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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報名日期：7月 1日至 7月 15 日；

8月 5日 ( 星期日 ) 舉行筆試；

口試報名日期：8月 15 日至 8月 25 日；

9月 2日 ( 星期日 ) 舉行口試。

�甄試申請須知及相關表格文件請自本會網

站下載��http://www.tscap.org.tw

二、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十四週年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大會主題：�文化、社會變遷與兒童精神健康

Culture,�Social�Changes�and�Child�

Mental�Health

舉辦時間：20102 年 6 月 3 日 ( 星期日 )

舉辦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

台北市徐州路 2號

邀請對象：本會會員及相關領域專業人員

報名方式：�請利用傳真或E-mail方式。（已

開始受理報名）

�會議最新資訊將公告於學會網站（www.

tscap.org.tw）；今年學會還特別邀請了

國外知名學者 -- 國際兒童青少年精神醫

學協會（IACAPAP）大會主席 President�

Olayinka� Omigbodun 及 Prof� Melissa� P.�

DelBello 蒞臨演講指導及交流。另�6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學會將於臺大醫院兒童

醫療大樓 B1 演講廳先舉辦一場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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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 100 年 3 月 25 日第七屆第六次專科醫

師甄審委員會議：

�通過甄審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名

單：楊惠琄醫師。

心 得 報 告

2012 春季繼續教育

林口長庚醫院  詹翔琳醫師

2012 年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繼續

教育課程在 2 月 18 日下午在台大兒醫大樓舉

行，大家都冒著寒冷的天氣前來共襄盛舉，這

次研討會的主題為低口語自閉症輔助溝通法的

討論，學會分別邀請了學術和臨床的專家為大

家做完整的分享。

首先政大心理系的姜忠信教授為大家回

理 事 長 的 話

張學岺  理事長

大家好！夏天的腳步近

了，每年六月的兒青年會也即

將於六月二日 ( 會前會 ) 及六月

三日榮重登場！�在這裡，再次

誠摯的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學會第十四週年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今年，們的主題是「文化、社會變遷與兒

童精神健康」。近年來，在生活及臨床上，大

家想必都有感受到因為大環境、制度面等因素

的變遷，直接或間接的衝擊兒童青少年的精神

健康。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研討會，導引大家

更深入的去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IACAPAP 主席 Professor�

Olayinka�O.�Omigbodun、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的 Professor�Melissa�P.�DelBello 及中央研

究院的伊慶春教授為我們的 keynote�speakers。

三位傑出的學者在各自的領域都是叱吒風雲的

人物，能邀請到她們的蒞臨，真是學會無上的

榮幸。

今年，我們的另一項新思維，是在會前會

邀 請 Professor�Olayinka 及�Professor�DelBello 分

享她們的 career�development。兩位來自非洲及

美國的醫師，一位是兒青界最重要的組織的大

家長，一位是 Mood�Disorder 相關研究的佼佼

者。她們的人生舞台如此耀眼，必然有許多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成功的人生經驗是世間最

珍貴的資產；也是除了 evidence�based 的臨床

知識外，最希望呈現給大家的豐盛的、知性的

心靈之旅！

歡迎大家參加第十四屆年會！

秘 書 處 公 告

一、本會辦理 101 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甄審，相關日期如下：

�申請日期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申請

資格審查時請一併繳交個案報告一式三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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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了 2010 年前關於自閉症溝通法的文獻。溝

通輔助法 (Facilitated�communication) 表示協助

無口語的人的藉由打字機或電腦鍵盤方式表

達，一般在臨床上通常訓練者一直要在旁邊

幫助，而這也是最容易被質疑的地方：是否

輔助者不知道他們有意無意的幫助了受助者

所打的字？是否 FC 真的打開了我們從不曾深

刻了解到受助者所潛藏的智能？從 1970 年代

澳洲的特教老師 R.�Crossley,�開設發展中心推

廣 FC，後來墨爾本政府試著介入研究，但過

程並不順利，研究的結果無法下結論；而美

國則在 1989 年，一位社會學家 D.Biklen 在紐約

Syracuse�University 特教系中推廣，並發表田野

式的質性研究，而其他早期學術界的研究者對

FC 是抱持著批判的態度；有些 FC 的倡議者質

疑實驗室的資料並不準確，包括種種的因素：

實驗式的環境、陌生的教師或輔助者、缺少信

任、沒有情緒的支持；是故後來的研究修正上

述的缺點，進行了幾個研究，包括 10 多個研

究個案，個案和輔助者之間間隔以 100 多公分

的板子，使彼此的視野不重疊，分別有三種情

境：(1. 個案有看到目標卡片，輔助者沒看到；

2. 個案和輔助者看到的卡片是不一樣的；3. 個

案和輔助者看到的卡片是一樣的 )，請個案打

下卡片上所代表的字句，實驗結果顯現：輔助

者確實很難發現他們自己是造成正確或錯誤的

主要來源。另外一個研究是測試輔助者在知道

/不知道受試的訊息之下，個案答案的正確性，

發現正確的反應不會發生在輔助者所不知道的

情形下。在這些未能證實 FC 的實證基礎下，

使得幾個學術團體也公開表明不支持 FC 的臨

床價值。但在坊間仍然廣為流傳，有些人認為

這不僅是單純心理學議題，更可以是哲學的、

認同的、甚至是靈性的領域。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鄭雅薇教授則

是以腦神經學的觀點來闡述關於自閉症光譜的

溝通困難，並提到在 DSM-V 裡面把社交和溝

通的困難合併為“Social�communication”。一

開始鄭教授提到了心智理論的概念，並強調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能夠暢通必須依賴同樣的

載體 (Carrier) 包括：眼神、臉部表情、姿態、

嗓音 (Voice)、口語 (Speech)。過去發展出一些

可以測試自閉症個案在這些載體的理解上與

一般人的異同，包括有“Eye�Test”、�“Facial�

Expression”；在 facial�expression 的研究中發現

個案在判讀臉部表情的時候，杏仁核和梨狀迴

未被活化，但也有其他研究指出：如果個案有

用眼睛持續看臉部表情，則活化的程度與一般

人是相似的。也有研究是給自閉症的個案分別

看快樂和生氣的臉部照片，同時測試個案的臉

部的肌電圖，研究的結果不一致，有些認為個

案的臉部肌肉電位活化的比較低，有些則是認

為與一般人相近。而在姿勢的探討：如果給個

案看到有人被割傷的影片，個案的腦部活化程

度與一般人相近；但如果是給個案看有兩個

人互動的影片 ( 一個人讓另一個人的手被車門

夾到 )，則個案的腦部活化有比一般人弱的情

形，尤其是在正中額葉 (mPFC) 的活化，顯示

自閉症個案在社交情境 ( 兩個人以上 ) 上的判

斷有困難。嗓音的部分則是測試不同頻率或

情緒的聲音，發現在各種情緒的 DaDa 聲中，

ASD的個案較無法分辨生氣 /快樂的DaDa聲，

而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著眼於探討是否可以用

腦電波在聽到「害怕的 DaDa 聲」之後的振幅

來診斷自閉症。鄭教授也提到了目前在臨床上

的一些爭議，包括到底自閉症的個案是傾向

Emotional�hypoarousal 或是 hyperarousal ？鏡像

神經元是否有缺損。鄭教授最後提到雖然�FC

不能夠改變自閉症個案理解外界的困難，但能

幫助外界了解自閉症個案的想法。

黃雅芬兒童心智診所的負責人黃雅芬醫師

這次背負著許多自閉症個案的期待，分享且帶

領了許多個案來到現場和大家交流。黃醫師建

議大家應該廣泛的讓孩子嘗試使用打字溝通，

而打字之前只需要具備有“點指的能力”，其

他則無需特別具備的能力，而使用的練習工具

是“紙鍵盤”，過程中會需要輔助者的肢體協

助，扶手的程度會使得打字的速度有差異；輔

助者以口語給予回饋是很重要的 ( 幫個案把打

字的音念出來 )，並且要在打字的過程中給予

許多的鼓勵，協助幫忙個案拼字的正確性 ( 幫

個案念出正確的拼音，幫個案念出有意義的

字 )。黃醫師特別提到自閉症個案有很多思考

和行為不一致 ( 心口不一 ) 的例子，能夠讀懂

個案的意思，比較能夠給予正確的協助和回

應。黃醫師也安排了幾位自閉症的小朋友在台

上和大家分享打字的經驗，大家都表示很高興

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也提到覺得非常的緊張

焦慮，參與的大家也都能夠提問和給予小朋友

們很多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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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啟智學校國小的官育文老師接著表

