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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事 長 的 話

張學岺岺  理事長

5 月 29 日的 13 屆兒青年會

暨第四屆海峽兩岸兒童青少年

精神醫學會已順利落幕。這次

年會共有 130 位會員及 26 位大

陸會員參與，國外講者則有 Yale

大學的 Dr. James Leckman 及前 IACAPAP 主席

Dr. Per- Anders Rydelius。

年會是學會年度最重要的活動，不單要有

學術氛圍，也希望藉此機會凝聚會員的向心

力、增進大家的互動。在此要再次謝謝秘書長

梁歆宜醫師的多月的全力協助。

大會結束後，我飛往芬蘭參與第 14 屆

ESCAP。 參 與 ESCAP 的 目 的， 除 努 力 吸 取

新知外，也是希望爭取 IACAPAP 委員 (board 

member) 同意我們以 Taiwan 之名成為正式會

員 (full member)。目前我們正等待大會正式公

告委員們的投票結果。

Dr. Rydelius 在離台時，不斷的對我表達

他對我們年輕醫師的研究水平、以及台灣兒

童精神醫學會的朝氣蓬勃印象深刻。我想，

Dr. Rydelius 腦 海 中 的 正 向 記 憶， 對 於 他 在

IACAPAP 執行委員的投票中，應該有長足的影

響吧。

而我們會有這樣的成果呈現給外賓，特別

要感謝台大高淑芬教授及全台各兒青前輩多年

的努力及付出。一步一腳印…，我們走出自己

的路了。

謝謝大家，請大家繼續積極參與今年學會

其他的學術活動。

秘 書 處 公 告

1. 第十三周年年會暨學術討論會已於 2011 年

5 月 29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圓滿落

幕，計有會員 130 人，非會員 23 人參加。 

2.『保羅楊森博士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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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名單

優秀期刊論文獎：高淑芬

優秀期刊論文獎：顏正芳

優秀壁報論文獎：楊立光、戴月明 

優秀講述論文獎：商志雍、吳思穎

3.『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會學術研討會論

文獎』得獎名單     

壁報論文獎：劉麗婷、許婉鈴     

講述論文獎：陳錦宏、黃雅芬 

4.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婦幼院區早療評估中心

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通過 100

年度兒童青少年專科醫師訓練醫院評鑑，

訓練容額各為一名。 

5. 2011 年度第二場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將於

2011 年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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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依 100 年 7 月 10 日第七屆第五次理監事會

議，通過謝遠達、劉珈倩、蔡佳叡、劉黛玲、

黃琳婉、李顓雅、詹翔琳、黃靖雯、鍾德、

陳永龍、郭純雅、潘亦蕾醫師等入會申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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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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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名額，希望有興

趣的會員踴躍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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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會 紀 實

2011 年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年會紀實

萬芳醫院精神科　張勝傑醫師

桃園療養院兒童精神科　許元彰醫師

年會的會前會在台大兒醫大樓地下一樓舉

辦，在與會者報到後，進行兩場演講。第一場

是由來自耶魯大學的 James Leckman 教授主講

neurobiology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他從神經系統的發育開始，以發展的觀點去詮

釋神經系統的發展與精神病理的關係，且提出

動物研究的實驗，指出早期的生活經驗對行為

的影響，最後則提及幹細胞在精神科治療中的

展望。第二場則由來自澳洲的劉有寶 (Winnie 

Yu Pow Lau) 心理師針對青少年與成人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患者的認知治療與社交功能

訓練做演講。演講中不但簡介了她所服務的

「mind and heart」診所中對個案、家屬及相關

專業人員的服務內容外，亦以 Beck 的行為理

論為基礎，將 ASD 的特殊認知模式透過案例

分析做說明，且分享了臨床上介入的技巧及經

驗，兩場演講橫跨生物醫學與心理治療的領

域，與會來賓反應熱烈。

第二天年會正式登場，今年的年會主題

為「建構心身組合圖像 - 由實驗室到真實的生

活」。除了台灣本地的兒青醫療相關人員參

與外，亦邀請來自耶魯大學的妥瑞氏症泰斗

Dr. James Leckman 與前 IACAPAP 主席 Dr. Per-

Anders Rydelius 擔任名譽講座。同時，亦有來

自中國大陸的二十七名兒童精神科醫師與會。

年會的學術活動由瑞典籍的 Per-Anders 

Rydelius 的 演 講 揭 開 序 幕， 題 目 為 Bipolar 

disorders/Depressions,“Mood Disorders＂in 

children and youth。Rydelius 教授指出，目前針

對情感性疾患的診斷，無論是 DSM 或 ICD 系

統，都很難完全適用於處在成長階段的兒童及

青少年，而從兒童期的症狀轉變 (transition) 至

成人期症狀的時間點，也許發生在青春期之

後。DSM-5 所建議的新診斷“Disruptive mood 

dysregulation disorder(DMDD)＂的診斷效度還未

被建立，值得注意的是，DMDD 似乎與成人的

憂鬱、焦慮及破壞 (disruptive) 行為有關。

第二場主題演講的講者為妥瑞症大師

Leckman 教授，講題為“Tourette's syndrome - 

a relentless drumbeat＂。Leckman 教 授 深 入 淺

出的介紹了妥瑞症的症狀、共病、病因及診

斷，且風趣的以突如其來的“嚇＂的一聲，

讓與會者了解妥瑞症與所謂 “sensorimotor 

gating＂的缺失有關。在演講中，則提及症狀

最嚴重的時間介於 7 至 14 歲間，常聚集性

(bouts) 的發作，與 ADHD 及 OCD 的共病是很

常見的。關於基因學的研究，Leckman 教授特

別提到了 chromosome 13 跟 15，尤其是位在

chromosome 13 的 SLITRK1。 另 外 histamine 與

妥瑞症間的關係預期將對妥瑞症的藥物治療帶

來新的方向。影像學上的結構性異常包括較

小的尾狀核及皮質層較薄，而 Sensorimotor、

associative 及 limbic 三條神經迴路跟妥瑞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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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很有關係。最後在治療的部分，對病人

