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秋季號

 理事長的話
天涼好個秋.............................................................................................................................................1

 秘書處公告..............................................................................................................................................1

 IACAPAP 心得報告 (上 )
	台灣與 IACAPAP 與會感言....................................................................................................................2

	二十屆 IACAPAP 與會感言....................................................................................................................4

 專欄文章
	Mindfulness 與憤怒的治療.....................................................................................................................7
	Soles.of.the.Feet：一種以 Mindfulness 為主之自我控制介入策略應用於合併有精神症狀之

　智能不足個案成效報告..........................................................................................................................9

	以Mindfulness 為基礎的策略應用於亞斯伯格症青少年的攻擊行為控制............................................12

 文獻選讀
	Practice	Parameter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14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11, No.3, Autumn 2012
本期主題 mindfulness 在青少年憤怒與攻擊行為的應用

巴黎。法國

國際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及其相關專業學會第二十屆大會

蔡佳叡醫師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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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 公 告

一、第八屆第一次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決議

（2012/9/16）： 

101 年度甄審通過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名單 ( 依准考證號序 )：黃琳婉、李

顓雅、詹翔琳、蔡佳叡、劉珈倩、陳永龍、

郭純雅、黃靖雯、潘亦蕾、蕭亦伶、劉黛

玲、邱玉京。

二、 第 八 屆 第 二 次 理 監 事 會 議 決 議

（2012/9/16）：通過蔡伯鑫、何俊憲、

吳俊漢醫師入會申請。

三、第十五週年年會擬訂於 2013 年 6 月 2 日

( 週日 ) 於臺北舉行。屆時請所有會員踴

躍參與， 繼續支持學會！

四、依第八屆第一次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決議

通過增修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

辦法，新修訂版如下 ( 粗體字為本次增修

處 )：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辦法

民國92年 12 月 28 日第二屆第五次甄審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9月 16 日第八屆第一次甄審委員會議修訂

1. 各兒青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負責人應

向本會提出兒青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報備

案，並於受訓醫師訓練課程開始日前後之

二個月內行文本會。當受訓醫師中止訓練

時，各兒青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負責

人亦應於訓練中止後二個月內行文本會報

備。

2. 訓練日期依完成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

訓練課程，且為全時 ( 週一至週五 ) 接受訓

練之日期起算。

理 事 長 的 話

天涼好個秋

張學岺  理事長

隨著六月的年會及巴黎的

IACAPAP 會議告一個段落，今

年學會的「大事」，在九月兒青專科醫師考試

結束後，算是告一個段落。

我們誠摯的歡迎通過這次考試，成為我們

最新的夥伴的年輕次專科醫師。新血的熱情、

動力及朝氣蓬勃的氣息，一定會帶給學會許多

新氣象、新思維。

過去，學會由北部幾家醫學中心開始發

展，因而成員的組成也以這幾家醫院的醫師為

主幹。隨著各地兒青精神科醫師訓練醫院的成

立，我們很高興各地區都已有自己培訓出來的

新成員。

一直以來，我們積極鼓吹各地醫師參與學

會的活動，不單是擔任理監事，也開始負責學

會業務。我們真的很高興，南部地區的林健禾

醫師擔任我們的副祕書長，也協助我們成立兒

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的臉書。（請大家加入

喔！）

我們也希望，年輕的醫師可以更積極的參

加學會所舉辦的繼續教育課程。過去兩年來，

我們努力將繼續教育課程與年會的講演、或是

藥廠的會議做出區隔。我們希望繼續教育可以

提供會員由社會、法律、心理及時事的觀點，

探討臨床上常見的病症。希望提供一個可以增

加臨床知識、又可以腦力激盪的時間。

一年容易，又是秋天了。在這微涼的美麗

季節，祝大家，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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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一年期間，若因需要，可分成先後兩

階段於同一家或不同家醫院接受訓練，但

需符合下列條件：

(1) 最多以兩階段為限，第一階段訓練時間

需為六個月以上。

(2) 兩階段之間必須持續開設兒心門診，並

有兒青精神科專科醫師督導。

(3) 第二階段訓練開始前，需事前提具書面

送本會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核可。

(4) 自訓練第一階段開始起，三年內需完成

所有訓練要求，始具報考兒青專科醫師

甄審資格。三年內未完成者，前所接受

之訓練於報考甄審時不被認定。

4. 接受兒青專科醫師訓練之醫師於接受訓練

時，需加入本會為會員或預備會員。

5. 申請兒青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報備時，尚未

取得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應

附完成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之證明文件。

IACAPAP心得報告 (上 )

台灣與 IACAPAP 與會感言

宋維村 教授

1937 年 IACAPAP 在巴黎召開成立大會，

直到 1948 年才在倫敦舉辦第 2 屆大會，從第

3 屆大會起 (1954 年在多倫多 )，每隔四年召

開一次大會，2002 年原訂在新德里召開的第

15 屆大會流產，等到 2004 年在柏林召開的第

16 屆大會起，才正式將大會改為每 2 年召開

一次，成為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界的大事。

1980 年代，徐澄清教授是世界精神醫學

會 (WPA) 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組 ( Section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的積極成員，擔

