，

Autism 的睡眠問題相較一般個案與癲癎癇個案要

多，皆是我們在臨床處理時應注意的。

第四位壓軸的主講者是高淑芬醫師，在

主持人張學 岺 癎醫師要求下，縮短了報告時

間，但是內容一樣精采豐富。高醫師的研

究仍以 ADHD 為主，但跨足到家庭與教養對

預後的探討，特別的是透過 4 個不同組別

來評估，包括一般社區個案、臨床門診個

案、大學新鮮人、入伍軍人等，發現在各

年齡層的組別中，ADHD 皆明顯影響社會功

能、學習成就、精神科診斷，更重要的是找

到 moderating factor 影 響 預 後， 包 括 年 齡、

性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支持度、教養方

式，在臨床上亦可嚐試調整親職與教養方

式協助 ADHD 兒童的適應與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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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文 章

青少年自殺企圖之研究：開放試驗中

自殺事件的預測因子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 吳俊漢醫師 / 劉珣瑛醫師

The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Suicide 
Attempters Study (TASA): Predictors of 
Suicidal Events in an Open Treatment Trial.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48, 10: 987-996, 2009
DAVID A BRENT, et al.

一．前言

青少年自殺為一重要公共衛生議題，過去

雖有大量對再次自殺的危險因子的流行病學調

查，但對憂鬱合併自殺且治療中的個案缺乏相

關研究， 且尚無證實有效，足以降低再次自

殺的介入方式。當前的治療有許多困境：(1)

個案合併多重問題：如合併憂鬱症及其他共

病、家庭問題；(2) 難設計出自殺防治的臨床

試驗；(3) 對個案自殺身亡的疑慮而導致不願

研究。故在 NIMH 主導與 5 家醫學中心的參與

下，進行對 124 名憂鬱合併自殺個案為期 6 個

月的研究，以期能找出再次自殺的危險因子及

可行的自殺防治方式。

二．實驗方法

1. 樣本篩選：受試者為 12 至 18 歲，在過去

90 天內有自殺企圖，並與家長或監護人同

住的青少年。自殺企圖所指為「意圖致死

的自我破壞行為」。其中有 106 例重鬱症、

1 例低落性情感疾患、4 例診斷未明的憂鬱

疾患、13 例合併重鬱症及低落性情感疾患，

並且皆至少有中等程度以上的憂鬱 (CDRS-R

至少 36 分 )，且排除患有物質依賴、躁鬱

症、精神病及發展障礙。

2. 設計：原始設計為 18 名受試者在隨機分派

下接受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藥物合併

心理治療，但因收案不易，故改為讓案主

可自行決定治療方式 ( 計有 104 名個案 ) 或

維持隨機分派 ( 有 4 名個案 )，在所有個案

中，2 名在評估前退去，5 名在治療前退出。

3. 治療：包括 6 個月的心理治療、藥物治療、

或藥物合併心理治療。心理治療使用適合

憂鬱合併自殺青少年的認知行為治療方式；

藥物治療依循 Texas Medication Algorithm

4. 主要指標：使用 suicide severity rating scale

觀察自殺事件。自殺事件意指 (1) 自殺身亡；

或 (2) 自殺企圖；或 (3) 即將發生自殺行為

的預備動作；或 (4) 自殺意念。

5. 評估：接受治療後 6、12、18、24 週進行

評估。評估的項目包括：(1) 過去及單一次

的自殺事件之意圖、致死性、過去次數及

首次自殺年齡；(2) 最嚴重及當下的自殺意

念強度；(3) 診斷；(4) 憂鬱症相關：發病年

齡、病程、發作次數、客觀及自陳憂鬱程度；

(5) 無望感；(6) 焦慮程度；(7) 攻擊傾向；(8)

衝動及情緒化；(9) 邊緣人格特質；(10) 兒虐；

(11) 家庭適應及凝聚

三．結果

1. 自殺事件：在 124 位受試者中，有 24 位發

生在六個月內發生自殺事件，其中 15 位發

生至少再一次自殺企圖。發生自殺事件及

自殺企圖的危險比分別為 0.19 及 0.12，而

至發生自殺事件及自殺企圖的平均日數分

別為 44 及 44.8 日，而在 24 個自殺事件中，

有 10 例是發生在四週以內，另有 1 例是在

6 個月後，並已結束治療後自殺身亡。

2. 地域差異：不論是自殺事件、自殺企圖發

生的比例及時間，皆無明顯地域差異。

3. 人口特質：自殺事件之發生，與年齡、種

族皆無關聯。

4. 過去病史：發生再次自殺事件之個案，有

以下特性 (1) 在受試初的 SSI 分數即較高；(2)

且過去自殺企圖較多；(3) 過去最致命的自

殺方式之危險性較低。其中後兩者可預測

下次自殺企圖。另外，若過去有兩次以上

的自殺企圖及過去最致命的自殺方式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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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性較低，可預測較早出現自殺事件。

5. 與憂鬱症關聯：發生再次自殺事件之個案，

自陳憂鬱(BDI)較嚴重；但與客觀量評(CGAS)