本身及周遭親友的教育被擺在第一位，其他

包括行為治療 (habit reversal) 及藥物治療 (alpha 

agonists、antipsychotics)，Leckman 也提到了他

關於以 rTMS 治療的研究，可惜目前初步結

果並未證實有效，而以 midline thalamic nuclei

或 internal globus pallidus 為 標 的 的 deep brain 

stimulation，初步研究結果被證實有效。

除了精彩的專題演講外，本次年會共有

四十四篇壁報論文展示，與十二篇講述論文發

表。上午的六場英文講述論文發表，倪信章醫

師 的 研 究 顯 示 Methylphenidate 與 Atomoxetine

都 能 改 善 成 人 ADHD 的 執 行 功 能， 且

Atomoxetine 在某些細項優於 Methylphenidate，

商志雍醫師介紹了 endophenotype 的概念，

他的研究發現 DAT1 基因的變異可能會影響

ADHD 患者在空間工作記憶的表現，簡意玲醫

師 以 ASD 病 人 在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CPT) 的表現呈現出此類病人在臨床上常合併

的注意力缺損問題，范利霙心理師發現與無

ADHD 組相比，ADHD 病人在做 Counting Stroop

測驗時，fMRI 呈現兩側 frontal 及 dorsal frontal 

gyri 較活化，可解釋病人的 inhibitory control 較

差，而兩側的 precuneus 及頂葉皮質較不活化，

則可解釋病人的 visual-spatial 能力較弱，吳思

穎醫師針對不同性別、不同亞型的 ADHD 病

人，如何透過侵略性或促社交性行為而影響其

與同儕間的關係做了討論，衛漢庭醫師發表了

一篇利用網路問卷所完成的研究，內容發現每

周沉迷網路時間越長的人，憂鬱、社交畏縮及

網路成癮的量表分數越高。Rydelius 教授特別

稱許了吳醫師及衛醫師的報告，宋維村教授則

針對六位報告者提出了建議。

下午的時段，針對兒童青少年司法精神

鑑定與身心障礙鑑定的實務議題進行專題討

論，丘彥南醫師從過去的歷史背景談起，包

括：2007 年身權法修定後學會分階段完成不

同任務，2008 學會內部自己的共識，以憂鬱

症為例列出當時的共識，需把嚴重度、持續

時間、嚴重時期所佔比率、接受治療時間、

服藥順從性、重鑑年限等因素考慮進去，隨

後在 2010 年健生署委託北醫的研究計劃訂定

操作手冊，心智與神經系統功能佔了一半的篇

幅，足見其嚴謹與重視；隨後由林亮吟醫師以

臨床實務常見的情境來進行探討，首先提出一

個疑問：法院來函要求提供病情摘要是否一定

要提供？藉此提醒被提告的可能，建議仍徵求

當事人的同意為原則，同時在回函的字句上需

多加斟酌，之後帶入精神鑑定的理論與過程，

提出可能造成的干擾因子。同一時段亦進行

另外六場中文講述論文發表，張立人醫師以

一橫斷面研究呈現不同 ADHD 亞型與父、母教

養方式的關聯性，林育如醫師發現在兒童期

有 ADHD 診斷的病人，青少年階段不論是否仍

符合 ADHD 診斷，神經心理功能表現都會隨著

年紀而改善，但與病人的性別無顯著相關，黃

雅芬醫師指出，不論病人在服用 Ritalin 時的遵

從性好壞，在轉換成 Concerta 後遵從性都會提

高，且即使病人對 Concerta 的遵從性不佳，病

人的整體表現仍優於服用 Ritalin 時，黃守廉心

理師以 ex-Gaussian 探討 ADHD 患童在 CPT 測

驗中 reaction time 的表現。黃郁心醫師推測出

台北市與新北市高中職青少年的一年自傷發生

率約為 3.36%，但可能有高估，陳錦宏醫師以

社區樣本研究發現，兒童的 ADHD 會影響到母

親的生活品質，但需要注意的是，母親本身的

ADHD 也會影響自身的生活品質。

在一整天精采的學術討論後，今年年會在

頒獎的掌聲中落幕，期待明年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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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感 言