示，藉由推廣打字溝通法在學校累積了許多的

實務經驗，該校也嘗試了打字的運用在其他不

是自閉症，但同樣是無口語的孩子身上。該校

總共有 200 多位學生，目前總共有 86 位孩子

可以使用打字溝通，參與的老師有 30 位，父

母有 10 位能用打字的方式跟學生溝通；官老

師提到最大的收穫是：因為過去把孩子的能力

當作很低，教學常會無法再繼續往前的瓶頸，

後來經由孩子的打字才知道孩子的認知能力沒

有問題，而是出在於表達的困難，也因此能夠

根據孩子的能力調整課程的難度。也列舉了許

多未來的方向：幫助他們認清現狀、學習使用

溝通的正面力量、加強正向思考、建立可行的

明確目標、提升心靈層次、接受並協助孩子面

對自己的起起伏伏，也強調「聰明的孩子更需

要培養智慧」。

宇寧診所的負責人吳佑佑醫師分享了關

於自閉症的臨床現況，強調 Kanner 曾經提過

個案會保留好的認知潛能表現於記憶或操作

測驗；儘管 3/4 的個案被判定為智能障礙，有

許多智慧的火花 (Savant�Skill) 被發現，包括特

殊的畫畫能力、音樂能力、數理的能力等，吳

醫師也展示了許多自閉症個案精彩和獨特的繪

畫創作。吳醫師進一步提到感官的高敏感和低

敏感的情況在臨床上都可以看的到，應該是也

有特別醫學的意義，只是尚未被研究證明；吳

醫師提到自閉症族群包含許多異質性的可能，

期待將來的研究能夠將自閉症分類成「有口

語」和「沒口語」的類別來進一步研究；吳醫

師認為自閉症應該是有腦傷的問題，只是不知

道問題在哪裡；且臨床上觀察到焦慮度都非常

高；雖然自閉症個案聽的語言輸入沒有問題，

但溝通的輸出像是亂碼一樣，輔助溝通法是讓

他們有更好的表達方式；而雖然輔助溝通法解

決了講話的問題，但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仍有很多情緒的問題需要被處理。吳醫師也介

紹了兩位自閉症的小朋友跟大家一起交流，兩

位小朋友表示自己打字的時候並不是沒有看

鍵盤，而是看了之後很快都能記住；學打字

的過程需要大人的軟硬兼施的督促；也表示

學習打字之後有變的比較快樂和有自信心。

整場會議就在大家熱情的提問和許許多多的

感動中落幕了，期待大家很快又能再齊聚一

堂在自閉症的領域中持續的分享和交流。�

【 宋 P 團 督 筆 記 】

筆記日期：100 年 12 月 17 日

筆記主題：自閉症之早期療育

評 論 人：�若瑟醫院　宋維村院長�

宇寧診所　吳佑佑院長

報 告 人：�昱捷診所　林雅葶醫師�

北市聯醫和平院區　郭雅君醫師�

聖保祿醫院精神科　黃琦棻醫師�

桃園療養院兒青科　李國平醫師

早期篩檢及診斷：

依據目前診斷準則在三歲以前要確診自閉

症，會因社交障礙、語言溝通障礙以及固著行

為三方面缺乏完整自閉症狀的呈現而造成的困

難。在美國診斷典型自閉症的平均年齡為 3.1

歲，PDDNOS 為 3.9 歲，亞斯伯格症為 7.2 歲。

依據嬰幼兒期自閉症狀的回溯性研究，自閉症

狀出現的時間及形式差異性大。早發型的自閉

症嬰兒在一歲以前在社會行為上不同 ( 減少對

臉的注意 )、活動量低及缺乏情緒調控與正常

發展兒童不同。晚發型的自閉症幼兒在兩歲以

後才出現自閉症狀。退化型的個案會在一段正

常發展之後逐漸失去已發展的技能。因此美國

小兒科醫學會建議三歲以前的嬰幼兒除了接受

例行發展篩檢外，在 18 個月與 24 個月須提供

自閉症狀的篩檢。目前常採用M-CHAT�作為篩

檢工具，以 Bayley�量表�或 Mullen 量表衡量嬰

幼兒心智發展，對於心智發展大於 15 個月大

的個案以 ADOS 作為確認診斷的工具。

除了回溯性研究外，目前採用以下兩種

研究方式來了解嬰幼兒自閉症早期症狀 :�自閉

症兒童的嬰兒手足研究及一歲幼兒篩檢 (1-YR�

CUA)。希望經過一系列的研究來驗證自閉症

狀發展的假說 :�自閉症的危險因子 (risk� factor)

如基因及環境因子如何經過風險過程 (risk�

process) 而產生自閉症狀，自閉症狀出現時會

伴隨哪些生物學上的 biomarker。( 如附圖一 )。

藉由早期療育我們是否可以減少初始病態發展

(IPP) 及後續因不良社會互動引發的神經發展異

常 (SND) 所造成的效應，進而避免產生一連串

的神經迴路發展異常與更多的自閉症狀。當我

們對自閉症發展的理解增加，便可以解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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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賴行為表現下診斷的困境。藉由整合生

物學上的發現如影像學檢查、基因表現及免疫

反應，並配合傳統症狀學的表現，可以更早確

診自閉症。

自閉症的行為介入治療

現行與自閉症相關的治療 ,�呈現百家爭鳴

的態勢。儘管不同的治療模式有著各自不同

的理論背景 ,�獨有的技巧 ,�或者專有治療名詞 ,�

但有時會運用很相似的介入技巧在它們各自

的治療過程 ,�其中 ,�以應用行為分析 (ABA) 為

基礎而衍生出來的治療技巧最為人廣泛使用

( 如 :�分段式試驗教學 (Discrete�trial�teaching),�關

鍵反應訓練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積極行為

支持 (Positive�behavior�support),�社交故事 (Social�

stories),�圖畫交換溝通系統法 (Picture�exchange�

communication�system)…�等等 )。

依治療介入場所在本質上的差異 ,�現今適

宜治療機構、家庭或者學校等三類不同場所選

擇的治療模式 ,�如下列表格所示 :�

  Programs  

Center- based TEACCH,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 Developmental 

Intervention Model  

Home- based UCLA Young Autism Project,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 

LEAP, Individualized Support Program, Douglass Model, 

Developmental Intervention Model, Denver Model, 

Walden Model 

School- based TEACCH(S),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I), LEAP(I), 

Individualized Support Program(I), Douglass Model(S&I),

Denver Model(I), Children’s Unit(S), Walden Model(I) 