憂鬱程度、憂鬱病程長短、失眠、易怒等

項皆無關。

6. 與共病的關聯：與共病數目多寡無關。

7. 心理特質：發生再次自殺事件之個案有較

高之自陳無望感、邊緣人格特質、焦慮程

度 (MASC)，但與自評攻擊性、衝動及情緒

化程度無關。

8. 家庭環境因素：其家族排行並不影響自殺

事件之發生。而性虐待則會有較高危險並

會較早出現自殺事件、身體虐待則會有較

高危險並會較早出現自殺企圖。家庭適應

及凝聚則是保護因子。

9. 療程進展：在治療期間，發生自殺事件者

其自殺意念下降程度較緩，發生自殺企圖

者其功能改進較緩。

10. 預測發生自殺事件之因子：高收入、白種

人、過去自殺企圖次數、自陳性虐待史皆

為較早出現自殺事件之預測因子；過去最

致命的自殺方式之危險性較低、較高的家

庭凝聚則是保護因子。

11. 治療方式與結果：93 名個案接受藥物合併

心理治療、14 名接受藥物治療、17 名接受

認知行為治療。合併治療者其自殺事件比

例較高，但本群受試者在受試前 6 個月本

就已接受較密集之會談、有較嚴重之自評

憂鬱程度、無望感、過去自殺企圖較多及

較常住院。

四．討論

在此一企圖自殺之青少年合併憂鬱之開放

試驗中，可預測自殺事件之臨床因子為：較高

之自殺意念及自陳憂鬱心情、受虐史、過去有

兩次以上的自殺企圖、較低危險性之自殺方

式、家庭凝聚較差、療程間自殺意念下降較

緩。療程六個月內發生自殺事件及自殺企圖的

危險比分別為 0.19( 最危險自殺風險且接受合

併治療組發生自殺企圖危險比為 0.236) 及 0.12

而至發生之平均日數約 6 週，其中約 40% 發

生在療程開始 4 週內。在本研究中，受試者多

為臨床中的困難族群，且個案皆接受相對標準

及近似的治療，故與一般縱向研究更貼近臨床

實務。過去另一篇對住院青少年追蹤 6 個月的

研究顯示，發生顯著自殺意念及自殺企圖的危

險比分別為 0.27 及 0.17；另有一篇對因自殺

企圖或情感疾患而住院之病人追蹤 6 個月及

1 年的研究顯示，其自殺企圖的危險比分別為

0.2 及 0.3。本研究與先述兩項研究有近似之

處。

而在 24 個自殺事件中，有 10 例是發生

在四週以內一事中，可發現多數自殺事件是發

生在治療療效顯現前，故早期積極介入、制定

保障安全的措施、及維繫治療關係是相當重要

的。

做為預測自殺事件之臨床因子，較高之自

殺意念及自陳憂鬱心情、無望感、過去有多次

以上的自殺企圖等項與其他研究一致，但並未

發現到自殺與破壞行為的關聯，此外，自陳憂

鬱心情比客觀量評憂鬱程度更能做為一預測因

子，可能正代表此類患者較差的痛苦耐受力及

不佳的情緒調節。另外，受虐史與反覆自殺行

為的關聯，則顯現對創傷事件評估、以及提供

安全環境的重要性。

反之，家庭適應及凝聚可做為一保護因

子。其他研究亦顯示：較佳的親子關係、與學

校的互動、社交促進團體，都可以減少自殺再

發。

其他出乎意料的發現則有：在本研究中，

高收入、白種人有較高自殺風險，可能與研究

單位地域性、低社經地位者易中斷治療而造成

低估自殺率等有關。

此外，此研究證實罹憂鬱症且有自殺史的

青少年為再次自殺的好發族群，這突顯了痛苦

耐受、情緒調節的重要，而對兒虐的評估、加

強家庭、學校、環境的正向保護也是相當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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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氣喘與自殺 : 一個十二年的

研究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 李政洋醫師 / 劉惠青醫師

Chian-Jue Kuo, M.D., M.S. and Vincent Chin-
Hung Chen, M.D.,Ph.D.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0;167:1092-1099