保羅楊森優秀期刊論文得獎感言

台大醫院精神科　高淑芬     

感謝審核委員

的肯定，讓此篇論

文榮獲本年度的論

文獎。本文是以劍

橋自動化神經心理

學測驗的四個作業

比 較 患 ADHD 的 青

少 年、 其 無 ADHD

診斷手足和健康對照組的執行功能，結果顯示

無 ADHD 診斷的手足表現類似患 ADHD 的青少

年有較差的持續專注力、口語及視覺空間的工

作記憶、空間記憶、認知的彈性、空間規劃及

解決能力。因此，我們認為執行功能可以作為

尋找 ADHD 致病基因的內在性表現型，我們將

進一步以執行功能為內在性表現型進行 DAT1

基因的分析。

我想藉本感言表達對國衛院五年的生涯發

展研究獎助，使我得以完成此研究，更要感謝

我親愛的爸媽對我的養育之恩，和留下給我的

錢得以資助我回國後早期的研究。其實，我更

希望藉由文字，表達發自我內心深處對我兩個

孩子「阿芳」和「阿政」的感激。記得我在

2009 年台大主任交接晚宴，因最後時間緊迫，

未說出手稿最後幾句對他們的感謝，而傷了阿

政的心，他覺得只要 10 秒鐘的兩、三句，我

卻忘了，阿芳就勸他「媽媽已經很累了，不要

為難她了。」。我一直耿耿於懷想找機會公開

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我的兩個孩子陪我度過人生最困難的三

年，我們發展出濃情蜜意、相親相愛的革命情

感；他們的健康快樂和善解人意，使我能無後

顧之憂，致力於工作和培植年輕一代；他們的

耳提面命：「媽！不要沈迷於整理照片，趕快

寫論文！」、「媽！妳的英文很差！」…我才

能不斷地求進步；最重要的是從撫養他們的過

程，讓我成長了很多，也深刻體會到父母教養

方式對孩子發展的重要性。沒有他們的陪伴，

我不可能有現在的積極認真、健康快樂及樂觀

進取的生活態度，對孩子的感激無法言喻，對

孩子的愛深植我心。

保羅楊森優秀期刊論文得獎感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精神科　顏正芳     

很榮幸獲得「保羅楊森博

士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優

秀 期 刊 論 文 獎 」。 此 次 得 獎

的 論 文 是 The multidimensional 

correlates associated with short 

nocturna l  s leep durat ion and 

subjective insomnia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Sleep 2008 ; 31 (11) : 1515-25)，為「青少年危

險行為研究」中的一篇，是以自填問卷調查

方式、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ion 

analysis 和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的統

計分析，了解南台灣 8004 位青少年短夜間睡

眠和主觀失眠的相關因子為何。結果顯示：年

紀較大、憂鬱、目前為國中或高中職的三年

級、晚上喝咖啡、過度使用網路等因子，和短

夜間睡眠有顯著關聯性；此外，憂鬱、與學校

的連結性低、與家人衝突程度高、與同儕的連

結程度低、過度使用網路等因子，和主觀失眠

有顯著關聯性。依據研究結果，建議家長和醫

療人員對於有上述相關因子的青少年，應注意

其睡眠時數和失眠問題的可能性。

能夠獲獎，要感謝一起做研究的高醫精神

科同仁和成大心理系鄭中平副教授的協助，以

及兒心前輩的指導。雖然做研究的環境日漸困

難，但還是希望能在興趣之下，把研究持續做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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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楊森優秀壁報論文得獎感言

國軍北投醫院 兒童青少年精神科   楊立光     

這篇研究能獲獎，實是莫

大的鼓勵 ! 首先最要感謝的是台

大兒心受訓過程中所有辛苦的

老師，尤其是高淑芬主任及商

志雍醫師，對我不厭其煩地指

導與改正，另外還有一同受訓

伙伴的砥礪、北投醫院諶院長與同事們的支

持，以及我最愛的家人對我的包容，謝謝你們 !

保羅楊森優秀壁報論文得獎感言       

　 國軍北投醫院　戴月明     

十分感激各位師長及先進

的支持及鼓勵 ! 看到會場其他許

多令人驚艷的先進技術和成果

發表，感覺自己所學仍是有限，

而且有一種「只要一喘息 , 就會

趕不上」的感覺，而且「團隊

合作及分享」已經是必要的存活條件。希望未

來有更好的表現呈現給大家。

保羅楊森優秀講述論文獎得獎感言          

台大醫院精神科　商志雍     

很榮幸能夠獲得今年度的

保羅楊森優秀講述論文獎，獲

獎的主題是有關多巴胺基因與

注意力不足過動症的執行功能

之相關性研究。注意力不足過

動症是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所

關注的重點，對於個案的家庭、課業、以及人

際關係等各個層面都會造成明顯的影響。本研

究顯示了多巴胺基因與注意力不足過動症的執

行功能之間有明顯的相關性，此結果未來將可

進一步應用於分子基因的研究中。

當進行本研究時，首先要感謝的就是我的

老師高淑芬教授，我從高淑芬教授獲得許多寶

貴的引導和鼓勵。其次，也要感謝我的妻子洛

琳，她的辛苦付出使我能無後顧之憂地投入研

究的工作。最後，更要感謝我的上帝，祂所賜

的恩典永遠都是超過我所求所想的。

保羅楊森優秀講述論文獎得獎感言        

台大醫院精神科　吳思穎     

能進入兒童青少年精神醫

學的領域學習，以更深入和多

元 的角度來面對臨床問題，尋

找可能的解釋、可變的因素、

和可能有所助益的方向，是令

人珍惜的經驗。感謝學習路上

相伴的團隊，特別是此次論文的作者高淑芬醫

師、曾琬翎，讓我有幸受到如此鼓舞和啟發！

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會優秀壁報
論文得獎感言   

　 台灣大學職能治療研究所　劉麗婷     

能夠受到大會評審委員的

青睞，得到論文壁報獎是莫大

的光榮！尤其能夠從自己的指

導教授手中接過獎項，對初試

啼聲的我是一大鼓勵。感謝高

淑芬教授的指導，支持著我在

學術研究及未來臨床應用上更

加精益求精。

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會優秀壁報
論文得獎感言       

　 台灣大學心理學系　許婉鈴      

感謝臺大醫院精神醫學部

主任高淑芬教授與台大心理系

周泰立副教授在研究路上幫助

我許多。在今年的 年會暨學術

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兩岸兒童

青少年精神醫學會上獲得壁報

殊榮讓我受寵若驚，也給我更

多信心和力量在未來繼續加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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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會講述論文