任財務長 (treasurer)。 徐教授和 Remschmidt、 

Tyano 等教授的關係良好，且曾邀請他們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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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過，徐教授似乎並未參

與 ICAPAP 的活動。1990 年在京

都舉行的第 12 屆 IACAPAP 大會

是台灣和 IACAPAP 結緣的開始。

至今我總共參加過 8 屆大會。

京都大會的在地組織委員會

主席西園教授是葉英堃教授的好

友，他寫信 ( 當時尚無電郵 ) 邀

請我報告「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

教育」和在 Country Profile 報告

「台灣兒童心理衛生服務」，我

恭領指派，並投稿「未達臨床意

義的血鉛濃度和兒童認知功能關係」口頭報

告。當年，一個人在大會中有三個報告極為少

見。這次積極參加支持日本主辦的大會，建立

了我和西園、白橋、山崎 ( 後來為 IACAPAP 秘

書長和副會長 ) 等教授的長久關係，使我成為

後來成立 ASCAPAP 的核心成員，穩定台灣在

ASCAPAP 的會員國和 EC( 類似我們的常務理

事會 ) 成員的角色。

第 13 屆 IACAPAP 大會在三籓市舉行，會

前一年多，會長病逝，柯恩教授 (Cohen) 臨危

受命接棒，使大會能夠如期舉行。這一次，台

灣至少有鄒國蘇、王浩威和我三位醫師參加，

會中和好客且有極佳前景視野的柯恩教授認識

( 他的哥哥當年是美國的國防部長，對台灣友

好 )。柯恩教授積極邀請我們加入為會員國，

鼓勵我們成立 TSCAPAP( 即會員包含兒青醫師

和相關專業，這也是我在討論 TSCAP 章程時，

提 出 TSCAPAP 的 原 因 )， 並 加 入 IACAPAP。 

柯恩主導了 IACAPAP 第 13 和第 14 屆大會，

到他生病逝世，對世界兒童心理衛生有極大貢

獻。

2004 年 在 柏 林 舉 行 的 第 16 屆 大 會 由

Remschmidt 教授任會長，美國的 Belfer 教授、

瑞典的 Rydelius 教授開始他們在 IACAPAP 十年

的貢獻。由丘彥南醫師帶領的台灣與會者第一

次超過十人，高淑芬教授的恩師 Merikangas 也

是初次參加此一盛會。這時 TSCAP 已經成立，

且積極鼓勵兒青次專科醫師參加國際會議，之

後的17屆墨爾本、18屆伊斯坦堡、19屆北京，

和本次 20 屆的巴黎大會，台灣的參加人數逐

次增加，本次已經超過 30 人。在論文報告方

面，除了口頭和壁報論文，19 屆我有 Plenary 

Symposium， 本 次 (20 屆 ) 高 淑 芬 教 授 更 有

Plenary lecture 及許多台灣代表在 Symposium 

presentation。 本次大會在張學堃理事長帶領下，

有五位同仁參加大會晚宴，和大會歷任會長打

招呼、報告我們對大會的支持，Omibudon 會

長甚至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亞洲的台灣，這是歷

任理事長接力努力，做好公關，加上高淑芬教

授等人所帶領的研究實力，長久努力所得到的

結果。

會後剛回到台灣，我忙著辦理醫院院長

WangXy
註解
業英堃

WangXy
註解
張學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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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之際，內人劉可屏突然接到會長的信，

邀請她擔任下任 IACAPAP EC 委員的提名委員

會 (Nominating Committee) 委員。可屏以她並

非 TSCAP 會員而請問其合適性，我亦電詢張

理事長的想法，Omibudon 會長以邀請更多非

精神科醫師及性別平衡的理由而提名可屏代表

亞洲，為七名 EC 提名委員會委員之一。我們

想這也是十多年來和前前會長 Belfer 教授夫婦

等人的情誼，IACAPAP 財務長對兒童保護的關

注，Rydelius 和 Omibudon 二位會長和台灣密切

關係的結果。

以上我把過去 22 年來台灣和 IACAPAP 的

關係做了簡要交待，就像我在台灣精神醫學會

五十週年會訊所寫的，參與國際學會要有人積

極投入，建立多國友誼、相互邀請，互相支

持，要有研究成果提供實質的交流；要有自己

的學會支持，有經費，有時間參與，要安排適

當的學術活動，還要有政府的支持。就目前台

灣兒童心理衛生和精神醫學方面來說，人才、

語言和研究都有中上的程度，若能得到穩定的

經濟支持和政府的明確支持的態度，爭取辦

理第 23 屆以後的 IACAPAP 大會，並積極打入

其 EC 核心 ( 如先爭取 Asian Vice President) 的機

會很大，希望在 TSCAP 理監事會討論，訂定

明確策略和方向，每年年會邀請 IACAPAP 的

president 或 president-elect 來台灣做特別演講

等，並透過 ASCAPAP 和日、韓等亞洲國家建

立良好關係，期待從林宗義教授在 WFMH、和

曾文星教授在世界文化精神醫學會各領一代風

騷之後，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也能在 IACAPAP

發揚光大。

第二十屆 IACAPAP 與會感言

台大醫院精神部 高淑芬主任

第二十屆 IACAPAP 年度大會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巴黎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全世界有八十二個國家參與，約兩千五百位兒