前言：

孩童與青少年的氣喘在過去二十年裡已經

成為工業化國家主要的公共健康議題。在一個

三十位小朋友的班級裡面，可能就有三個有氣

喘。有些研究也顯示即使在高收入的國家，有

氣喘的成人也仍然有較高的死亡率。進一步對

於有氣喘的年輕人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究其死亡

的原因。這篇研究主要在探討氣喘的年輕人的

死亡率較高，其中的原因有些並非是與呼吸系

統的疾病有直接的關係。氣喘的年輕人有較多

的焦慮及憂鬱，也有研究指出有氣喘者有較多

的自殺意念，但是與憂鬱或是其他精神疾患存

在與否無關。這篇研究在探討氣喘的有無與氣

喘的嚴重度與死亡率的關係。   

方法：

( 一 ) 參與者：共有 170,457 個國中生參癎與，其

中 162,766 人完成評估進入分析。

( 二 ) 評估方式：

1. 寫問卷：評估呼吸道及過敏疾患相關症

狀、最高教育程度、香菸及酒精使用。

同住家庭成員裡抽菸的人。癎參與者的運

動習慣。孩童是否有與感染無關的流鼻

水與打噴嚏；結膜炎症狀；過敏性皮膚

炎和過敏性鼻炎。

2. 影像問卷：由國際間對於兒童氣喘及過

敏的研究所發展。由五個顯示出氣喘的

連續性徵象：1) 在休息時喘鳴 2) 在運

動後喘鳴 3) 夜間走路有喘鳴 4) 夜間走

路有咳嗽 5) 在休息時有嚴重的喘鳴及

呼吸困難。學生會被詢問以前是否曾經

像是影片中的人那樣，或是過去十二個

月間是否有過。若過去十二個月間有過

1-5 中的任何一個情況則定義為目前有

氣喘。學生若過去有過，但是最近一年

沒有則定義為以前曾有氣喘。其餘則定

義為沒有氣喘。

( 三 ) 執行過程：早在研究開始之前，就先經

過高雄醫學大學的 IRB 審核。與全國死

亡資料庫串連：對於個案資料的分析與

1995 年到 2007 年台灣死亡資料庫分析，

此過程經由台灣衛生署同意，個案資料

皆保密。

結果：

1. 個 案 性 質： 過 去 及 目 前 有 氣 喘 的

人 比 較 可 能 為 男 性 (54.9%：48.6%, 

x2=386.1,df=1, p<0.001)。平均年紀：目

前 有 氣 喘 13.68 歲 (SD=0.88), 13.71 歲

(SD=0.90), 13.77 歲 (SD=0.88)。抽菸、酒

精使用、過敏性鼻炎、父母親的教育程

度在氣喘組皆比無氣喘組要高。

2. 死亡的分布與盛行率：三組的總死亡率

只有邊緣的差異。事後分析顯示目前有

氣喘組與沒有氣喘組相比有較高的死亡

率。在組間有差別的是非自然死亡，而

自然死亡則沒有差別。事後分析顯示目

前有氣喘組與沒有氣喘組、曾經有氣喘

組與沒有氣喘組有顯著的差異。但是目

前有氣喘組與曾經有氣喘組則沒有顯著

的差異。在自殺身亡的 106 位個案使用

不同的方式，其中燒炭及其他氣體中毒

佔 44 位，跳樓佔 27 位，上吊佔 2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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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或中毒佔 8 位，溺水佔 3 位，其他