S, Segregated classroom; I, Inclusive classroom

無論選擇的是何種治療介入模式 ,�以 ABA

為基礎的治療 ,�有著共同的核心特點 :�

(1)��愈早開始愈好

(2)���介入要愈積極愈好 ( 每週至少 20–40

小時 ,�並善用任何可使用的教學時機 )

(3)��量身設計結構化的學習計畫

(4)���彈性運用多種行為分析技巧以發展適應

性行為�

(5)���由個人化教學開始 ,�逐步轉而參與團體

與自然情境下的活動�

(6)��由一般發展的次序來設定治療目標

(7)���鼓勵家長接受訓練以及成為共同治療師

發 表 於 2010 年 Education�and�Training� in�

Autism�and�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 的一篇自閉

症早期療育研究顯示 ,�在美國奧勒岡州以及華

盛頓州的 16 家早療機構 ,�其中約 12% 能夠提

供每週 23-26 小時的治療 ,�但高達 72%僅能提

供每週小於 9小時的治療時間。

至於與自閉症早療相關的研究 ,�則常受限

於個案症狀表現的異質性、治療過程 ( 積極

度、花費時間、選擇療法的可信度、治療師的

經驗 ),�以及研究方法學上的問題 ( 智商、適應

性行為、語言能力、精神病理學等層面的監測

與考量 ) 等因素 .�因此 ,�儘管介入治療的確能

改善孩子的表現 ,�但何種治療模式能夠提供最

好的療效 ,�目前仍缺乏一致性的證據。

無論從臨床實務 ,�或者研究的角度來看 ,�

自閉症的治療是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的

工程 .�在醫療專業盡力提供良好品質的治療同

時 ,�協助家長建立正確的治療與介入概念 ,�獲

取資源的能力 ,�以及增進他們的自信與親職技

巧 ,�將有效提升治療過程中的同盟關係與心理

支持。

宋維村院長的評論

1.� 在處理家有自閉症孩童時，除了給予母親

的情感支持外，邀請父親的加入是很重要

的，以今日討論的個案來說，父親可能可

以協助母親處理內在情緒。

2.� 兒童精神科醫師在介入一個自閉症兒童患

者的家庭中的角色可以是什麼？與所謂的

「個別治療師」有什麼差別？自我定位會

影響到介入的角度與方式。除了個別治療，

兒童精神科醫師還應該能夠提供行為、藥

物等治療模式的選擇與討論，以及協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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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患者所接受的各種療育，落實到家庭生

活當中。

吳佑佑院長的評論

1.� 自閉症成因還是以生物性因素為主，隨著

醫學的進步，我們對自閉症的認知也更多，

包括依附關係、溝通表達的困難，乃至於

最近很夯的神經精神醫學研究，仍是生物

性因素為主。

2.� 自閉症的治療上仍是強調“結構”的概念，

以行為治療為主，再加上其他元素，如強

調情感的表達或關係的建立。自閉症的各

種治療中，行為治療是最重要的，如同藝

術創作中的色彩學一般重要，一旦掌握色

彩的概念，就能有好的藝術創作，但選用

的創作媒材可有所不同。而現今的 ABA 雖

與最原始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質上仍著

重行為治療的概念，並加強基本能力的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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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文 章

妥瑞氏症相關的神經生物學：現況及

展望

Neurobiology.of.Tourette.Syndrome:.Current.
Status.and.Need.for.Further.Investigation

凱旋醫院 劉潤謙 醫師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ugust 31, 2011 • 
31(35):12387–12395 • 12387
Ryan J. Felling and Harvey S. Singer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Division of Pediatric 
Neur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altimore, Maryland 21287

前言

妥瑞氏症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疾病，典型

症狀包括波動性的運動及發音抽動 (motor�and�

phoning� tics)。發病年齡多在 5到 7歲間，大部

份的兒童在青少年及成年早期症狀改善。有此

症的兒童，常有共病如強迫症、注意力缺陷過

動症、學習障礙、憂鬱及焦慮問題。對於抽動

並沒有完全治癒的方法，但行為治療及藥物可

改善此情況。證據顯示妥瑞氏症是遺傳性疾

病；然而，目前的證據仍無法指出明確的基因

異常。

神經生化學研究：

腦部迴路：
由神經生物學、腦部影像檢查及解剖病理

學顯示，此症與皮質 - 紋狀體 - 視丘 - 皮質迴

路 (cortico-striatal-thalamo-cortical,�CSTC) 相 關。

雖然此迴路有許多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異

常仍是被認為最首要嫌疑犯。

動物模式：
(1)� 精神興奮模式 (Psychostimulant�model)，

多巴胺致效劑惡化抽動及自發性行為
(locomotor�behavior)。這個模式使我們了
解基底核 ( 尤其是紋狀體 ) 活化刻板行
為 (stereotypic�behaviors) 的角色。

(2)� 融合啟動區的人類 D1e 受體及 cholera�
toxin 細胞內的 A1 次單位 (D1� receptor�
cholera�toxin�transgenic�model)，顯示過動
與皮質、邊緣系統、皮質紋狀迴路的關
係。

(3)� DAT-KD�mutant�mouse。這種老鼠紋狀
體多巴胺神經的 DATh 表現減少，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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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多巴胺是控制組的 1.7 倍。這些老