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和

社工師與教育界的人士與會，台灣總共有三十

多位的兒心醫師及研究者參加並發表論文。這

個會議早期由宋維村醫師開始，在過去的二十

年來持續都有台灣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參加，本

人參加過 2006 年在墨爾本 ( 第十七屆 )、2010

年在北京 ( 第十九屆 ) 的會議，由於我們長期

的投入和貢獻，台灣在 2011 年成為 IACAPAP

的正式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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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APAP 相當鼓勵來自世界各國兒青領域

的研究者藉由此會議交換彼此的臨床及研究經

驗，所以其演講、專題報告和壁報涵蓋多面

向、跨文化的新知，非常適合臨床治療者、研

究者的繼續教育及意見交換，由於內容豐富、

選擇性多，像比較生物學方面的研究，雖然聽

眾較少但是討論熱烈。此外，本會議提供良好

的國際交流機會，可以見見久未連繫的國際友

人。

以下是各人對本次會議的感想：

（一）台灣的貢獻：

我們延續以前宋醫師對 IACAPAP 以及亞

洲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努力，讓國際同好

重視到我們的貢獻。所以在 2010 年擬在北京

開會時，要求更改我們的國名，我們藉由電子

郵件表達抗議，我本身也寫給前會長多封電

郵，表達學術和政治應該有所區分，如果必須

要更改國名的話，就拒絕參加北京會議。因為

我們的堅持和過去的貢獻，所以大會做了很大

的讓步，當時所有亞洲國家就改以 Asia 呈現

國名，避免敏感的政治議題，台灣諸位兒青精

神科醫師在當次大會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現，

呈現對國際事務的熱烈參與，在這樣的基礎

下，以及前會長 Per-Anders Rydelius 在去年參

加我們的年會時，更進一步肯定我們在兒青精

神醫學教學、臨床、研究的表現不遜於其他歐

美國家，因此 2011 年的 6 月的理監事會全數

通過 TSCAP 成為 IACAPAP 的正式會員國。

我本人也因為在北京的會前會參與全程的

工作坊和演講，及之後投入 IACAPAP 事務，

因此被現任理事長 Olayinka Omigbodun 任命為

Presidential fellow，並且進入執行委員會，並成

為 IACAPAP 每兩年出版的教科書的編輯。這

次因完全投入會前的委員會議及協助本會議能

順利進行，雖然無法像其他參與者有些時間可

以順道參觀巴黎許多景點，但是這次難得的經

驗，對個人的學術生涯及國際事務的參與學習

良多，也因為我們參加的人數眾多以及對大會

的貢獻，在會議晚宴和最後的閉幕典禮，理事

長特別對所有參加的國家表達感謝時提到台

灣，反倒是沒有聽到她提到對中國的感謝。

（二）亞洲國家在本會的表現：

我被推舉負責以亞洲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會名義組織專題討論會，因為來稿踴躍，最後

共組成了六個專題討論會，主題包括：流行病

學、藥物臨床研究、腦影像學及兒童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推廣。這六個專題討論會結合了亞洲

各個國家相關領域重要的研究者與會，同時

我也參與和韓國、日本、德國共同組成有關

自閉症的基因及腦影像專題討論會，這是在

IACAPAP 前所未有的情形。雖然在演講的時

候，亞洲人或是台灣人去聽的不多，由我主持

或報告的五場專題討論會中，可以看到歐美國

家尤其是在英國好幾位有名學者，對於亞洲的

研究非常感興趣，討論相當熱烈，對於我們成

功地將亞洲的研究讓國際友人看到，並對促進

亞洲地區的研究有正面的影響。

（三）個人國際學術能見度的提升：

我在本次會議共有三場演講，均是我近幾

年在 ADHD 和 ASD 的最新研究，有相當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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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對我的研究深感興趣，提出的問題及

建議有助我思考將來研究的方向，與國際研究

學者交換研究結果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當場我也受邀在明年京都的國際生物精神醫學