佔 1 位，沒有人使用槍枝。

3. 氣喘與自殺死亡率的相關性：在未調

整的分析中顯示目前有氣喘組比上沒

有氣喘組有較高的自殺死亡率 (hazard 

ratio=2.55, p<0.001)，過去有氣喘組比沒

有氣喘組 (hazard ratio= 1.97, p<0.05)。抽

菸、過敏性鼻炎則沒有增加自殺死亡

的可能性。調整性別及年紀後，目前

有氣喘比沒有氣喘組 (hazard ratio=2.52, 

p<0.001) 只有極少的變化，但是過去

曾有氣喘組比沒有氣喘組 (hazard ratio= 

1.91, p=0.055) 維持一個強但是沒有顯著

差異的關係。在抽菸與氣喘的關係中並

沒有加強氣喘與自殺的關聯。在研究中

使用敏感性分析來控制未被測量但是可

能會影響的干擾因子（即憂鬱症），對

於研究的結果仍然沒有影響。

4. 症狀與自殺的死亡率：五項症狀中除晚

上喘鳴外皆與增加自殺死亡率有關。調

整共變數後，運動喘鳴、晚上咳嗽、

嚴重喘鳴維持顯著的相關性。若有

1~2 項症狀及 3 項或以上症狀的 hazard 

ratio 分別為 1.93 (95%CI=1.16-3.32), 2.84 

(95%CI=1.35-5.97)。

討論：

本篇為第一篇以社區為基礎研究氣喘與自

殺死亡率在青少年的相關性。研究中使用國家

資料庫可以有效的追蹤死亡率，除非個案在研

究期間移民到國外。雖然自殺意念與氣喘的相

關性過去也有成人及年輕族群的研究，但是都

是使用橫斷型的研究，因此沒有辦法做為疾病

發生後的直接效果的確定推斷。

對於氣喘與自然死亡間缺乏相關性的可能

解釋：過去的研究顯示兒童因氣喘造成的死亡

是有機會可以避免的。1995 年開始健保系統

幾乎包含了所有的國民，使得醫療的可近性增

加，同時控制氣喘的復發更為成功。可能因為

這樣的醫療系統減少了因為氣喘或是其他自然

原因造成年輕人的死亡。顯著的高自殺率反映

出未診斷出來的自殺相關議題需要其他預防措

施。  

最近有氣喘 vs. 過去曾有氣喘：本實驗有

幾個重要的結果。第一，相當數量的兒童在診

斷出來有氣喘之後的一段時間達到症狀上的痊

癒，不論是因為自然病程的發展或是早期開始

治療。在本研究中，經過調整之後目前有氣喘

的人比沒有得過氣喘的人有高於兩倍的自殺死

亡率。同時過去曾有過氣喘的人但現在沒有氣

喘的人則沒有顯著的提升此危險性。有研究發

現最近有氣喘疾病的年輕人有比較高的機會有

精神疾病上面的共病。參與者中目前有氣喘的

人有較慢性持續的氣喘症狀。因此，有較高盛

行率的精神疾患的共病性可能導致接下來的自

殺危險性。本研究中沒有包含症狀痊癒前的治

療。如果是因為一些藥物 ( 像是類固醇 ) 而痊

癒，藥物可能在此相關性中佔有一席之地。此

外，調整之後的風險比在曾經有過氣喘比上未

曾得過氣喘的人上面仍然是相當高 (1.76)，即

使在最後的模式當中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意

義。

憂鬱及抽菸所造成較小的干擾效應：在敏

感性分析中，憂鬱有較小的干擾效應於氣喘與

自殺的相關性。此與先前的研究一致；憂鬱無

法解釋氣喘與自殺念頭或自殺企圖的相關性。

然而憂鬱可能扮演導自殺死亡中的中介因子的

角色。可以令人確信的是如果在產生憂鬱的個

案身上比較可能去解讀呼吸症狀是一個嚴重的

疾病，尤其當這個症狀是持續且嚴重的時候。

在此研究中較低的香菸盛行率可能是因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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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高校中嚴格的校規。然而此研究與先前

的研究一致，就是有氣喘的人與沒有氣喘的人

相比有較高的機會抽菸。在低社經的族群也有

較高抽菸的盛行率，然而也有研究有相反或是

不一致的意見。考量社經地位做為干擾因子在

氣喘與自殺的相關性研究上面是需要的。此實

驗中唯一有的社經因子是父母親的教育程度，

在回歸分析中與自殺死亡率無關。

這篇研究的癎啟示、策略及日後努力的方

向：氣喘在台灣會提高自殺的死亡率，約

1/14 的自殺族群與氣喘有關。此與氣喘的相

關性可能反映出精神上面的痛苦。學校人員、

臨床同仁和家庭成員應該要留心相關的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評估。特別是在有嚴重且持續的氣

喘症狀的年輕人。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於青少年憂鬱

與自殺行為之極早期預測因子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住院醫師 姚祺君

Andrea Chronis-Tuscano, PhD; Brooke S. 
G. Molina, PhD; William E. Pelham, PhD; 
Brooks Applegate, PhD; Allison Dahlke, BA; 
Meghan Overmyer, AM; Benjamin B. Lahey, 
PhD 
Arch Gen Psychiatry. 2010;67(10):1044-1051

引言

約 16-37% 經臨床轉介之患有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的成人會合併出現重鬱症或 輕鬱症

(dysthymia)。且若重鬱症與過動症並存時，其

發病年齡會較早、發作期間較長、且造成較嚴

重之臨床損害。因此有必要更清楚地探討兒童

期曾有過動症的患者之後的憂鬱狀態，但目前

眾多研究並無一致性的發現。

過去有些以男性為主的縱向研究發現，過

動症兒童與對照組相比，在其青少年或成人時

並無重鬱症診斷增加的機會。相對地，另外二

個縱向研究則發現，過動症女性會出現較多的

憂鬱症狀，其他幾個研究也發現其憂鬱症的診

斷機會會增加。

目前對於過動症兒童是否未來憂鬱與自殺

危險性會增加的證據不一，因此本研究對此提

出三方向的貢獻：第一，用多次的長期追蹤來

確認後續結果，而非像其他研究只追蹤單次憂

鬱狀態。如此可以確保後續的憂鬱與自殺性被

完整評估，因憂鬱狀態常是間歇性的。第二，

本研究有特別評估會惡化病童負向結果之因

子，如病童性別、母親的憂鬱病史等。此方面

的重要性在於，可能過去的研究有不一致的結

果是未考量此因素所致。此外，若能分辨出是

何種早期兒童與家庭特徵最能預測出過動症病

童未來的憂鬱狀態，就能及早開始預防工作。

第三，雖然自殺意念和行為是憂鬱症狀之一，

本研究仍另外探討了其潛在的預測因子，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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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會導致更多後遺症、死亡和高額醫療。

方法

1. 研究受試者：二群 3.8 至 7.0 歲的兒童，

自芝加哥、伊利諾、匹茲堡選出。這些

兒童均與生母同住，其中一半兒童符合

DSM-IV 的 ADHD 診斷標準。其中有五位因

患有廣泛性發展疾患、智能障礙或癲癇而

排除於研究外。對照組兒童來自相似的學

校環境，並達到性別、種族、年齡的一致

性。對照組兒童從未至精神科就診，但不

排除患有過動症之外的其他疾病。在 310

位達標準的參與者中，259 位兒童實際成

為受試者。

2. 縱向追蹤：受試者接受第 1-4 年、第 6-9

年、 第 12-14 年 期 間 約 一 年 一 次 的 追

蹤。繼續追蹤的比例偏高，約為 79.8 至

91.5%。若家長有受訪，其兒童或青少年

同時受訪率為 94.6 至 97.8%。統計分析來

自 95.8% 的原始樣本（N=248，125 位為

過動症兒童，123 位對照組），均為在後

續年間追蹤一次以上之受試者。

3. 結果評量標準：每次追蹤時對母親或主要

照顧者使用 DISC（the 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for Children），探討兒童於過去