鼠有過動及固著行為。但因牠們沒有抽

動，因為被認為與強迫症較有關。

(4)� 為局部紋狀體去抑制的猴子 (Monkey�

focal� str iatal� dis inhibit ion)， 使 用

bicuculline(GABAA 抑制劑 )，造成臉部的

抽動。其模式暗示基底核的輸出神經元

與抽動的產生有關。

(5)� 為自體免疫 (Autoimmune�models)。其又

可分為以下兩種：動抗體轉移 (Passive�

transfer�of�antibodies) 和接種甲型溶血型

鏈球菌 (Immunization�with�GABHS)。被動

抗體轉移是融合妥瑞氏症的 IgG 和正常

老鼠的紋狀體。有些研究顯示刻板行為

增加，但有些研究持相反意見，前仍未

有定論。接種甲型溶血型鏈球菌模式

為，對老鼠接種甲型溶血型鏈球菌，研

究產生的自體免疫抗體及行為變化。可

看到老鼠產生自體抗體於小腦、蒼白核

及視丘。行為改變與小腦神經核的 IgG

沉積有關。

妥瑞氏症相關腦部結構改變：

(1)� 基底核體積減少：小孩的尾核體積減少

最多，相對的大人則是一致性的體積

減少。類似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結果。

Kalanithi�et�al.� (2005) 的研究，則顯示了

蒼白球內核的神經節增加，而外核則減

少。

(2)� 皮質與白質：妥瑞氏症的病人有較大的

前額葉及頂葉－枕葉區域及較小的下枕

葉。胼胝體在影像學有微結構的改變。

解剖學上發現前額葉的生化結構改變較

紋狀體為多。

(3)� 視丘：妥瑞氏症的病人有較大的左視

丘、雙側變小的視丘，以及和正常人一

樣的視丘。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4)� 其他區域：妥瑞氏症的病人，其中腦及

導水管旁灰質增加。中腦的血管旁區域

增加，與刻板行為有關。第一小腦腳及

第 VI、VIIB 和 VIIIA 區體積減少。下視丘

及杏仁核的體積減少。
但不可諱言的，以上的證據仍有個案數目

少、年紀差異、症狀嚴重度差異及其他相關因

子影響。初始病變的部位仍有許多不同的說

法。

妥瑞氏症包括了不同的科學領域，儘管從

十九世紀就被發現，至今仍有許多未解的生物

學難題。

妥瑞氏症功能性改變：

(1)� 經顱電刺激：其中一個 TS 的病理機轉

為 CSTC 系統的壓抑減少，實驗顯示 TS

個案運動神經元的活化閾值正常但壓抑

減少，而且在皮質內壓抑減少的強度與

症狀嚴重度相關。

(2)� 功能性神經影像學：PET 掃描發現抽動

常發生在活動的大腦區域，包括前額葉

皮質、前運動及運動皮質、前扣帶迴、

基底核和尾核。其它 PET 研究亦發現，

區域血流量變化影響，增加感覺運動皮

層活動及減少紋狀體和丘腦活動。研究

顯示，TIC 的嚴重度與黑質、腹側被蓋

區活性相關，也證實多巴胺扮演一定

腳色。同一項研究亦證實，嚴重 TIC 會

造成認知功能退化。兩個大型的功能

性核磁共振實驗顯示，與年齡相關的

frontostriatal 網路及 frontoparietal 連結皆

異常，說明 TIC 個案可能在發育成長上

就有異常。以上實驗支持 TIC 是一個發

展異常的疾病。

(3)� 神經傳導物質研究：由於 TIC 可被多巴

胺拮抗劑（抗精神病藥物）所抑制，

多巴胺功能障礙被認為是 TIC 個案的主

要異常。也有一假說表示因為多巴胺傳

導物質過度活化或是調控問題造成多巴

胺大量釋放，因此產生多巴胺依賴。

由於 TS 有許多不同的臨床表現，或許

不只一個神經傳導物質異常。包括血

清素、色氨酸（Tryptophan）、谷氨酸

（Glutamate）、膽鹼都有研究顯示相關。
結論是要找出與此複雜疾病生化因子須進

一部研究。

限制及未來展望

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妥瑞氏症的病生理學

依然不明確，原因為相關實驗有以下限制，包

括樣本過少、對個案描述不完整、年齡和嚴重

度變化過大、同時使用藥物治療、統計方法不

一等。有可能簡單型 TIC、複雜型 TIC、TIC 合

併其他併發症，三者根本是源自不同病理機

轉，但目前沒有相關實驗討論。很多實驗討論

和 ADHD 及 OCD 的共病，但卻未比較兩者有

何不同，很多解剖學觀察的的變化也有同樣的

問題。雖然觀察到的異常可能是造成 TIC 的基

本病生理學，但也可能是抽搐後的代償性變

化。

妥瑞氏症提供研究者豐富的可能性，在臨

床上有必要進一部研究關於不同表型的差異、

和其他共病的關係、釐清會改變抽搐行為的因

子，以繼續尋找更新更好的藥物及行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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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的妥瑞氏症 , 慢性抽動症 , 注意

缺陷過動症的共病情形

凱旋醫院 呂俊雄 醫師

Arch Iran Med. 2012; 15(2): 76 - 78.
Shahrokh Amiri MD•1, Ali Fakhari MD1, Javad 
Golmirzaei MD2, Asghar Mohammadpoorasl 
MSc3, Salman Abdi MSc1 

背景：這項研究估計真正患病的慢性抽動

和發聲抽動障礙，Tourette 氏症的學生，及其

注意力缺陷 /多動症（ADHD）的合併症。�

方法：隨機聚集從伊朗 Tabriz 學校被抽選

的小學生。�使用 Conner’s 教師評定量表篩選

過動症學生，從家長和教師處得到詳細的任

何類型抽動病史。�接下來，採用情感障礙和

精神分裂症的現狀和終身版的附表（K-SADS-

PL），並與家長會談的臨床採訪為基礎，引致

明確的診斷。�

結果：共有 1658 名兒童進行了評估。�觀

察聲帶抽動 3.2％（±SD�=�0.02）的學生，在

男孩中更為普遍。這些學生中 45.5％被診斷為

多動症。motor�抽動，佔學生的 7.3％（±SD�=�

0.02）。幾乎有一半（48.1％）學生有多動症。

Tourette 氏症佔 1.3％（±SD�=�0.01），男 / 女

的比例是 3.5:1。�

結論：這個研究首次提供了伊朗小學生慢

性抽動症的盛行率。過動症常見於慢性抽動症

及 Tourette 氏症的學生。�

介紹.

抽動的定義乃是突然發生的、快速的、反

復發作的、非節奏性的和常同性的動作或發聲

障礙。Tourette 氏症是由多個動作抽動和一個

或更多的發聲抽動，一天內多次發生，持續期

間超過一年，18 歲之前發生和 18 歲之後逐步

改善。此障礙導致重要領域運作的困擾或嚴重

損害。慢性動作或發聲抽動障礙的定義乃是存

在任何動作抽動或發聲抽動，但兩者皆不超過

1 年以上。抽動障礙包括 Tourette 氏症，常見

於年輕時期。據悉，4％至 19％的學齡兒童經

驗過抽動；Tourette 氏症罹病率估計為 0.5％至

4％。以上罹病率估計受到抽動障礙之複雜性

和嚴重性以及評估流程的影響。

找出合併症是慢性抽動障礙（CTD）治

療計劃的重要一步。注意不足過動症障礙

（ADHD）是兒童最普遍的疾病之一。注意不

足過動症障礙（ADHD)，它是兒童出現疏忽、

過動及衝動症狀的持久狀況和主要相關社會心

理後果，特別是被忽略。目前對 ADHD 的合併

症更加關注，不只是因為一個可能病因的線

索，也是由於所需治療策略的變化。

研究表明，60％ -90％的慢性抽動障礙

（CTD）患者有其他精神障礙，CTD 與 ADHD

共同發生的本質仍不清楚，但 CTD 有過動症

的合併症報導是非常普遍。然而，在我們的人

口中沒有任何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除了挑戰“合併症”的意義用來說明兩種

疾病之間是否有相同的潛在病因以外，本研究

旨在估計抽動障礙之早期兒童共存過動症的情

況。在伊朗只有一些有關過動症和抽動症的合

併症研究。

材料和方法

這項研究是在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裡士

( 超過 1,500,000 的居民 ) 的小學做成的。方法

是使用群體抽樣，選取 30 名來自 30 所學校

的 60 個教室（15 名女孩和 15 名男孩）如下

所述。大不裡士官方劃分成 5個教育區。每個

區隨機抽取兩個公立和一所私立小學學校男孩

和女孩都有。然後，每個學校不同年級隨機抽

取兩班。樣本大小估計至少有 1330 人（每種

性別各 665 人，阿爾法 =�0.05，d�=�0.03，P:=�

10％，預計遺漏值 15％）。

大不裡士醫學大學的機構審查委員會 (IRB)

批准此研究，所有選定的學校皆同意參與這項

研究。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簽了知情同意書。

過動症的診斷過程使用康納教師評定量表

（修訂版）由受過訓練的教師完成，評定量表

當中廣泛使用波斯語言。這個量表截止評分

(cut-off�score) 為 70，T 分數超過 70 的學生，

接受精神科的面談。培訓教師和家長認識有關

發聲抽動和運動抽動之症狀並且轉介符合資格

的學生接受精神科訪談。

兩組學生參加同一位兒童青少年專科醫

師面對面，半結構化之診斷訪談，Kiddie� 情

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的現狀和終身版量表（K�

SADS-PL），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經使用波

斯語建立。如前面所述，一個抽動障礙的案

例，從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獲得抽動期間的信息

是否可以定義抽動，持續超過了 12 個月（如

CTD）。

臨床過動症的定義是根據 DSM-IV-TR 標準

並且注意到注意力不集中、多動 / 衝動、或合

併之亞型。描述患病率在 95％的信賴區間。

統計數據乃是通過單因素 2�-Fisher 精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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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名義變數的比較，P 值統計有意義是�0.05�

和所有比較採用雙尾檢定。

結果

總之，我們選擇 1658 名兒童，群體樣本

當中有877個（52.9％）男生和781個（47.1％）

女生。研究樣本的平均年齡為 9.5 年（SD�=�

1.5）。使用康納的教師評定量表做精神病面談

後發現臨床過動症的患病率佔我們研究樣本的

9.7％ ±0.01。觀察 53 例（3.2％ ±0.02）慢性

發聲抽動的學生，男生更普遍（P�<0.005）。

這些學生的大部分（45.5％）有過動症。觀察

108 例（7.3％ ±0.02）的學生慢性動作抽動比

發聲抽動常見，這些學生將近一半（48.1％）

有多動症。觀察 22 名學生（1.3％ ±0.01）

Tourette 氏症（發聲抽動和動作抽動持續超過

12 個月）的男 / 女比例為 3.5:1。Tourette 氏症

患者的 72.7％有臨床診斷之過動症顯著高於無

Tourette 氏症患者（P�<0.001）。

有 CTD 之學生的 ADHD 亞型描述請見

表 1。雖然發聲抽動的學生（p�=0.329）或

Tourette 氏症的學生（P�=�0.219）的過動症亞

型統計上沒有差異，患有 ADHD( 合併亞型 ) 和

ADHD( 注意力不集中亞型 ) 的合併有動作抽動

比較多，而 ADHD( 過動 / 衝動亞型 ) 合併有動

作抽動比預期少（P�<0.05）。

表 1。慢性抽動障礙學生過動症亞型的分佈。

過動症型 發聲抽動 運動抽動 Tourette 氏症 總計

無法注意 2（8.30） 7（13.5） 1（6.2） 9（11.8）

過動 / 衝動 3（12.5） 9（17.3） 3(18.7） 12（15.8）

合併 19（79.2） 36（69.2） 12（75.1） �55（72.4）

ADHD 之抽動障礙
我們觀察到臨床上多動症的學生 15％有

發聲抽動，而沒有多動症的學生 1.6％有發聲

抽動。多動症（P�<0.005）的學生因此比較常

見發聲抽動。另外也觀察到臨床上多動症的學

生 32.5％存在動作抽動（P�<0.005），而沒有

多動症的學生 3.8％有動作抽動。

討論

這項研究提供一份關於大樣本的伊朗學齡

兒童慢性抽動障礙，其最重要的合併症，過動

症詳細的盛行率報告，使用雙親報告和臨床訪

談，慢性發聲抽動盛行率為 3.2％和運動抽動

盛行率為 7.3％，其中包括所有診斷為 Tourette

氏症學生的 1.3％。這項研究與以前抽動障礙

盛行率研究發現一樣，其中男生比女生更常

見，在其他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抽動障礙常見於兒童，這項運動障礙據悉

隨著研究方法和研究人群的不同，在學童的盛

行率有很大的不同。更高的盛行率估計出現在

人口基礎的研究。553 小學生的一個社區樣本

報告指出單一短暫抽動症佔 18％和多個或持

續短暫抽動症佔 6％。瑞典的一項研究報告的

短暫的運動抽動盛行率為 4.5％和慢性運動抽

動為 0.7％。所有這些研究確認在學齡人口短

暫性抽動症的共同性。在慢性抽動的盛行率這

種差異的原因被認為是在於確認方法的不同。

在伊朗人口中，很少有抽動障礙的研究，

大部分是有限的 Tourette 氏症的研究。這種

Tourette 氏症據估計，1990 年以來每 1000 個

學童發生人數在 10 至 100 之間。在所有的文

化學童也有發現，但程度有所不同。最近的一

項研究估計整體的 Tourette 氏症國際盛行率為

1%，這似乎是與我們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

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學童要面對的專業精神科

診斷和精神病理的治療。

我們認為，門診為基礎的研究低估了抽動

障礙的頻率，只有少數這些孩子獲得醫學的忠

告。我們相信這也會影響我們報告的結果。教

師接受專門的培訓來觀察學生的抽動，並使用

篩選問卷。

然而，可預見的是，少數抽動的學生將會

漏報。此限制似乎是包括在研究本質中，本篇

報告藉由給予教師詳細和更好的指導，並包括

從父母來的報告，嘗試克服此限制。然而，在

此過程中我們應該考慮一些個案可能漏報了，

這要視家長和老師的反應水平而定。事實上，

篩選過程是由不同的觀察員完成，雖然可靠性

降低，但它可以節省時間和節約成本。

儘管事實是未經處理 CTD 的負面心理影

響不計算在目前的研究中，CTD 帶來的負面影

響預計通過治療干預措施，可以減少和解決。

本研究未能提供可靠的學生學校表現測量，以

評估的 CTD 對學校表現的影響。這樣的評價

對基礎與臨床研究可能更為實際。

目前的研究，首次，提供了伊朗關於 CTD

可靠的信息。當前研究的另一個主要發現是共

存率，或CTD與ADHD並存的情形。此前報導，

CTD 和 Tourette 氏症患兒的最普遍的精神障礙

是 ADHD.

任 何 類 型 的 CTD（76�out�of�161） 有

47.2％的學生有多動症的臨床診斷與 Tourette

氏症有 72.7％的學生有多動症的臨床診斷。這

些數字與許多其他報告都相同。這篇結果沒有

臨床基礎研究的限制也不高估共病率。

目前研究的主要臨床意義是，適當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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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對每個 CTD 學生可能有好的影響。�大多數

CTD 合併過動症患者，多動症的治療，應該是

成功治療的焦點。在以前的神經心理證據支持

研究中已經提到這一點，事實上，超過半數

Tourette 綜合徵的兒童在青春期後期將有行為

和學習問題，這將比 tics 有更強烈的衝擊 . 在

CTD 學生所觀察到的過動症盛行率高大力支持

給予 CTD 學生專業意見，可經由學校衛生部

或地區衛生局提供的年度醫療訪問達成。

歐洲對妥瑞氏症 (TS) 和其他抽搐 (tic)

疾患的藥物治療臨床指引

凱旋醫院 李幸蓉醫師 / 林正岳醫師

Eur.Child.Adolesc.Psychiatry.(2011)..

20:173–196

Veit Roessner • Kerstin J. Plessen • Aribert 
Rothenberger • Andrea G. Ludolph •
Renata Rizzo • Liselotte Skov • Gerd Strand 
• Jeremy S. Stern • Cristiano Termine •
Pieter J. Hoekstra • the ESSTS Guidelines 
Group