會演講，8 月 10 日我又接獲明年在愛爾蘭都

柏林舉辦的歐洲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邀請，

擔任主題演講者，很高興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將

台灣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舞台展現。

（四）台、韓、日三國會議參加的積極性：

因為會議時間是暑假期間，地點又選在巴

黎，所以很多參加者帶著家人一起來度假，所

以真正留在會場的人就減少許多，但可以發現

比較特別的是日本，尤其是東京大學的前主任

Kato 教授（已七十多歲），是享負盛名的亞斯

柏格症青少年成人研究者，仍然在韓、日具有

領導地位。我們可以見證由 Kato 教授領軍，

每天早上至少有二十幾位日本醫師集合，規劃

並分派去聽不同的演講並在晚上一起討論，藉

由這樣的機會很有系統地去了解其他國家目前

的進展，實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覺會場內一

直聽到很多日語交談。在 7 月 24 日和韓國首

爾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的主任、醫師的一起晚

餐時，他們也提到日本因為有 Kato 教授的領

軍，他們非常有組織和規劃性地參加會議，這

些足以讓我們學習。我們學會非常鼓勵年輕醫

師參加國際會議，他們不只可能在自己醫院獲

得補助，學會也特別給予他們二到三萬元的補

助，希望藉由這樣的鼓勵，他們可以在會議認

識更多研究同好，所以非常期待尤其是接受補

助參加會議的醫師，可以學習日本醫師的積極

性。

（五）李柏毅畫展和駐法代表處的晚宴：

這次會議另外一個花絮，是我的病人李柏

毅也受邀舉辦畫展，這是一個讓國際可以看到

台灣典型的自閉症成人，從小就有繪畫天份且

在世界各地展出他獨特的原創性繪畫，透過正

式的記者會和畫展，成功地吸引了法國及其他

國家研究者的注意和肯定，他已受邀在十月份

還會再次在法國巴黎市府展示廳舉辦個人畫

展。本屆因台灣有度位醫師發表論文，法國當

局也提醒台北駐法代表處，舉辦了一個接待會

招待參加的醫師和李柏毅家人，晚宴中我們對

駐法代表官員在國際外交所做的努力有更深入

的了解，也目睹駐法辦事處所在的建築、花園

及演講音樂廳等等的宏偉，是非常難得的經

驗。

在中央社的平面報導提到，因為法國的教

授及駐法代表的協助讓台灣有這麼多的醫師參

加，才能在大會中發光。因為媒體報導一向有

所偏頗，我也電郵此記者表達學會並沒有得到

外交部的補助，所有參加的醫師學者並不是受

到外交部的協調才得以被接受論文，大部分是

學會的補助、個人的醫院和機構資助或是自

費，再加上我們長期在 IACAPAP 的貢獻和研

究表現是非常優異的，所以大會自然地會接受

台灣的論文研究發表，跟駐法代表沒有直接相

關。這點讓我學到，處理這些事情必須要很清

楚，不能因為參加個晚宴就被錯誤解讀我們的

貢獻直接與駐法代表或外交部有關係。我只是

覺得大家這麼辛苦，我們的努力應該被認同，

而非被模糊化。

WangXy
註解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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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的會議，更凝聚了我們的會員及

相關領域研究者對它的認同，這是世界上最大

的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議，也因為我們的努

力而得到大會認同，勢必我們要持續鼓勵我們

會員參與大會，能夠將我們所學所知貢獻於促

進國際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因為這樣參與

國際事務之後所帶來的責任感，實質的付出也

相對地增加，所以在將來，尤其是我自己要花

更多時間繼續地經營國際事務，這是榮耀也是

責任，我在這麼多壓力之下如何平衡這些重要

任務，將是一大挑戰。總之 IACAPAP 的巴黎

之旅是一個非常愉快豐富和榮耀的經驗，對我

個人成長有相當大的助益，我也希望全體的會

員能夠繼續努力，讓學會以我們為榮。

專 欄 文 章

Mindfulness 與憤怒的治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政雄 醫師

摘譯自 Aggression.and.Violent.Behavior.14.

(2009).396–401

2009 年在”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期刊上所登出的這一篇文章，探討的是因為憤

怒所引發的相關問題的處置策略。憤怒情緒的

處理並不是一個很特別的議題，因為經常會遇

到。但這一篇文章的作者們所提到的處置方

法，就值得我們來關心了。作者們所探討的，

不是傳統的心理治療，也不是精神藥物治療，

而是以 Mindfulness 為主所延伸出來的方法。在

文章開頭的摘要中，作者提到：Mindfulness 這

一項技巧在近年來，越來越被廣泛的使用。臨

床上被用在慢性疼痛、壓力、焦慮、預防憂鬱

症復發，甚至是精神病症狀之處置，都有不少

的探討。但較少看到學者將其應用在憤怒情緒

的處理，而這也是作者們撰寫這一篇文章的動

機。

曾有學者提出憤怒情緒有其正向的功能，

包括可以促動心理能量的運作、保護個人的自

尊心、增強堅忍特質，甚至是溝通負面情感

等。但普遍的認知中，仍將憤怒歸屬於具有強

烈破壞作用的情緒，甚至認為憤怒情緒的調節

失度，其實是令個人最挫折的一件事情。（關

於憤怒情緒的相關理論很多，有心瞭解的人上

網搜查就能看到許多資料。）在這其中，心理

學教授 RW ﹒ Novaco 是第一位提到憤怒情緒

是許多暴力行為的核心問題的學者。雖然憤怒

的引發與外在因素以及內在因素有關，但容易

引發強烈憤怒情緒，則其實與當事者許多心理

認知能力的扭曲有關。現有的文獻資料顯示，

認知行為治療對這一類個案的介入處置，大約

有 75% 左右的個案可以改善，但也只是程度

或多或少的減輕，對於其中所涉及的機制仍然

不清楚。因此學者們也認為持續研究發展新

的理論觀點與處遇策略是有其必要的。學者

Howell 指出，現有的治療模式多會涉及到自我

覺察能力與內省能力的高低差別，但這個部份

其實並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去確定是否達

到。而其他學者也對認知行為治療的療效因子

與實際成效之間的關聯性提出質疑，因此作者

們認為實在有提出新的治療架構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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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著提到一個被某些學者倡導的新觀