獎得獎感言

中山醫學大學精神學科　陳錦宏     

很榮幸獲得這個獎項，讓

從去年開始得到的論文獎累積

到 五 個。 此 研 究 是 探 討 兒 童

ADHD 症狀及母親 ADHD 症狀對

母親的生活品質影響。這一個

簡單的研究，起源於在診間母親常會流露出她

們照顧 ADHD 小孩的困難及自己生活所受到的

影響。正如原先預期的，這兩個部分均和母親

生活品質有負面相關。當臨床醫師及流行病學

者的好處就是每天都有人（患者）激發你想法

讓你去探索，而探索過程及發現又豐富自己在

臨床上協助患者及其系統的觀點。這個研究主

要需感謝中山醫學大學李佩秦教授協助，和佩

秦十多年前在北市療共事，沒想到十多年後聚

在一起合作，常中午在校園吃飯聊研究，是很

愉快的經驗。也藉此一角謝謝王雅琴醫師及林

亮吟醫師在兒心領域的啟蒙，因她們的典範而

選擇當兒心醫師，對我而言，這是人生所作最

好的兩個選擇之一（另一個是娶了現在的太

太）。

台灣兒童青少年精神醫學會講述論文

獎得獎感言   

黃雅芬兒童心智科診所　黃雅芬     

很榮幸能獲得這個獎項的

肯定。本次發表的成果是屬於

當初所有共同參與 COSMOS 研

究的二十位兒童青少年精神科

醫師。由衷感謝高淑芬醫師在

我整理本研究資料的過程中所

給予的耐心指導與鼓勵。我會繼續努力精進與

貢獻所長。

專 欄 文 章

幼兒語言表達發展遲緩綜論

台中榮總兒童青少年身心科  林志堅 醫師

Overview of expressive language delay (“late 
talking”) in young children
摘譯自 2011 UpToDate 
Laura Sices, MD, MS; Marilyn Augustyn, MD; 
Mary M Torchia, MD
Last literature review version 19.1: Jan /2011

一、綜論：

溝通及語言發展是幼兒發展最重要的課題

之一，這是幼兒早期學習與社會互動的基礎。

固然有些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的幼兒，可能在

學齡前迎頭趕上，但是其他兒童卻可能持續性

的語言發展遲緩，早期評估有助於辨別哪些幼

兒可能因為早期療育與評估的介入受益，儘管

多數語言表達發展遲緩的兒童，並沒有顯著的

生理疾病或合併症，對於疑似發展遲緩的兒

童，儘早轉介評估仍屬必要。

對於「發展遲緩」目前國際上仍缺乏標準

的定義，不同的研究報告，可能使用不同的定

義，這可能對臨床醫師與家屬可能帶來困擾，

但是幾乎所有語言表達發展遲緩幼兒的家庭，

都會因為適當醫療的指引、幼兒語言發展的密

切觀察與評估及支持性的早療服務而獲益。

二、定義：

口語 Speech: 發展口說聲音的能力。表達

性語言 Expressive language: 發展與使用語言的

能力。接受性語言 Receptive language: 瞭解語

言的能力。肢體溝通 Gesture communication: 非

語言的溝通能力，例如：手指、點頭或搖頭、

臉部表情等。非語言溝通能力對於整體語言的

發展與社會互動非常重要，廣泛性發展障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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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即會表現出顯著的非語言表達能

力的障礙。語言發展遲緩 Language delay: 雖然

目前仍沒有國際上通用的標準定義，多數的研

究把發展遲緩定義為幼兒在標準化測驗，低於

其對應年齡平均值至少一個標準差以上。臨床

上使用的幼兒發展里程碑，大多以 90% 的幼

兒達到的發展能力為臨界值，例如：12 個月

大的幼兒，發展出正確叫出爸爸或媽媽的能

力。

對 於 三 歲 以 前 幼 兒 的 早 期 療 育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的介入，及三歲以上學齡