歐洲對於妥瑞氏症 (TS) 及其他抽搐 (tic) 疾

患的藥物治療方式有深入的研究及整理。雖

然治療方式在目前眾說紛紜，缺乏嚴謹的篩

選，只有一些有限的資料能符合嚴格的標準。

因此有學者專家整理出最富有實證醫學的報

告並且完整收集從 1970 到 2010 年間刊登在

MEDLINE、PUBMED、EMBASE 的資料，作為治

療的指引方針。

妥瑞氏症是一個神經精神疾病，慢性的動

作型及聲音型 tic 疾患大約佔了 3~4%，TS 大

約佔了 1%。發生年紀大約 4~8 歲，大約 20 來

歲左右會減緩症狀。大約三分之一的 TS 患者

成人後會完全緩解，三分之一具有輕微的症

狀。罹患此種疾病的患者必須要考量其他共病

診斷以及造成病患精神社會方面的影響。

妥瑞氏症 (TS).治療指引

為什麼治療指引難制定，因治療的決定需

考慮其整個發病及被下診斷的過程，每個個體

之間差異性大，以及影響的功能是暫時短暫非

永久性的，且共病的治療會影響本身 tic 疾病

的治療。因此主觀症狀的描述和客觀的觀察並

非完全一致。有些病情不嚴重影響生活娛樂

者，並不需要藥物治療。實際上也只有少數罹

患 tic 的病人會尋求藥物協助。有些患者會用

行為觀察紀錄的方式來協助病情的控制。藥物

治療的確比行為治療方式來的快速且確實，但

藥物治療會讓症狀緩解但無法根除這個疾病。

藥物治療同時也缺乏明確的證明可以提供藥物

在整個自然病程中的實際影響和預後，也無法

得知腦部發展的影響會如何。但不論藥物或是

非藥物的協助都是在衛教疾病之後需要確實執

行的選項，尤其是疾病已經影響到功能的時

候，因症狀可能會惡化，會使整體狀況更為糟

糕。

疼痛在 TS 裡是很常見到的症狀，因 tic 在

肌肉的收縮鬆弛之間是突然且持續的發生，會

引起極度的疼痛，甚至會造成肌肉骨骼傷害。

有些人會頭痛或偏頭痛的惡化，此時治療 tic

疾患的藥物就可以減少疼痛藥物的使用。

因此疾病造成的社會功能影響涉及廣泛，

包含了社交困難、社交隔離、社交上的汙名化

定型、甚至霸凌的行為發生，此時對老師衛教

就是很重要及需要的事。但並非每個罹患疾病

的人都患有社交上的困難，因此在處理上更需

小心翼翼，有人可能過度擔心、有人可能視而

不見。常常低年級遭到同學嘲笑造成社交困難

者在高年級時就常會面臨霸凌的情形。因此除

了適當的衛教孩童、老師、同學外，讓孩童能

正確接受這個疾病並等待緩解的時間，如果可

以，治療 tic 的用藥外也可加上社交畏懼的用

藥治療作為輔助。因社交造成的身心影響，除

剛上述所言外，情緒上的低落、焦慮症狀，低

自尊，以及社交畏懼都會伴隨發生。

其實重度的影響工作表現實際上是很少見

的，但在完成回家作業以及延長入睡時間以及

睡眠狀況都有可能因該疾病而受到影響。聲音

型的 tics 會造成說話的流利度下降影響對話的

功能。

妥瑞氏症藥物治療選擇

藥物治療有可能是最快效果的治療與行為

治療 ( 與行為治療比較時 )，但從未在臨床試

驗中測試此臨床經驗。行為治療同樣有減少

tic 的療效。

遺傳研究迄今尚未成功針對在 TS 患者的

生化途徑明確的偏差。現有的模型主要是根據

藥物的療效，而不是嚴謹和效仿的模式。從臨

床用藥的研究，以及從腦影像研究和從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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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腦脊液、死後腦組織的神經化學而導致的

共同的假設。

Complete.review.
抗精神病藥物

多巴胺 D2 受體阻斷劑的積極作用於抽慉

(tic) 疾患已報告了近 40 年（平均 tic 疾患明顯

下降約 70％的情況下）。特別是紋狀體多巴

胺D2受體的阻斷被認為是導致減少tic。然而，

受體的阻斷也有不良的反應，如錐體外系症狀

（EPS）或遲發性運動障礙（TD）。其他不良

反應，如焦慮發作或高泌乳素血症，其不良反

應，如乳房發育、溢乳、月經不規則、性功能

障礙是較常見的不良反應。此外食慾增加可能

會導致體重增加。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在治療 TS 亦同樣有

效。Risperidone 是最佳證據。此處，我們將審

查所有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在美國 FDA 批准

的非針對 TS 疾病日期的順序。

氯氮平 (Clozapine)，與 5-HT2A、5�HT2C、

5�- 羥 色 胺 和 較 弱 的 D1 拮 抗 劑 性 質 的

dibenzodiazepine，第一個獲得 FDA 批准的非典

型抗精神病藥物（FDA 批准：1990 年），還

沒有被發現在一些個案有助於 TS 的治療，還

記錄了與此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相反

的，據報導，氯氮平加劇 tics，並導致口吃，

面部抽搐，肌陣攣發作。

最好的 TS 治療研究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Risperidone（FDA 批准：1993）與多巴胺 D2 和

5-HT2 受體的高親和力。然而，在一些病例

報告和開放標籤研究，包括小團體的病人，

Risperidone 顯示在不同的年齡段與 Haloperidol

和 Pimozide 療效相似，並呈現較少頻繁和嚴重

的不良反應。

隨後比較 Risperidone 與 Clonidine 治療 8 週

在 21受試者 (年齡在 7至 17歲 )在一項隨機、

雙盲研究與 TS 的效果。Risperidone 與 Clonidine

出現在治療 tics 同樣有效，然而，於共病強迫

症狀的病例中，Risperidone 是較優越的。兩種

藥物治療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輕至中度的鎮

靜，此不良反應隨藥物的持續使用或劑量的減

少隨之解決。臨床上觀察無顯著的 EPS。

此外，在為期 12 週的隨機、雙盲、平行

組研究的同時，Risperidone（平均每天 3.8mg

劑量治療 26例），Pimozide（24例進行治療，

平均每天 2.9mg 劑量）減少抽搐、焦慮、抑鬱

情緒，而強迫症狀，只有在Risperidone組改善。

Risperidone 也似乎是在 TS 患者治療其攻

擊行為有效。在一回顧性病歷研究，22 歲的

TS 和攻擊問題的 5-18 歲的 28 名兒童和青少

年（其中一為女性）（78.5％），平均每日劑

量 2 毫克 Risperidone 治療時，顯示平均攻擊分

數下跌和 Tic 減少。

最後，在與其他藥物相較，Risperidone 的

治療和抽動症狀的自然病程之間的因果關係問

題也被提到。

一篇報告Risperidone導致Tic誘發的案例。

Olanzapine（FDA 批准：1996）在治療 TS

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療效，在過去的 10-15

年。在嚴重的 TS（年齡 19-40 歲），52 週，

雙盲、交叉研究與 Olanzapine（5 例 10mg）

與 低 劑 量 pimozide（2~4mg）。�10mg 的

Olanzapine 與 pimozide（2~4mg） 二 者 相 比，

Olanzapine 顯著減少 tic 嚴重性，並有顯著性為

Olanzapine�5mg 和 pimozide�4mg 相比時亦然。

只有報告一名患者中度鎮靜，Olanzapine 治療

期間，三名病人抱怨 pimozide 治療期間不良反

應輕微的動作和鎮靜。所有患者在研究結束

時，選擇了 Olanzapine 治療。

Quetiapine（FDA批准：1997年），與5-HT2

受體的親和力比 D2 受體已經顯示出其療效，

減少了兩個 TS 孩子的 tic。在 12 個案例，

平均年齡為 11.4±2.4 歲，開放標籤的試驗

quetiapine 顯著的減少 tic。三個案例在治療的

第一週抱怨鎮靜副作用，但在受調查患者的 8

個星期沒有遇 EPS 不良反應，無統計學顯著的

體重增加。相反的，在唯一值得注意的回顧性

研究，一個較長的觀察期和高劑量 quetiapine

（175.0�SD�116.8mg/ 天），唯一不同的是體重

增加的不良反應。quetiapine 也顯著減少 12 名

年齡在 8-18 歲的 TS 患者的 tic。常規實驗室

參數和血清泌乳素值皆正常。

Ziprasidone（FDA 批准：2001）雖然已有

很大的希望作為在 TS 的強有力的治療選擇，

沒有體重增加的問題，只有一個隨機、雙盲、

安慰劑對照研究在 28名兒童和青少年（7�-�17

歲）和一個開放的開放標籤研究，在 24 名兒

童和青少年（7-16 歲）迄今已證明了這種期

望。平均每天 28.2mg 劑量 ziprasidone 降低比

安慰劑更有效地治療 tic 於低劑量 ziprasidone，

輕度的嗜睡是最常見的不良反應（5-20mg/

天），沒有病人出現 EPS、靜坐不能或 TD，

除 PRL 上升。雖然 ziprasidone 的 QT 間期延長

已討論過，周圍的最大血藥濃度 ziprasidone 的

單劑量治療 TS 呈良好的耐受性，心電圖無QT

間期延長的風險升高的影響，甚至在高劑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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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抗精神病藥物無臨床顯著差異。