念── Psychologiacl acceptance。這一個詞的意

思是指「對於發生的事件或任何情境，不是消

極被動的不反應或逃避，而是積極主動的不為

物遷、不隨境轉，還能在這過程自在的面對。」

而從實際治療的狀況來說，接受的內容除了是

事件或情境之外，也包括了自己所產生的種種

想法、感受與情緒。而以「心理的接受」這個

概念為主所發展出來的治療方法，其中之一

就 是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Mindfulness 是

以源自於東方佛教徒的修行法門所發展出來

的一套課程，這一套修行法門的目的是讓人

可以專注、並且能清楚的覺察自己的心念變

化。而 Mindfulness 原創者卡巴金博士曾說，

Mindfulness 就 是「paying attention in a particular 

way: on purpose,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non-

judgmentally」學者 Bishop 曾提出 Mindfulness 操

作模式的兩個要件，其一就是自我專注力的調

控，讓當事者人專注於當下的經驗；第二個

要件則是對當下的經驗，採取好奇、開放而

且接受的替代觀點。這一觀點在 DBT(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原創者 Linehan 的論述中也有

提到。與傳統的冥想靜坐之間的差別，在於

傳統的作法是將注意力集中於一個焦點，而

Mindfulness 則是練習讓專注力單純的接收不斷

流動變化的訊息，並且在這過程中不去作分

別。正統的 Mindfulnee 的做法是將注意力聚焦

於呼吸或身體不同部位的感覺，但也有人將其

他的冥想方式結合進來。除此之外，學習者也

必須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如吃飯、開車等狀

況）練習與運用。

目前在臨床上，結合了 Mindfulness 概念

的治療模式包括了：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

以 及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

等。也有人稱這一趨勢為認知行為治療的「第

三波」。以下簡要說明其中的幾項。

MBSR 是美國麻色諸塞大學醫學中心的

Kabat-zinn 醫生所發展出來的方法，這是一套

可以用團體的方式來進行的技巧。當初發展的

主要目的其實是要減輕病患慢性疼痛的問題，

之後才將它運用到包括心理困擾處置的範疇。

參加者每週要出席 2.5 個小時左右的團體課

程，而且要持續八週之久。除此之外，還要在

家裡做練習，每週六天，每天一次，每次 45

分鐘。而這一些練習的目的是要讓一個人可以

與自己的內在經驗以及外在經驗「同在」。

目前 MBSR 被應用的範圍包括了 chronic pain、

cancer、chronic fatigue syndrome、堃bromyalgia、

heart disease、 anxiety、depression、eating 

disorders 以及 substance use 等。雖然尚沒有針

對憤怒處置的成效報告，但有一些資料顯示

MBSR 有間接減輕憤怒的效果。

MBCT 是從 MBSR 延伸出來的，也是以團

體的分式來進行。練習包括了每週一次，每次

2 小時，為期八週的課程。與 MBSR 不同的是，

MBCT 的目標在於憂鬱症狀復發的預防。MBCT

教導參加者，在觀察自己的想法與情緒的過程

中不做任何評價，只是單純的看著這一些念頭

來來去去，而不將這一些情緒想法認作為自己

的一部分，也不將其當成是真實的反映。而針

對憂鬱症的個案，則是要提昇對復發徵兆的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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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並且採取阻斷症狀循環惡化的措施，乃至