12 個月內是否符合 DSM-IV 診斷標準之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對立反抗疾

患（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品行疾

患（conduct disorder）、情感性疾患（MDD 

and dysthymia）及焦慮性疾患等。老師

每 年 填 寫 DSM-IV 版 的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Rating Scale，看是否有過動症、

對立反抗疾患或品行疾患的症狀。從研究

的第 6 年開始，當受試者到達 9 至 11 歲

時，即讓母親與兒童分開受訪。第 6 至

14 年間兒童受訪時同樣使用 DISC，判斷

是否符合品行疾患、情感性疾患及焦慮性

疾患。

4. 母親與兒童之診斷性評估：本研究第 1 年

有對兒童的生母使用非病人版的 DSM-III-R

結構性臨床晤談工具（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II-R）來判斷其是否曾患

重鬱症。兒童診斷為過動症之來源為家長

或老師的報告。關於功能損害評估有二：

第一，用 DISC 詢問家長判斷兒童的過動

症狀是否影響其在家中、同儕間或在學校

的功能。第二，家長和老師填寫功能損害

評分表（the Impairment Rating Scale），若

至少一個分量表的分數大於三分，可計為

功能有損害。若兒童符合 DSM-IV 診斷標

準且至少一個場所之功能有損害，則診斷

為過動症。

第 6 至 14 年間診斷憂鬱症的方式為，

若兒童或家長報告其症狀符合重鬱症或輕

鬱症情緒低落的診斷標準，並出現至少一

個場所的功能損害，即可診斷。關於自殺

的評估方式則是家長和兒童在第 9 年 DISC

追蹤時會被詢問是否曾有過自殺行為。在

追蹤的 6 至 14 年間，每年都會詢問家長

和兒童自己或對方是否做過自殺行為。

5. 統計分析：負向結果之預測因子使用的

是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s，縱向與

時間相關之結果則輔以 SAS GENMOD 中

之 縱 向 二 項 式 回 歸 (longitudinal binominal 

regression)。

結果

1. 過動症作為未來憂鬱的預測因子：過動症

兒童在之後 6 至 14 年間，即使控制了性

別、智力、母親憂鬱症之下，仍比對照組

有較高機會患憂鬱症。此外，59 位曾患

憂鬱症的兒童青少年中（42.4%），有 25

位在後續 12-14 年間出現一次以上的憂鬱

症。

2. 過動症作為自殺行為的預測因子：追蹤

14 年之後，248 位受試者中 17 位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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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的 6 至 14 年間，曾有一次以上的明