前的特殊教育而言，對於「發展遲緩」的定

義，大多比上述定義更嚴格，例如：標準化測

驗分數，低於平均發展 2 個標準差以上；實際

發展水平低於生理年齡 25~40% 以上（發展年

齡 / 生理年齡 *100%）；某一功能性發展向度

（例如語言發展）落後同年齡平均發展達一年

以上。

三、流行病學：

在 2 足歲大的幼兒，約有 10~15% 有語言

發展遲緩的現象，追蹤三年之後，僅有 4~5%

的兒童仍然有語言發展遲緩，整體而言，學齡

前幼兒語言發展遲緩的盛行率約略為 6~8%。

流行病學的研究顯示，有些語言發展遲緩的幼

兒，會逐漸追趕上應有的語言發展能力，其他

幼兒則否，有些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則延宕

到進入小學階段才被診斷出來。

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的危險因子：貧窮、

父母教育程度偏低、早產或出生體重過低、家

族病史有語言發展遲緩或語言學習障礙、母親

罹患憂鬱症。性別分析顯示男性幼兒比女性幼

兒容易罹患語言發展遲緩（6 足歲進入正式幼

稚教育時，男童的盛行率約為 8%，女童則為

6%），包括自閉症、廣泛發展障礙、智能不

足等呈現語言發展遲緩症狀的疾病，在男童均

有比女童高的盛行率。

四、病因：

語言發展的評估包含兩個主要的層面：語

言功能發展的評估 / 病因的評估，這兩個層面

同樣的重要。多數語言發展遲緩的早期療育服

務，均以幼兒語言功能發展向度的評估為主要

依據，但同時也針對潛在的病因進行評估，例

如：唐氏症、自閉症等。

語言發展與行為科學的評估，與表達性語

言發展遲緩相關的診斷包括：發展性語言疾

患、構音疾患、語言流暢性疾患、自閉症與其

他廣泛發展疾患、智能與其他整體發展遲緩、

選擇性緘默症等。合併語言發展遲緩的常見生

理因素包括：體質性因素、聽力障礙、早產與

出生體重過低、感染性疾患、神經學疾患、代

謝異常、環境毒素、遺傳疾病等。

五、臨床表現：

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的幼兒，除了語言發

展遲緩之外，可能合併流口水及其他行為問

題。因為構音與腦性麻痺合併的表達性語言發

展遲緩幼兒，大多合併流口水問題，經常合併

的行為問題則包括：脾氣暴躁、自我節制能力

不足等。約有 60% 的語言發展遲緩幼兒，會

逐漸趕上應有的語言發展水平，但是幼兒期的

語言發展遲緩，常合併學齡期語言相關的學習

能力障礙，例如：閱讀能力障礙。

六、基層照護的評估：

幼兒發展評估應包括定期語言發展評估，

應有適當的語言發展篩選工具，發展史與家族

史的評估，適當理學與神經學檢查，聽力測

驗，以及適當的實驗室檢查。鑑別診斷包括：

單純的語言發展遲緩、合併更廣泛的發展性問

題（例如：自閉症、智能障礙）、聽力障礙、

語言學習刺激不足等。

七、語言發展遲緩的處遇：

適當的處遇計畫，應考量幼兒的年齡、幼

兒與家族的危險因子、理學與神經學檢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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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檢查、以及是否有合宜的社區復健與早期療

育服務。多數 3 歲以前的幼兒，應轉介社區復

健與早期療育服務，3 歲以上的兒童，則應儘

快轉介特殊教育服務，針對語言發展遲緩提供

適當協助。

八、總結與建議：

語言發展是幼兒早期學習與社會互動的重

要基礎，對於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早期發

現，給予適當療育，可以協助幼兒達到健

全發展與學習的潛能。

目前尚無國際一致接受的發展遲緩定義，

臨床上通常以九成兒童已發展出該能力的

年齡作為臨界值。

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的危險因子包括：貧

窮、父母教育程度偏低、早產或出生體重

過低、家族病史有語言發展遲緩或語言學

習障礙、母親罹患憂鬱症。男童比女童有

較高的盛行率。

表達性語言發展遲緩的病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心理社會因素與生理疾病因素等。

約 60% 的語言發展遲緩幼兒，會逐漸趕上

應有的語言發展水平，但是幼兒期的語言

發展遲緩，常合併學齡期語言相關的學習

能力障礙。

幼兒的常規健康照護，應包括定期語言能

力發展的評估。

 針對疑似語言發展遲緩的幼兒，應仔細評

估是否有合併語言發展遲緩的各種危險因

子。

語言發展遲緩的評估應包括聽力檢查、

血液與生化檢查、常見毒物篩檢（如鉛中

毒）。

對於促進幼兒語言發展，父母可以嘗試下

列技巧，包括：大聲閱讀、鼓勵幼兒對故

事書的圖片表達意見、敘述日常生活點滴、

傾聽幼兒說話並給予適當回應、減少看電

視時間、多向幼兒提問題、多用手勢與表

情協助幼兒理解等。

兒童語言障礙之病因

台中榮總兒童青少年身心科 侯伯勳醫師

Etiolog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in 

children

摘譯自 2011 UpToDate 

James Carter, MA, CCC-SLP, Karol Musher, 

MA, CCC-SLP 

Last literature review version 19.1: Jan /2011

簡介：

溝通障礙（communication disorder）是指

在接受表達、推演和理解有關語言、非語言或

符號系統能力上之障礙。正常溝通能力之發展

需要完整的機制和適當環境之間的互動。此完

整的機制包括聽覺、知覺、智能、整合能力、

動作技能和穩定之情緒。適當環境是指一可提

供兒童足夠之語言刺激和曝露、強化兒童溝通

之意圖，並對兒童發展能力能有合宜之期待。

語言發展障礙是最常見之兒童發展障礙，

發生於 5-10％之兒童，兒童於兒童早期學習

語言，之後利用語言來學習。有語言障礙的孩

子日後入學出現閱讀和書寫困難之可能性大為

增加，而這些問題會持續至青少年甚至成年。

早期療育則可將其未來學習障礙之程度降至最

低。

分類：

溝通障礙主要可分為構音障礙（speech 

disorders）和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s）。

構音障礙是指在語言的發音、流暢度、和聲音

之異常。包括：

1. 發音障礙（articulation disorders）：如以

取代、省略、增加、扭曲之方式發音。

2. 語暢障礙（口吃）：語言之流暢性受到

干擾，而以異常之速度、節奏、或重複

音節、單字或片語。談話時有異常之緊

張、作態之行為。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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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上下段在句首加藍色的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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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音異常（voice disorder）則指出現異