遠離負面思考的影響。藉由練習將注意力「定

錨」於呼吸與身體部位，進而可以時時專注於

當下的每個時刻。而研究結果顯示，MBCT 確

實有減少憂鬱症復發的效果。目前有關 MBCT

應用於憤怒的成效，只有少數碩博士研究論文

發表，而其結論也都是肯定的。盡管如此，也

有學者（Bishop）提出批評，認為 Mindfulmess

的研究在方法上有很多問題存在。這些問題包

括使用未經檢定的測量工具、統計方法上的

問題、沒有排除干擾因子以及沒有使用對照

組等。而這一些問題也是未來要將 Mindfulness 

推展運用時需要再克服解決的部分。

關於 Mindfulness 如何能減輕憤怒所生的

種種困擾，有學者依於行為治療的觀點提出了

一些可能的機轉。但整體而言，Mindfulness 之

所以能處置因為憤怒引發的問題，是可以透過

以下的架構來理解的。首先，藉由不做評價，

也不逃避或去作為的態度，單純的看住自己因

為情境引發的憤怒情緒，進而降低了情緒的反

應強。也就是說，藉由練習 Mindfulness 可以

提高一個人對憤怒的忍受能力，也因此而能做

很好的調適。由於在接觸引發憤怒的情境時所

採取的不評價、不逃避的態度，而形成了 non-

reinforced exposure。這樣的經驗就會削弱當事

者之前對引發憤怒的情境之反應，也可以不藉

由改變認知而影響個人對情緒經驗之評值。

其次，Mindfulness 的練習可以讓當事人將

情緒想法單純的當做情緒想法，而不會當成真

理或事實，因此就無需去逃避或迴避。長時間

這樣練習之後就會形成深度學習的反應，以後

對這一些刺激就不再會採取過度評價的判斷

了。此外，學者 Teasdale 也指出，mindfulness

可以中斷負面情緒常有的重複反芻現象，因此

當患者覺察到憂鬱症狀出現的時候，就可以將

注意力轉移到呼吸或身體部位，而不會掉入重

複反芻的循環當中，就不容易引發憤怒的困

擾。另外也有學者提到，過往憤怒經驗的記

憶，會容易增強憤怒反應；一旦採取不同的觀

點來看待時，就可以削弱或化解所可能產生的

影響。再者，Mindfulness 也可以增強自我監督

的能力，這也是在憤怒治療中很重要的因素。

在 文 章 結 論 中 作 者 表 示， 雖 然 有 關

Mindfulmess 的成效之研究都還缺少普遍實證

性，但依現有的資料顯示，這一套方法的前瞻

性是相當高的，值得有心人多加關注。

Soles of the Feet： 

一種以 Mindfulness 為主之自我控制

介入策略應用於合併有精神症狀之智

能不足個案成效報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梁春茂 醫師

摘譯自Research.in.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

24.(2003).158–169.

前言

對智能障礙尤其是合併有精神症狀的個案

而言，無法控制的攻擊行為常是個案無法回歸

家庭及社區照護的主因。由於社區環境的照顧

不像在醫院或機構般，有經驗豐富且充足的人

力與資源，因此在面對這一些個案突發性的攻

擊行為時，常會有照顧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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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攻擊的問題通常可以藉由環境

控制的行為介入、藥物治療，或合併二者來處

理，對多數個案都有一定效果。盡管如此，仍

然會有少數個案無法藉由這些介入而改善，導

致這些個案會重複住院，進而降低了照顧這類

個案的意願。傳統的治療方法之所以無法產生

效果，有人認為是介入策略的認知性不夠所

致。但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則是傳統的介入策

略並沒有教導智能障礙個案，如何在不同情境

中去處理自己的憤怒。有少數文獻指出認知行

為治療對智能障礙者的憤怒控制是有幫助的，

但這些策略通常需要合併包括放鬆訓練、自我

提醒訓練以及問題解決等多種模式的介入。那

麼，能否找到某種簡易介入策略，可以來達到

相同效果呢？以 Mindfulness 為基礎的介入策

略提供了一個選擇。Be mindful 是能清楚、平

靜地專注於當下的一種心理狀態，能夠安處於

Mindful 的狀況，可以幫助個案更清楚外在環境

的訊息，也能更敏銳於自己內心狀態的變化及

情緒變化，進而可以加以控制。

研究方法

研究個案：James，27 歲，7 歲開始就常

因無法控制的攻擊行為多次住院。15 歲時安

置在寄養家庭，一年後因攻擊而到精神科病房

住院，診斷為行為規範障礙以及輕度智能障

礙，使用藥物治療合併行為治療，並於住院四

個月後出院。往後的十年因反覆出現攻擊行為

而多次住院，也更換了數家安置機構。社區照

護機構到後來要求 James，必須在住院過程中

至少半年以上無攻擊行為，才願意接受個案的

安置申請。

在進入研究前的住院是在 James26 歲時，

因為對他人嚴重攻擊住院。期間使用 Seroquel

及 Zyprexa 等藥物，同時合併行為治療。在經

過四個月行為治療無效之後，行為治療部分在

第五個月開始改為功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模式。藥物也於第八個月改為 Risperdal。歷經

前後十二個月的住院，依然無法有效控制其口

語及肢體的攻擊行為之後，James 要求使用其

他替代治療方式，以便能早日回到社區生活。

流程：方法設計──本研究為單一個案報

告，包括了往前十二個月的資料回溯、五個月

的基準 (baseline) 資料收集、十二個月的治療

練習以及十二個月的後續追蹤。資料評估──

回溯性資料來自於醫療病歷，而研究資料（自

基準期經治療期至追蹤期）收集則包括了工作

人員的評估以及個案自己的評估。評估資料涵

蓋了：可能引發攻擊的狀況、實際發生口語或

肢體攻擊的次數、個案自己自我克制可能引發

攻擊行為衝動的次數、個案被約束的次數、工

作人員受傷的次數、prn 藥物使用次數以及參

與職能及社區治療活動次數。

介入：在基準資料收集期過後，個案要參

與為期五天、每天兩次、每次三十分鐘的冥

想訓練，第二週之後則再加上回家的練習。

James 所學習的技巧稱為 Soles of the Feet，這

是一種可以將個人的注意力從會激擾情緒的思

惟、事件或情境中轉移至某個情緒中立的身體

部位的方法。學會此方法的人可以平靜地去思

考如何因應上述激擾情緒的狀況。當練習此方

法達到自動化程度之後，個案就可以在多種情

境下，無論是靜坐、站立或是慢步行走中運用

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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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es of feet 的作法大致如下：首先，個