確自殺計畫（12% 之過動症兒童，1.6% 之

對照組）。邏輯回歸顯示，過動症的兒童

和青少年比對照組多 550% 曾有明確自殺

意念。18.4% 之過動症兒童與 5.7% 之對照

組在追蹤 14 年間曾有過一次以上的自殺

行為。邏輯回歸顯示，過動症兒童和青少

年比對照組多 200% 出現自殺行為。

3. 過動症亞型對於憂鬱症或自殺行為之影

響：混合亞型（combined subtype, ADHD-

CT, n=85, hazard ratio 5.59） 與 注 意 力 不

足 亞 型（inattentive subtype, ADHD-I, n=27, 

hazard ratio 4.23）之過動症兒童比對照組

有更高機會發展出憂鬱症，而過動衝動亞

型（hyperactive-impulsive subtype, ADHD-HI, 

n=13）則無此差異。ADHD-CT 兒童比對照

組有更高機會出現明確自殺意念（hazard 

ratio 7.19）。ADHD-CT（hazard ratio 3.2）

和 ADHD-HI（hazard ratio 3.37）兒童比對照

組有更高機會出現自殺行為。

4. 兒童與母親對未來憂鬱症之預測因子：在

125 位過動症兒童中，女性比男性在追蹤

6 至 14 年間出現更多憂鬱症（hazard ratio 

1.96），若過動症兒童的母親有憂鬱症，

其未來憂鬱症機會也會增加。本研究做出

四個不同系列之縱向二項式回歸，來探討

其他兒童因素在追蹤的 4 至 6 年間是否能

預測未來重鬱症或心情低落之機會。第一

年母親報告兒童有憂鬱、焦慮、品行疾患

症狀越多，預測未來憂鬱症越多，但母親

報告兒童有對立反抗性疾患則不能預測未

來憂鬱症。上述四項情緒及干擾行為之總

和症狀數，顯著與未來憂鬱症成正比。兒

童的性別與第一年上述症狀無相關性。邏

輯回歸顯示，第一年兒童的情緒及干擾行

為症狀每增加一項，未來 6 至 14 年間出

現至少一次憂鬱症的機會就增加 15%。

5. 兒童與母親對未來自殺行為之預測因子：

在 125 位過動症兒童中，未來出現明確自

殺意念之機會不受性別影響，但母親憂鬱

症會提高此機會（hazard ratio 7.37）。過

動症女生相較於男生有較高機會出現自殺

行為（hazard ratio 2.57）。

結論

本研究顯示，過動症兒童會增加後續青少

年時單次或多次憂鬱症及自殺行為的機會。過

去的研究有不一致結果，可能因為只有單次憂

鬱症追蹤，或樣本以男性為主。也有可能因為

本研究的受試者比過去研究的年齡更小，意味

著症狀更嚴重、後果更負向。

這是第一個分別出早期兒童與家庭因素做

為預測過動症兒童未來是否造成憂鬱症的研

究。在明確自殺意念上男女並無差異，但在憂

鬱症與自殺行為上則女性比男性機會增加。但

本研究之女性樣本較少 ( 約 16.5%)，可能為其

限制。

過動症亞型可預測不同的負向結果：混合

型和注意力不足型可預測未來憂鬱症，混合型

和過動衝動型可預測未來自殺行為，可能因自

殺行為與衝動性相關。此項結果也因注意力不

足型和過動衝動型的樣本較少而有其限制。即

便如此，本研究仍是第一筆長期追蹤過動症亞

型的資料。

過動症兒童若在 4 至 6 歲出現越多的憂

鬱、焦慮、品行疾患及對立反抗疾患症狀，則

越能預測未來青少年時的憂鬱症機會。相對

地，只有品行疾患症狀能預測未來自殺行為。

雖然過去的研究顯示兒童中期的品行疾患能預

測未來憂鬱症，但本研究首次發現，只有當品

行疾患造成社會功能失調時，才能從早期的品

行疾患症狀來預測未來自殺行為。

由本文可知有必要研發出早期預防策略，

以減少學齡前罹患過動症兒童的嚴重行為和情

緒後遺症。特定較高風險的兒童為過動症、母

親憂鬱症及其他預測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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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預測網路成癮之精神症狀－

兩年前瞻研究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 蔡明真 醫師 / 臧汝芬 醫師

Chih-Hung Ko, MD; Ju-Yu Yen, MD; Cheng-
Sheng Chen, MD; Yi-Chun Yeh, MD; Cheng-
Fang Yen, MD, PhD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9;163(10):937-943

一、前言

網路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

角色，但若對網路有成癮之情況，可能對青少

年之學業、家庭關係、情緒狀態具負面的影

響。東西方的研究顯示，網路成癮在青少年之

間的盛行率，約有 1.4-17.9%，DSM-V 診斷標

準亦爭論是否要將網路、遊戲成癮放入診斷，

但現階段對診斷準則並無共識。柯志鴻醫師曾

提出以下之診斷準則（其準確率為 95.4%）：

preoccupation、uncontrolled impulses、usage 

more than intended、tolerance、withdrawal、

impairment of control、excessive time and effort 

spent on the internet、impairment of decision-

making ability。

一個有趣的研究顯示網路成癮與精神症狀

之間的關係，憂鬱症在青少年的 cross-sectional

研究中，已證實和網路成癮有相關。而在

longitudinal 研究中，只發現增加成人憂鬱症

的風險，當然又有一說，網路的使用對 well-

being 有正面的影響。另一方面，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在 cross-sectional 也被推論與網路成癮

相關，但尚未被 prospective studies 證實。

其他的精神狀態，包括社交畏懼、敵意、

人際敏感都曾被研究與網路成癮之間有關聯，

礙於實驗設計，可能會仍有 negative findings，

因此，需要為期較久的 prospective studies 來驗

證精神症狀與網路成癮之間的關聯及男女之間

差異。

目前這個為期兩年的實驗是為了要評估：

1. 精神症狀預測青少年網路成癮的可能，2. 精

神症狀預測青少年網路成癮的性別差異。

二、方法

( 一 ) 參與者 :

共有 2293 個七年級個案，平均年齡為

12.36 歲；其中男性 1179 位，女性 1114 位，

完成了評估。所有的學生來自於每個學校隨機

選擇的八個班級。（共有十個學校參與）

( 二 ) 評估方式：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共26個項目，

嚴重度為 1-4 分。Internal reliability 為 0.79-0.93，

高於 64 分則被定義為網路成癮（診斷準確率

約 87.6%）。

1.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elf-

rated Scale：共有 18 個項目，嚴重度為 1-4

分。分數愈高嚴重度也愈高，分數高於一

個標準差以上，則定義為注意力不足及過

動症。

2.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評估憂鬱症的自填量表，切截點在

28 分。

3. 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評估社交畏懼的認知症狀，一共有

12 個項目，每項最高 5 分，高於一個標準

差的分數，即定義為有明顯之社交畏懼症

狀。

4. The 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Short Form：20 個 項 目， 每 項 最

高 5 分來評估敵意之四個面向，包括敵

意 的 認 知、 情 感、 行 為（suppressive & 

expressive），高於一個標準差的分數，即

定義為有明顯之敵意。

( 三 ) 執行過程 : 