常或消失正常之發音，如音質、音高、

響度或持續度等，依孩子之性別、年齡

而言為不適當的。

另一方面，語言障礙則是指對說、寫、或

符號系統之使用和理解能力上之缺損。可包括

語言的型式（如：文法、型態、字首）、內容

（單字）或功能（運用）。

語言障礙之病因：

構音障礙（speech disorders）：

發音障礙（articulation disorders）：有許

多成因會造成發音上之困難，但多數構

音困難之孩子並無明顯之生理成因。

聽力障礙：聽力障礙的孩子在語言能力

之各層面上皆會出現困難，而非僅是構

音，這些問題起因於其僅有有限之能力

去聽見他人之語言和檢測自己的語言。

神經學之問題：Dysarthrias 是指因中風、

腦瘤，或其他神經系統異常造成神經肌

肉障礙而導致語言異常，常合併吞嚥異

常，因兩者使用之構造為相同的。在兒

童開始講話前即可見到吞嚥困難之情

形，並可能重複性上呼吸道感染甚至肺

炎之情形。

 Apraxia：運用組織計畫性的使用和語言

有關之肌肉群之能力不足稱為Apraxia，

通常指其病因為神經學上之障礙。

在 語 言 病 理 之 分 類 上 將 Developmental 

apraxia of speech（DAS）和 developmental verbal 

dyspraxia（DVD）分開是極為有爭議的。

結構異常：唇顎裂、舌繫帶過緊，或舌

切除術會造成構音上之困難，舌尖需有

充分之活動力來發出 t、d、n、l 等構音，

但舌繫帶過緊造成之構音異常是極為少

見的。舌頭的大小和構音似乎無明顯之

關係，但目前這方面之研究仍不足，

“Tongue thrust＂是指舌頭前部於吞嚥

和說話時有過多活動，可能造成構音上

如發“s＂、“z＂等音時之困難。

語暢異常：發展性口吃常發生於2-5歲，

雖然原因不明，常以男生和有家族史者

較常見，研究顯示基因和環境因素之相

互作用和其成因有關。能力和需求理論

認為：當孩童語暢之能力和環境對其語

言能力之需求不相符時會出現口吃。

神經性口吃則是因神經疾患或外傷造成之

口吃，其遠不如發展性口吃常見。

聲音異常（voice disorder）：和發音機

制不當使用或器質性變化有關。發音之

品質也可因聽力障礙造成難以監測而受

到影響。聲帶結節是常見於兒童，也是

校園工作的語言病理學家最常見到之病

變，多數之發音問題，包括結節，多因

談話時之不當用力造成，也可能是過動

兒童之部分問題。

共鳴異常（Resonance disorders）：鼻音

過重或不足造成共振異常，鼻音過重是

因硬顎或軟顎裂、黏膜顎裂等構造異常

造成發音時氣體漏至鼻腔，（如 VPI、

velopharyngeal insufficiency）。另一方面，

如鼻腔息肉、腺體腫大，則會造成鼻腔

共振不足。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s）：

次分類：可細分為語言表達異常和語言接

受 - 表達異常。

語言表達異常：指語言表達能力異常，

其診斷標準有二：

1. 以標準化之語言表達能力測驗，其

能力明顯落後其發展應有之水準，

包括非語言認知能力和語言接受技

巧上。

2. 此障礙已造成其職業和社交溝通之

困難，相關之特徵包括語言量不

足、語彙不足、文法省略，或使用

語言速度過慢等。

混合型：是指在語言表達和接受上，在

標準化測驗中有明顯落後之情形，此困

難可包括語言和符號，除上述表達上之

困難外，個案尚會在理解文字、句子或

特殊種類之文字上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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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類：