Aripiprazole（FDA 批准：2002）除了誘導

8 週的開放標籤試驗期間與 aripiprazole 的給藥

策略沒有體重增加，72 名兒童年齡在 6-18 歲

的青少年與 TS。儘管有在 5 例患者的體重增

加。根據臨床有效的劑量（10-30 毫克 / 天）

的治療，aripiprazole 具有 80-100％ D2 受體結

合。然而，儘管在活躍狀態的 D2 受體結合，

aripiprazole 顯示 30％多巴胺的協同作用。

因此，Budman等在他們的回顧研究發現，

37名兒童和青少年TS使用 aripiprazole 的觀察，

以往治療尚難治的這些患者中，aripiprazole 仍

然減少 tic 以及脾氣爆炸性爆發。aripiprazole 的

耐受性相當好，雖然 8/37（22％）的孩子停

止治療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體重增加、靜坐

不能，這項研究在 29 個案例 12.3mg/day（SD�

7.50）。噁心和鎮靜，最常報告的不良反應，

2個星期內改善。

對於最新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藥 paliperidone

（FDA 批准：2006 年），以及 sertindole（不

被 FDA 批准在美國使用）於 tic 的治療，沒有

已經公佈的數據。

去甲腎上腺素劑.(Noradrenergic.agents)

在一般情況下，去甲腎上腺素能藥物

（clonidine,�guanfacine,�and�atomoxetine）大多在

兒童和青少年使用合併注意力障礙（ADHD）

和輕微的 tic，其療效在治療多動症的症狀。

它們對�tic�壓制的效果比抗精神病藥物一般說

來似乎較小。

儘管近三十年，在治療的 TS 頻繁使用的

A-2 腎上腺素受體激動劑 clonidine，clonidine 對

照研究為數不多，它用在美國比在歐洲較為普

遍。

也有經皮吸收的 clonidine 製劑，雖然沒有

客觀的改善，大多數的受試者認為他們得到了

改善。clonidine 的不良反應包括鎮靜、口乾、

頭痛、煩躁不安、mid-sleep�覺醒。應在基線

測量血壓和脈搏，並且應在調整劑量監測血壓

和脈搏。血壓監測在後續的具體準則尚未確

定，但建議脈搏和血壓的變化定期監測，暗示

心血管問題（例如：運動耐受力、頭暈、暈厥）

症狀。基礎和後續心電圖已在某些治療指引中

建議。雖然血壓一般非 clonidine 的問題，應教

育患者和家屬突然停藥 clonidine，高血壓、抽

搐、和焦慮可能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許多作者

報告說，不良反應往往是輕微和短暫的，這種

看法是不完全由他人支持，特別是在中度至嚴

重抽動需要更高的 clonidine 劑量。

Guanfacine，另一個 α-2 腎上腺素受體刺

激劑，有溫和的療效，減少�tic，在改善兒童

和青少年的注意力。guanfacine 的開放標籤研

究在 10 名兒童與 TS 和 25 名未用藥兒童（23

男、2女）發現 7-16 歲 TS�+ADHD 的�tic�的顯

著減少嚴重性和改善注意力。

此外，病例報告，相比之下，在另一個雙

盲、安慰劑對照研究對 24 例 TS 患兒的年齡

在 6-16 歲 guanfacine 並不優於安慰劑。總之，

無論是 guanfacine�將有效地用於治療中度至重

度�tic�仍然懸而未決。

guanfacine 的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嗜睡、

頭痛、疲勞、鎮靜、頭暈、煩躁、上腹部疼痛、

噁心。

有一關切 guanfacine 誘發兒童躁狂的傾

向，個人或家庭史以及暈厥發作可能是由於藥

物引起的低血壓或心動過緩傾向。guanfacine

在歐洲多個國家批准用於治療高血壓，已在幾

個歐洲國家退出市場，可能是由於缺乏市場。

SNRI�atomoxetine�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用

於治療兒童多動症 ( 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 )。

此外，在治療 tic 和多動症的共病，其療效在

148 名兒童在大�industry�sponsored�的多臨床中

心研究測試。atomoxetine 減少�tic�和多動症的

症狀，及 TS+ADHD 的亞組。平均脈搏和噁心

顯著增加，於 atomoxetine�用藥期間觀察，食

慾減退，體重下降。此外，個案研究，描述了

病人經歷的體現，復發，或 atomoxetine 治療

後�tic�發作。

替代品

Tetrabenazine，1 囊泡單胺轉運類型 2 抑

製劑，消耗突觸前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儲存和阻

斷突觸後多巴胺受體。鑑於多巴胺的假設超敏

受體被認為是負責在 TS 的抽動，tetrabenazine

可能是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替代。不良反應包

括嗜睡 / 疲勞（36.4％）、噁心（10.4％）、

抑鬱（9.1％）、失眠（7.8％）、靜坐不能 /

帕金森氏症（6.5％），但這些症狀的改善隨

劑量減少改善。大多數患者抗精神病藥切換到

tetrabenazine 後失去了體重。有遲發性肌張力

障礙或嚴重的不良反應報告。與此相反，有一

個約兩個 TS 患者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後遲發性

肌張力障礙的報告。堅持 dystonic 運動後違規

藥品被停止和改善 tetrabenazine。總之，這些

研究結果的鼓勵，以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共存疾病導致往往更多的臨床減值，可能

更比治療 tic 自己。因此，這是至關重要的，

決定治療方案時，選擇適當的治療目標（抽動

或共存條件）。根據決策樹看到每個問題（減

user
刪除線

user
註解
請刪除

user
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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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造成的，應優先治療抽動和共存條件）

(圖1）。Tic障礙，包括TS的治療決策樹。

治療適應症“Tic 引起主觀不適（如疼痛或損

傷）”、“Tic 導致持續病人的社會問題（如

社會孤立或霸凌）”、“Tic 對病人造成的社

會和情感問題（如反應憂鬱症狀）”和“Tic

導致功能的干擾（如學業成績的退步）”。實

心箭頭的一個新的水平評估 / 治療成功後，虛

線虛線箭頭監測治療，兩種治療方案之間的虛

線箭頭交替。

                         Yes 

     No 

                         Yes 

      No                 Yes 

                                       No 

      No 

                           Yes 

                                             Yes 

                                                No 

Tic 疾患 

衛教 

有 tics,但無需

治療 
觀察追蹤 

有 tics,有合併

症需優先治療 

有 tics,需治療,

行為治療優先 

治療合併症 

針對症狀的 

行為治療 

Tic 持續,需

要治療 

合併藥物 

行為治療 

合併不同種類

的藥物治療 

有 tics,需治療,

藥物治療優先 

Tic 持續,需

要治療 

藥物治療

替代性治療(於

特殊醫療中心) 