案被教導去分辨可能導致攻擊發生的事件或情

境，其次則是練習 Soles of the feet：維持自然、

放鬆的站姿或坐姿，並保持自然平靜的呼吸。

其次則是去回想過去讓自己生氣的事件，並讓

生氣的情緒在腦海中流動而不去做反應，並將

注意力轉移到雙腳的腳跟上。如果在轉移的過

程出現困難，可以試著動動腳趾頭，或去感覺

腳底皮膚接觸地面、襪子質感來幫助自己專

注。在這過程中持續平穩、自然的呼吸，直到

心情恢復平靜。每天不間斷的練習，直到自己

可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靈活自在的運用此一技

巧。

結果

經過十二個月的練習，後續的十二個月追

蹤期間，個案並沒有再做 Soles of the feet 的練

習。在工作人員的評估報告方面，個案在過往

一年的肢體攻擊記錄是 18.8 次，開始參與研

究的基準階段攻擊次數為 15.4 次，開始做介

入之後的那一年，攻擊次數為 2 次，而在後續

十二個月的追蹤期間，攻擊次數為 0。而語言

攻擊的頻率，則分別為 16.2、10.0、2.1、0 次。

而被身體約束次數以及工作人員受傷次數，在

介入期間都降為 0。整體而言，和過去攻擊史

以及基準期比較，在治療期的口語及肢體攻

擊、可能會引發口語或肢體攻擊的事件數目、

臨時使用藥物頻次、約束次數及工作人員及病

友受傷次數均有大幅減少，而這些減少可維持

至追蹤期結束。成功自控的次數以及參與職能

及社區治療活動次數，在治療期有明顯增加，

且同樣可以維持至追蹤期結束。甚至在治療期

的第五個月開始，原本使用來控制攻擊的藥物

Risperdal 也開始減量，最後完全停用。

討論

James 藉由學習 Mindfulness 以增加其對攻

擊行為的自控，由結果看來無論對個案本身、

照顧者及同儕都是有益處的。舉例來說，開始

Sloes of the feet 練習之後，就再也不需要做約

束了；而學習至三個月左右，臨時藥物處方的

使用也不需要了。自從練習一個月後就沒有病

房的工作人員受到攻擊，而三個月後就沒有同

住病友受到攻擊。由於行為改善，工作人員對

於 James 參與職能及社區治療活動感到放心，

而這對之後的社區生活適應及回歸社區有很大

助益。甚至到後來，原本的行為及藥物治療都

可以不使用。James 甚至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套

方法，因為可以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社區的規

範。

James 希望回歸社區的高度動機促使他願

意去學習對他有幫助的替代性的方法。他學得

很快，也會自己反覆練習，甚至曾詢問過治療

團隊為何沒有讓他早點接觸這一治療。從研究

資料顯示，這一方法可以加強 James 對於外在

狀態（可能會引發口語或肢體攻擊的事件點）

及內在狀態（自身激擾的心理情緒）的覺察，

進而促使其可以平靜而清楚地面對不同情境並

且採取適當的行動。

只是關於這一方法為何能產生效果的，目

前也只能就其可能的機轉而做假設。此例雖然

只是個案報告，也沒有對照組，仍然值得後續

探討。Soles of feet 對於心智障礙個案來說，

是較易學且可運用於眾多情境的方法，其推廣

拓展應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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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indfulness 為基礎的策略應用於

亞斯伯格症青少年的攻擊行為控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文瑩 醫師

摘譯自Research.in.Autism.Spectrum.