所有的參與者都完成人口學資料、網路行

為、CIAS、ADHDS、CESD、BV-FNE、BDHIC-SF

的評估，而在第 6、12、24 個月會再做一次



12

CIAS。我們檢驗了性別及網路行為和網路成癮

之間的關聯，精神症狀預測網路成癮的最重要

因子。

三、結果 :

1. 一共有 2162 位學生完成了初步評估。233

位參與者（10.8%）有網路成癮的問題；

1929 位參與者無網路成癮的問題。其中

1848 位（95.8%）完成了至少一年的追蹤。

2. 男性、玩線上遊戲、每天使用網路或每周

超過 20 小時以上是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

憂鬱、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社交畏懼症、

敵意在所有的參與者及女性參與者之中亦

可預測網路成癮。而在男性中，唯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及敵意為危險因子。

3. 當控制了年齡及性別的變項之後，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是網路成癮最重要的預測因子，

其次則是敵意。敵意在男性中是最重要的

危險因子，女性則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四、討論 :

這為期兩年的 prospective studies 顯示注意

力不足過動症、敵意為網路成癮最重要之危險

因子。在女性，憂鬱症及社交畏懼症亦可預測

網路成癮的發生。

從生理心理社會的因素來看，1. 容易厭

倦及不喜延遲酬賞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核

心症狀；網路的行為特色為有很快回應（rapid 

response）、立即酬賞（immediate reward）、

使用多個視窗做不同的活動（multiple windows 

with different activities），這些都會減少無聊的

感覺或是延遲酬賞的情況。2. Koepp 等報告當

進行 video gaming 時會增加 striatal dopamine 的

濃度，如此便可補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多巴

胺不足的情況，因此可以修補現實世界的挫折

感。3.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青少年有抑制困難

的問題（impaired inhibition），自我控制的能力

不佳時，會導致控制使用網路的問題，也容易

造成網路成癮。

而在女孩中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網路成癮

最重要的預測因子，其可能解釋是在女孩當

中，同儕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容忍度較低，

使得她們在人際方面感到更多困難，而網路上

匿名的活動可減少這些由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造

成的社交困難，掩蓋真正的問題。

敵 意（Hostility） 在 之 前 cross-sectional 的

研 究 顯 示 和 網 路 成 癮 相 關， 在 prospective 

studies 中可預測網路成癮的持續性。許多的網

路活動（特別是線上遊戲）提供一個使用暴

力、沒有限制的場所，讓青少年可以表現現實

世界所禁止的行為。許多之前的報告顯示遊戲

中的暴力會導致身體暴力，網路成癮和暴力行

為亦有相關。

如同酒精使用的問題，女孩有憂鬱症者有

較高的機會網路成癮，因網路世界提供了社交

支持、成就感、掌控的喜悅、逃離真實世界的

機會，可以想見女孩們使用網路來減輕憂鬱。

Kraut 等提出『rich get richer』的模式，現實世

界中適應良好的人從網路得到較多好處，而適

應不佳者得到壞處，甚至是網路成癮。

社交畏懼者在網路溝通上得到的好處或壞

處，尚有疑問，本研究顯示女性社交畏懼愈高

者有愈高的機會得到網路成癮，因網路提供社

會支持，又免除面對面互動的壓力，因此當現

實世界的人際互動無法改善，網路成癮的機會

就增加。

因此，篩選及治療憂鬱及社交焦慮，是預

防及介入青少年網路成癮的必要方式，特別是

女孩。此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敵意、憂鬱、

社交畏懼都是網路成癮的預測因子，篩選介入

這些症狀去預防網路成癮是需要的；研究評估

整合的治療方向也是重要的；性別的議題在預

防介入的方向亦要列入考慮。

本研究的限制為 1. 網路成癮為一自陳量

表；2.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為自陳症狀，較少客

觀資料；3. 有三間學校未完成所有的追蹤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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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訊 考 題

1.  有關青少年自殺，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過去較多次自殺企圖者，自殺風險較高