發展性語言障礙（Developmental language 

impairment）為一群發展性障礙之總稱，包括

因認知不良所造成之語言障礙，需和特殊語言

障礙區分（Specific language disorder），因其治

療和預後皆不同。

特 殊 語 言 障 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為一發展障礙，但需排除智能不

足、聽力障礙、情緒社會問題或神經學之問

題，遺傳可能和其成因有關。

危險因子包括家族史、男性、雙親為低教

育成就、父親職業能力不佳、和較多之手足。

家族中有語言障礙者出現學習障礙和語言

障礙之機會均增加，遺傳型式較複雜不易做基

因圖譜，有基因研究顯示其以顯性遺傳且和染

色體 7q3l 上之 FOXP2 之基因有關，另有研究

認為染色體 16q 和 19q 和 SLI 有關。

病因：

語言異常之原因有許多可能為先天或後

天，後天之原因包括：

退化性神經疾患

感染

忽略或虐待

頭部外傷

退 化 性 神 經 疾 患， 如 Leigh 

encepha lopa thy、Ret t  Syndrome、

mucopolysaccharidosis 和 storage disorders

等神經退化疾患皆會造成語言能力的喪

失。

感染：於年輕兒童特別需注意中耳炎併

有滲出液之情形，此會造成聲音之傳導

異常，造成輕度傳導性聽力喪失。雖然

許多研究指出中耳炎和語言發展之相關

性，但其關連性目前仍有爭議。

忽略和虐待：語言問題和母子間之互動

有明顯之相關。不論身體或情緒上之忽

略和虐待皆和語言能力缺損有關。母親

於產前的藥物濫用（ex：酒精、古柯鹼）

和其子女語言能力障礙有關。

頭部外傷：孩童於車禍、運動傷害、意

外傷害中造成頭部傷害，會造成認知和

溝通之問題，特別是敘事之能力。

中樞聽覺組織異常：有假說認為學習障

礙如閱讀、書寫障礙是因特定之聽知覺

缺損造成，但此診斷和治療模式目前仍

有爭議。

鑑別診斷：

包 括 廣 泛 性 發 展 障 礙、Landau-Kleffner 

syndrome、選擇性沈默症，和失語症。

廣泛性發展障礙包括自閉症、亞斯柏格

症、非典型自閉症等，這些孩子會出現鸚鵡式

對話、公式化之語言、奇怪之語言文字選擇、

避免視覺接觸，並缺乏以語言溝通和開始有意

義之語言互動能力。

Landau-Kleffner syndrome 會喪失先前已發

展出之語言能力，無法理解他人的語言，並會

出現癲癇或異常腦波之情形。

摘要：

溝通障礙主要分為兩類：構音障礙和語言

障礙。

構音障礙是指在語言的發音、流暢度、和

聲音之異常。

發音障礙（articulation disorders）：如以取代、

省略、增加、扭曲之方式發音。

語暢障礙（口吃）：語言之流暢性受到干

擾，而以異常之速度、節奏、或重複音節、

單字或片語。談話時有異常之緊張、作態

之行為。

聲音異常（voice disorder）則指出現異常或

消失正常之發音，如音質、音高、響度或

持續度依孩子之性別、年齡而言為不適當

的。

語言障礙則是指對說、寫、或符號系統之

使用和理解能力上之缺損。可包括語言的

型式（如：文法、型態、字首）、內容（單

字）或功能（運用）。

語言障礙可為先天或後天

語言障礙鑑別診斷包括廣泛性發展障礙、

Landau-Kleffner syndrome、選擇性沈默症，

和失語症等。



11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10, No. 2, Summer 2011

語言相關疾患的治療與評估

台中榮總兒童青少年身心科 呂明憲醫師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摘譯自 2011 UpToDate 
James Carter, MA, Karol Musher, MA,
Last literature review version 19.1: 一月 2011 

一、 簡介

語言發展障礙是兒童發展問題中最常見的

疾患，約 5 到 10% 的兒童有這類問題。孩童

從學習語言，接著用語言來學習，語言障礙的

兒童在進入學校時容易有閱讀及寫作障礙，問

題甚至持續到青春期或成人。早期療育可以預

防這些狀況。

兒童語言評估應包含三大部分：

1. 溝通技巧是否有障礙 ?

2. 障礙的本質或原因為何 ?

3. 開始適當的療育策略。

二、醫療評估

凡是有語言障礙的孩子都應該接受聽力檢

查來測試是否聽力受損及完整的醫療評估是否

有其他疾病所造成的問題。鼓勵父母協助後續

評估及接受治療建議。

三、語言評估的準則

具有以下問題的兒童都應該轉介評估：

1. 父母、老師、或專業人員發現孩子有語

言問題。

2. 語言發展遲緩。

3. 容易流口水。

4. 吸吮、咀嚼、或吞嚥有困難。

5. 嘴唇、舌頭或下巴的協調動作有困難。

6. 九個月大前沒有牙牙學語 (babbling)。

7. 15 個月大前無法說出第一個有意義的

字。

8. 18 個月大前無法說出兩個以上的字。

9. 兩歲以前無法有詞彙出現。

10. 兩歲了連父母也很難聽懂所說的話。

11. 三歲了陌生人聽不懂他說的話。

12. 說話不流暢或口吃 (stutters)。

13. 孩子本身受挫於溝通障礙。

14. 孩子因為“說話好笑＂被同儕欺負。

15. 孩子特意迴避需要講話的場合。

16. 已學會了必須的單字及句子結構卻無法

適當地表達。

17. 常用非日常說法的話語、講不清楚、或

辭不達意。

18. 無視覺輔助的線索無法遵從指示。

19. 任何發展遲緩。

20. 五到六歲了背誦記憶的技巧不佳。

四、語言評估 

兒童語言障礙如能找到原因，應及早治

療，如幫聽障孩子配戴助聽器，但有很多語言

障礙找不到確切原因，或是重大疾病的一部

份，評估是為了早期療育。

五、病史詢問

語言發展需與常模、認知能力作比較。需

收集各項資料來評估，包括：從父母獲得相關

病史、就醫史、過去的評估 ( 聽力測驗、視力

檢查、智能測驗、情緒檢測等 )，可由問卷獲

得相關發展與教育情形，及父母對相關問題的

了解。學齡兒童可由老師獲得有關語言、社

交、學業、及行為方面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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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初步評估

詢問父母來澄清問卷所獲資訊，了解孩童

是否有適當環境來發展語言能力，其文化背景

亦有影響。孩童的母語若非本國語言，則部分

施測應以其母語為主。可考慮額外聘請翻譯協

助。當然透過翻譯可能有些問題，如誤解資

訊、傳達錯誤等，對其加以臨床輔助訓練可減

少錯誤。

七、標準化測驗 

選擇單一測量工具做評估常被質疑，因有

些測驗常著重於某些部份而忽略了其他 ( 如重

要的社交互動本質 )。但客觀的測量確實能對

問題做出鑑別，只要能慎選及運用適當評估工

具，就能提供有用的資訊。各項語言能力，可

利用標準化、具備常模、及年齡分層的測驗來

獲得。沒有標準的黃金準則，但可依臨床經驗

來選擇適當工具。

八、臨床觀察分析

臨床的觀察及分析對診斷及擬定治療計畫

非常重要，年幼孩童或無法合作的個案，父母

的資訊及臨床觀察可以提供診斷之用：如語言

的多寡、非語言的認知能力、及社會互動狀

況。較大的孩子，可透過會談或觀察孩子與家

人的互動，評估其溝通能力。應觀察孩童如何

去回答問題，而不是注意他回答的對與錯，例

如觀察孩子是否：

需要覆誦或簡化問題？

過度運用手勢或以嘗試錯誤摸索答案 ? 