Disorders.5.(2011).p.1103–1109

前言

亞斯伯格症的盛行率約萬分之二至十，個

案常有持續的嚴重社交互動障礙，但其語言、

認知功能大致無異狀。亞斯伯格症患者出現攻

擊行為的報告時有所聞，但其實其發生率根據

某些學者研究是與一般人差不多的。有文獻指

出，亞斯伯格症個案的攻擊行為可能是由於

「錯誤的情緒調控或是表達生氣的控制機轉出

了問題」；也有學者認為其原因是「想要掌控

情境以符合自己的喜好或選擇，或是要避免或

逃離不喜歡的情境」。此外，攻擊行為也容易

讓他人忽略掉諸如情感性疾患或焦慮症等容易

共病的精神病症狀。

有一份針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患者

的攻擊行為治療之回顧研究指出，亞斯伯格症

個案的治療 : (1) 有少數的個案報告描述其攻

擊行為及治療，但多是質性研究 ；(2) 以行為

介入來處置攻擊行為的研究很少； (3) 以精神

藥物治療攻擊行為的研究也很少。之所以會如

此，有可能是因為這些個案多在社區中生活，

而治療的研究則大多選擇住院或機構中的病

人。另一個可能因素則是攻擊行為的出現頻率

並不高，因此比較不會想尋求協助。

有少量研究指出，以 mindfulness 為基礎

的介入模式，在攻擊行為的治療上有不錯的成

效。例如 soles of the feet 應用於智能障礙合併

有精神病症狀個案；或者其他有行為規範障

礙、以及非行少年之處置上，也有所斬獲。

作者也曾教導三位自閉症個案練習 soles of the 

feet 的方法，發現攻擊行為確實有減少。此效

果維持一年之久，並在接下來三年追蹤中，約

只有一年一次的攻擊事件發生。既然自閉症患

者可經由此方式習得自我控制暴力行為，作者

推論認知能力沒有障礙的亞斯伯格症患者，應

當更能運用這一套方法來自我控制。

研究方法

參加者：參加研究的三位成員都是亞斯柏

格症患者，年齡分別為 15、13 及 18 歲。三

人皆和家人同住社區環境中，未曾安置過，也

規則接受教育。三人都未曾因亞斯伯格症而接

受過其他額外服務，只有學校老師或心理師使

用行為改變策略來處置其攻擊行為。進入研究

前，個案曾使用過藥物，但在研究介入及追蹤

期間，都沒有使用藥物治療。三位青少年在校

攻擊行為不多，但在家及外出的攻擊行為已到

家長無法處理的程度。個案當中的 John，15

歲，自 2 歲開始有攻擊行為，接受過多種治療

無效；Paul，13 歲，10 歲開始出現強烈且衝動

的攻擊行為，接受過藥物及行為治療，效果有

限；George，18 歲，4 歲開始出現攻擊行為，

接受過行為及藥物治療，也曾被約束過，但效

果都不能持續。

定義事件及反應：踢、咬、抓、捶、打巴

掌及破壞物品等，皆被列入攻擊行為。事件定

義為會引發個案攻擊行為的狀況。當定義的事

件發生時，個案如果沒有出現攻擊行為，就算

有自我控制。事件發生頻率由個案、家長以及

手足共同記錄，父母及手足對事件紀錄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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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皆達 100%。

實驗設計及流程：研究分為基準階段、

mindfulness 練習階段與追蹤階段。基準資料收

集階段與其平時生活無異，沒有做任何介入。

三人的基準階段期分別為John 3週、Paul 4週、

George 6 週。而在 Mindfulness 練習階段，則是

由三位青少年的母親，在基準資料收集階段開

始的前一個月，就接受有經驗的訓練師的訓練

學習 soles of the feet 的作法，並且要求三位母

親在自己生活中加以運用，練習控制負面情

緒。在開始介入實作階段的頭五天，母親教導

自己的孩子做每天 15 分鐘的練習。此階段採

取坐姿，由母親做口頭的引導與親身示範來練

習。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會引發怒氣或攻擊的

情境時，則由母親口頭提醒，讓個案做 soles 

of the feet 練習。個案亦可使用教學聲音檔，

以隨身的 ipod 自行練習。每位個案都被要求

每天兩次與母親共同練習，並在任何引發攻擊

行為的事件發生時也做練習。練習要持續到連

續 3 週均未出現攻擊行為為止。John、paul 以

及 George 分別在練習之後的第 17、22、24 週

時達到這個標準。

追蹤階段：追蹤期長達 4 年，在這期間，

個案母親持續做行為記錄。這段期間沒有做任

何介入。

結果

參與實驗的三人其攻擊次數，在基準資

料收集階段分別為 2.67、2.5 及 3.17 次，而在

Mindfulness 練 習 階 段 則 分 別 為 0.94、1.09 及

0.75。在追蹤期間，三個人出現的攻擊次數皆

為 0。其他的相關評估變項，也一致性的都有

改善進步。

討論

雖然亞斯伯格症個案的攻擊行為時有所

聞，但介入性的研究卻極少。我們的研究結果

顯示，soles of the feet 這一套方法或許可以幫

助亞斯伯格患者達到有效的自我控制，我們的

結果也呼應了其他類似的研究結論。在這研究

中，母親學習了 soles of the feet 技巧後，再去

教導自己孩子，也會有顯著的效果。這一結果

就顯示了這個技巧並不必一定得由受過專門訓

練的人員來執行，而且可以成為日常生活作息

的一部分。再者，在 4 年追蹤期間，個案無

需接受外控的訓練或制約，也可以維持不攻擊

的效果，更凸顯了這一套技巧的特殊性與前瞻

性。 

其他相關的研究包括將 Mindfulness 應用在

挑釁行為的自我控制，乃至肥胖、抽煙以及不

適切的性行為控制等。而我們的研究結論則是

錦上添花，進一步拓展這一技巧的應用範圍。

本研究目的不在於探究行為改變的作用機轉，

而在於其實用性。結果顯示，一旦學會該項技

巧後，個案也可以在無他人提醒，於不同的情

境下反射式及自動化地運用該項技巧。猶有勝

者，這會是一種內化的能力，將一輩子跟隨著

個案而能為其所用。其限制在於 : 單純的學會

及掌握技巧是不夠的，還要持續的練習與運用

才能發揮最大功效。一旦熟練也能夠施行一陣

子之後，儘管沒有再繼續練習，其效果也能持

續。對於這些結果，已有學者從腦神經科學的

觀點，企圖來解釋 Mindfulness 是如何的改變大

腦的神經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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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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