B. 共病越多者，自殺風險較高

C. 剛接受治療的初期，自殺風險較高

D. 自陳憂鬱心情較嚴重者，自殺風險較高

E. 曾受性虐待者，自殺風險較高

2.  關於網路成癮，下列何者錯誤？

 A. 從 生 理 心 理 社 會 的 因 素 來 看， 網

路 的 行 為 特 色 為 有 很 快 回 應（rapid 

response）、 立 即 酬 賞（immediate 

reward）、 使 用 多 個 視 窗 做 不 同 的

活 動（multiple windows with different 

activities），這些都會減少無聊的感覺

或是延遲酬賞的情況。

 B.  video gaming 會增加 striatal dopamine 的

濃度。

 C. 遊戲中的暴力與身體暴力，網路成癮和

暴力行為無關。

D. 女孩中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網路成癮最

重要的預測因子。

3.  根據本篇 ADHD 於憂鬱與自殺行

為極早期預測因子研究，以下敘述

何者為非？

(1) 第一年母親報告兒童有憂鬱、焦慮、

對立反抗性疾患、品行疾患症狀越多，

預測未來憂鬱症越多。

(2) 過動症女生相較於男生有較高機會出

現自殺行為。

(3) 混合亞型（combined subtype）與注意

力不足亞型（inattentive subtype）之過

動症兒童比對照組有更高機會發展出

憂鬱症。

(4) 過動症兒童未來出現明確自殺意念之

機會不受性別或母親憂鬱症之影響。

(5) 第一年兒童的情緒及干擾行為症狀每

增加一項，未來 6 至 14 年間出現至少

一次憂鬱症的機會就增加 15%。

A. 1+3+4  

B. 1+4  

C. 1+4+5

D. 4+5

4. 下列何者錯誤？

A.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網路成癮最重要

的預測因子。

B. Kraut 等提出『rich get richer』的模式，

現實世界中適應良好的人從網路得到較

多好處，而適應不佳者得到壞處，甚至

是網路成癮。

C.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敵意、憂鬱、社交

畏懼都是網路成癮的預測因子。

D. 社交畏懼者可從網路世界的人際關係治

療社交畏懼症。

5.  有關台灣的年輕人氣喘與自殺，下

列何者為是 ?

(1) 目前有氣喘的年輕人與沒有氣喘者相

比有較高的自殺率。

(2) 過去有氣喘的年輕人與沒有氣喘者相

比有較高的自殺率。

(3) 約 1/14 的自殺族群與氣喘有關。

(4) 憂鬱可以解釋氣喘與自殺企圖的相關

性。

(5) 目前有氣喘的年輕人有較高的機會有

精神疾病上面的共病。

A. 1+2+3+4+5

B. 1+3+5

C. 1+2+3

D. 2+3+4

E.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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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1
ADHD 篩檢應該是心理健康檢查的一部份。

Recommendation 2
評估應該包括和患者及家長的面談，收集

學校與日常功能的資訊，其他併存精神疾

病的評估，以及患者醫療，社會，與家族

史的回顧。

Recommendation 3
實驗室或神經學檢查並不一定需要。

Recommendation 4
診斷 ADHD 並不一定需要心理或神經心理

測驗，但如果患者有智能偏低，或是語言

或數學的低成就，這些測驗就有必要。

Recommendation 5
臨床醫師需要評估 ADHD 患者是否有併存

的精神疾病。

Recommendation 6
對於每個 ADHD 的患者，都需要有一個完

整而且深思熟慮的治療計劃。

Recommendation 7

對 ADHD 患者的起始藥物治療，應該選擇

被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的藥物。

藥 物 的 選 擇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1),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Kutcher et al., 2004), and the Texas Children’s 
Medication Project (Pliszka et al., 2006a) 均建

議 stimulants	為第一線治療選擇。許多研

究顯示 stimulants	療效優於	atomoxetine	

(Michelson, 2004)；(Wigal et al., 2004)；(Faraone 

et al., 2003)。

Recommendation 8
如果上述藥物治療效果不佳，臨床醫師必

須對診斷作仔細的回顧，然後考慮行為治

療或是其他未被核准的藥物。

Recommendation 9
在 ADHD 的藥物治療過程中，患者需要被

監測治療相關的副作用。

l�Stimulants : 多數副作用是暫時的，

而且可能與治療沒有相關，因此需要

評估這些副作用是否影響患者的健康

或是正常功能。

l�Atomoxetine : 常見 : 腸胃不適，嗜

睡，食慾減退。頭痛可能會持續 、

肝毒性報告、自殺意念。

Recommendation 10
如果患者對藥物治療有良好反應，而且有

正常的學業，家庭，和社會功能，那麼單

獨使用藥物治療 ADHD 是適當的。

Recommendation 11
如果患者對藥物反應不夠理想，有其他併

存疾病，或是家庭生活中有壓力源；那麼

社會心理治療合併藥物治療通常是有幫助

的。

Recommendation 12
患者需要定期被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繼

續治療，以及症狀是否緩解。

只要症狀持續而且造成影響，ADHD 的治

療就不能中斷。

Recommendation 13
接受藥物治療的患者，需要在治療期間監

測身高和體重的變化。

l�METHYLPHENIDATE

Ritalin 與 CONCERTA 

短效型 ( 如 Ritalin ) 通常用於小小孩 

(<16kg) 的起始治療，但其缺點是一天

需要服用兩次至三次來控制症狀。 

長效型	CONCERTA	提供了更佳的安

全性，保障隱私，並有更佳的服藥遵

從性，但可能對晚上的食慾與睡眠有

影響。

l�S E L E C T I V E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REUPTAKE INHIBITOR  

Atomoxetine (Strattera)  

需密集監測自殺意念與行為，症狀惡

化，或任何不尋常的行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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