                                            Yes 

註：�患者偏好（心理教育）和可用性治療師必

須在考慮治療方案的選擇。DBS 深部大腦

刺激，THC(Tetrahydrocannabinol) 四氫大麻

酚。

Methylphenidate（MPH）的長期治療不伴

有 tic 嚴重程度的增加。在一個為期兩年的前

瞻性、開放標籤研究中，公共衛生治療效果評

估在 34 個多動症和青春期的孩子多與慢性 tic

障礙，沒有發現維持治療期間，運動或發聲

tic 改變頻率或嚴重性的證據，而保持初始行

為的改善。這些研究證明，無論是 tic 患者的

治療，也沒有在停止治療時導致 tic 發作。因

此，在接受長期興奮劑藥物維持治療的兒童在

興奮劑藥物突然停藥，不會出現導致 tic 頻率

增加或嚴重度惡化。

然而高劑量的興奮劑，在 MPH�45�毫克

b.i.d.�範圍和 dexamphetamin�22.5 毫克 b.i.d.，仍

可能導致（可逆）抽動加重。因此，興奮劑一

般，可安全地使用 TS 和多動症的兒童，當使

用劑量根據典型的臨床滴定法。

TS 藥物治療的臨床建議的幾個問題

不幸的是，沒有很大的證據改善，有關以

來，Robertson�and�Stern 概述 TS 說，“TS 的藥

物治療已演變從病例報告，臨床經驗和最近雙

盲試驗，通常是在小患者人數”。理想的情況

下，藥物根據 EBM的原則，必須證明其療效、

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然而，即使在

今天，很多藥品可能考慮在藥物治療的 TS 療

效的證據往往是基於開放研究或隨機、雙盲、

安慰劑、對照相當小的樣本量的研究。因此，

只存在一個藥物，廣泛在歐洲批准治療 TS，

這是 haloperidol。然而，由於其不良反應，通

常是時下藥物在臨床使用中的第三選擇。

目前，儘管如此，主治醫生應該知道的問

題藥物的副作用輪廓，並發起足夠的和適當的

臨床和實驗室控制。

此外，TS 患者的行為和藥物治療效果的

比較研究是缺席的。因此，目前還沒有科學的

數據可以指示行為治療或藥物治療，何者應首

先嘗試。

然而，行為治療需要足夠的動機和一定的

反省能力，在有些年輕患者，這可能會限制它

的實用性。治療後病人的心理教育徹底的偏好

是決定藥物和行為治療之間的一個重要面。

評估治療反應

臨床醫生應告知病人和他們的父母，TS

藥物治療的目標不是完全消除 tic，而是實現

旨在消除心理障礙，減少 tic 的引發。對�TS 藥

物治療效果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會導致挫折的

孩子、家人和醫生。此外，渴望徹底抑制 tic

可能導致過度用藥和不良反應，比 tic 本身導

致更多的問題。一個常見的例子是過度治療，

導致兒童白天過度鎮靜或不健康的體重增加。

家庭應告知該藥物通常只在 tic 症狀減少 25％

到 50％的結果。

此外，臨床醫師應意識到在評估 TS 治療

效果時 tic 病程起伏。最好是堅持使用正式 tic

嚴重程度量表，以更客觀地評估治療，隨著時

間的推移。也許是最合適的工具是 YGTSS，半

結構化面試的記錄數、頻率、強度、複雜性、

單獨的運動和發聲 tic 的干擾。但也 TS 的嚴重

程度量表（TSSS）Shapiro�et�al.，這是更短、更

容易使用，可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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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Most�common�and� important�medication� for�pharmacologic� treatment�of�Tourette�syndrome�and�

other�chronic�tic�disorders

藥物 適應症
初始劑量

(mg)
治療劑量
範圍 (mg)

常見副作用 治療初及控制期間需做的檢查
證據
等級

α-adrenergic�Agonists

Clonidine
ADHD/
TS

0.05 0.1–0.3 姿勢性低血壓 , 鎮靜 , 思睡 . BP,�ECG A

Guanfacin
ADHD/
TS

0.5–1.0 1.0–4.0 姿勢性低血壓 , 鎮靜 , 思睡 . BP,�ECG A

Typical�Neuroleptics

Haloperidol� TS 0.25–0.5 0.25–15.0
EPS , � s ed a t i o n , � i n c r e a sed�
appeitite

CBC,�ECG,�BW,�transaminases,
NE,�PRL

A

Pimozide TS 0.5–1.0 1.0–6.0 EPS,�鎮靜 ,�食慾增加 CBC,�ECG,�BW,�transaminases,�PRL A

Atypical�Neuroleptics

Aripirazole TS 2.50 2.5–30
鎮靜 ,�靜坐不能 ,�EPS,�頭痛 ,�
食慾增加�( 較其他精神病藥
少 ),�姿勢性低血壓

CBC,�BP,�BW,�ECG,
transaminases,�blood�sugar

C

Olanzapine� TS/OCB 2.5–5.0 2.5–20.0 鎮靜 ,�食慾增加 ,�靜坐不能 ,
CBC,BP�,�ECG,�BW,
electrolytes,� transaminases,� PRL,� blood�
lipids�and�sugar

B

Quetiapine� TS 100–150 100–600
鎮靜 ,�食慾增加 ,�激昂 ,�姿勢
性低血壓 .

CBC,�BP,�ECG,�BW,
electrolytes,� PRL,� transaminases,� blood�
lipids�and�sugar

C

Risperidone TS/DBD 0.25 0.25–6.0
EPS,�鎮靜 ,�食慾增加 , 姿勢性
低血壓 .

CBC,�BP,�ECG,�BW,
electrolytes,� PRL,� transaminases,� blood�
lipids�and�sugar

A

Ziprasidone� TS 5.0–10.0 5.0–10.0 EPS,�鎮靜 , CBC,�ECG,�BW,�transaminases,�PRL A

Benzamides

Sulpiride�� TS/OCB
50–100�
(2�mg/kg)

2–10�
mg/kg

睡眠障礙 ,�激昂 ,�食慾增加 ,�
CBC,�ECG,�BW,�transaminases,
PRL,�electrolytes

B

Tiapride� TS
50–100
(2�mg/kg)

2–10�
mg/kg

鎮靜 ,�食慾增加 ,
CBC,�ECG,BW�,�transaminases,
PRL,�electrolytes

B

Evidence�level:�A�( ＞ 2�controlled�randomized�trials),�B�(1�controlled,�randomized�trial),�C�(case�studies,�open�trials)

DBD�disruptive�behavior�disorder,�OCB�obsessive–compulsive�behavior,�TS：Tourette�syndrome,�EPS：extrapyramidal�symptoms

Table 2   European experts’ recommend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tic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ased o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which medication the expert clinician 
would consider first, second, third, and subsequent choices in, provided there would be 
no contra-indication for any of the available agents and no comorbidity

Agent Expert rating Agent Expert rating
Risperidone 60 Quetiapine 4

Clonidine 37 Tetrahydrocannabinol 2
Aripiprazole 33 Desipramine 1

Pimozide 32 Botulinum toxin 1
Sulpiride 24 Thioridazine 1
Tiapride 21 Guanfacine 1

Haloperidol 17 Oxcarbazepine 1
Tetrabenazine 9 Atomoxetine 1
Ziprasidone 6

We�received�22� responses�out�of�60�questionnaires�and� rated�each� first�choice�agent�with�4�points,� a�second�choice�agent�with�3�

points,�a�third-choice�agent�with�2�points,�and�additional�agents�with�1�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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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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