說話時常喘不過氣來 ? 

壓力下說話無法流利 ? 

有 無 適 當 的 問 題 解 決 策 略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對於指導或建議無法適當反應 ? 

需較久時間才能理解或反應 ?

應將施測時特殊的狀況記錄下來，對於診

斷及治療可提供有用的資訊。 

九、儀器輔助測試

電子儀器、內視鏡、及放射影像學檢查

等，可以用來評估吞嚥、發聲、及 resonance 

disorders。例如：聲音分析儀、內視鏡觀察聲

帶動作、螢光攝影 (videofluorography) 檢查口腔

肌肉運動。

十、結果報告

報告應包含以下資訊：

語言障礙的問題何在 ? 

如何影響孩童的語言 ?

有什麼優勢能力可以彌補弱勢的部份 ? 

處置建議

治療計畫

臨床醫師應同時以諮商及書面模式告知父

母，針對孩子可以與其父母一同告知，或另外

以他能了解的方式說明。初步評估不一定能做

出診斷，當需要更多觀察時 ( 如孩童門診時非

常抗拒 )，診斷性治療 (Diagnostic therapy) 是必

須的。鼓勵父母、老師及其照顧者給予適當的

語言刺激環境，要活用於日常生活中，一問一

答的訓練反而是反效果。告知父母只要孩子有

意圖把話講好，就不需在意是否真的講得好。

語言障礙的孩子，入學後容易有學習問題。家

長應該知道入學後如何讓孩子獲得相關資源協

助。

十一、治療 

視個別需求擬定，設定短期、長期、功能



13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10, No. 2, Summer 2011

性預後目標。有些採用較結構化的行為治療模

式；有些則以孩童為中心 (child-led) 的較自由

形式 ( 如以遊戲為基礎的互動方式 )，端視問

題及治療需要。功能性預後指的是孩童在日常

生活的狀況，有時孩子不一定能將學到的應用

到生活中，家人及老師若能幫助孩子在日常生

活中練習是成功的關鍵。孩童應在課堂中獲得

協助而非將其抽離教室做治療。某些療育課程

適合在課堂中施行，尤其是持續性的練習。

十二、個別化的介入

應包含以下幾點：

視需求決定個別或團體治療。

因應孩童需求加入不同課程或學校資

源。

依個別狀況進行進一步評估 (如：口腔、

運動、心理方面 )。 

協助其技巧的運用。 

十三、介入的時機 

很少研究進行介入時機的探討，但普遍推

薦早期療育，一項隨機分配及早開始治療或較

晚開始的研究中顯示早期療育有較好的預後。

而這些孩童社交技巧明顯改善且父母壓力也有

減少。但早期療育可能無法改變某些個案的長

期預後，比較表達性語言障礙學步娃有無接受

治療的研究顯示，孩子學得正常語言技巧後在

幼稚園及小學一年級的語言能力較佳，但二年

級以後就沒有明顯差別了。雖然有很多變數要

考量，考量的準則也難說一定客觀，早期療育

在降低孩童學習困難及父母挫折感，維持孩童

自尊是有其正面的效果。

十四、效益 

如接受了構音訓練的孩童，不僅發聲方面

獲得改善，整體智能及溝通技巧上都有進步。

口吃的孩子接受治療後 3 到 12 個月在流暢度

的表現獲得改善 ( 僅有 1% 沒有顯著改變 )。

四年後的追蹤也有持續的效果。即使是因身體

因素 ( 如腦性麻痺 ) 造成的語言障礙加強的溝

通訓練可以獲得改善。

十五、研究中的治療模式 

促進性溝通法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聽覺綜合訓練 (Auditory Integration Training)、感

覺統合治療 (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及 Fast 

ForWord 是屬於目前還沒有大規模對照組研

究的治療模式。聽覺綜合訓練雖然缺乏理論

基礎，常被使用於自閉症或溝通、行為、情

緒有障礙孩子的治療。感覺統合治療在語言

障礙孩子的效果也是有限或者沒有結論。Fast 

ForWord 是藉助電腦的療育課程；雖然開發者

的資料顯示有其效果，但其他獨立的研究並未

獲得相同的結果。

十六、預後 

雖然孩子 6 歲時說話能力好像已經成熟

了，但語言的發展仍以微細的變化以及口說和

書寫交互影響下一直持續到青春期。沒有口語

或文法錯誤並不然就沒有問題。在學校的言語

可能與家裡不同。僅有構音障礙的孩子在書寫

的表現比起一般孩子還是有較差的情形，其他

複雜的語言障礙則表現更差。如果語言障礙在

五歲以前就獲得改善，口說的能力較佳，但是

殘餘的症狀仍使得其在語文技巧的學習表現較

差。長期研究也顯示這些孩子在青春期或成年

後有較高比例的溝通障礙。單一的語言障礙比

起複雜或次發於感覺、神經學或認知障礙的語

言問題預後要好。不過統計資料顯示只有一半

的孩子曾接受過治療，早期療育則更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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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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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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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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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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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