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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六月份舉辦的第十六週年年會暨學術討

論會，順利改選出新任的理監事，感謝大家的肯定

，由我接任本屆的理事長。今年年會Merikangas教授

雖然骨折受傷未能親自來演講，但仍熱情以網路轉

播方式進行兩場精彩演講，特別感謝前秘書長梁歆

宜醫師的立即幫忙，得以即時轉播，Merikangas教授

將明年11月18-22日在台灣舉行的WPA世界大會擔任

大會主題演講嘉賓，我們將有機會再次聆聽她的精

湛演講。

首先恭喜獲得優秀期刊論文獎的林祥源、顏正

芳醫師；獲得年會講述論文獎的謝成、林祥源、郭

柏秀及胡慧芳；和獲得年會壁報論文獎的楊立光、

劉黛玲、尹嘉麟、陳品臻。本季通訊也特別刊出這

些得獎者的得獎感言，鼓勵他們在繁忙的臨床工作

外，仍然積極地進行研究，足為年輕的醫師及學生

的楷模。

本期的通訊內容相當精采。感謝台大醫院團隊

們提供了四篇以"性別不悅"為主題的文章。我們學

會一向在IACAPAP的大會有亮眼的表現，今年八月

在南非舉辦的第21屆大會，我們的表現依舊令國際

友人稱讚不已，學會將在11/22舉辦繼續教育，讓精

彩內容能分享給會員。最後，也讓我們最感驕傲光

榮的是宋維村醫師，獲得IACAPAP國際貢獻獎的肯

定，在閉幕典禮上由我代為接受，讓台灣的兒童青

少年精神醫學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我將在冬季通

訊整裡這些精采的紀實和照片分享給各會員。

明年，有更多的活動要在國內外舉辦；首先是

2015年2月28日在台大兒童醫院B1舉行的台、法學

術研討會，3月8日美國精神衛生總署Leibenluft教授

進行的兒童精神疾病的影像醫學工作坊；2015年

8/19~22在吉隆坡舉辦的第8屆亞洲兒童青少年精神

醫學年會(ASCAPAP)；11月18-22日在台北舉辦的

WPAIC等。鼓勵全體會員及早準備，投稿論文積極

參加，增加本會在國際兒童精神醫學領域的能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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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 公 告

一、依第九屆第二次（2014/9/13）理監事會

議決議：通過李旻靜、謝依婷、戴瀅純、

徐志雲、陳俊元、侯秉沂、葉恩琪、彭麗

芸、王雅甄、金韋志醫師入會申請。

二、依第九屆第一次專科醫師臨時甄審委員會

決議（2013/9/14）： 

    103 年度甄審通過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名單：

　　沈眉君、陳劭芊、許智堯、朱仲翔、 

陳牧宏、劉昭郁、賴柔吟、楊蕙年、 

姜學斌、鄭凱仁、黃翔瑄、李昀澤、 

紀美宏、李吉特、黃于倫、周植強、 

蔡佩蓉。

三、為配合國外講師時間，2015 年第 17 周年

年會擬訂於 2015 年 6 月 14 日舉行；地點

暫擬定為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四、2015 春季繼續教育日期確認在 2 月 28 日

舉行，形式為台法學術交流，屆時邀請外

交部及相關單位官員蒞臨開幕式。

五、專科醫師證書展延規範，增加詳細延緩

規則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民國 88 年  7 月 17 日 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11 月  4 日 公告

民國 92 年 12 月 28 日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民國 95 年  9 月 23 日 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民國 103 年 9 月 13 日 第九屆第一次甄審聯席會議修訂

第一條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

特訂定本原則。

第二條　凡取得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且為本會個人會員，並具有下列四項條件之一者，

得向本會申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

1. 本原則公告日之前已執行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門診業務，每週至少一次，累積達兩年

者。

2. 本原則公告日起兩年內，在已向本會報備之醫療機構開設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門診

執行醫療業務，每週至少一次，累積達兩年者。醫療機構開設兒童青少年門診的報備

文件及程序另訂之。

3. 本原則公告日起兩年後，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

受本會認可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滿一年者。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訓練課程及其認定辦法另訂之。

4. 已取得經本會認可之外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者。

第三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之申請，應依第二條各項所述之條件檢附相關文件及費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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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條件（如二）

文件等
1 2 3 4

1. 申請書 ˇ ˇ ˇ ˇ

2. 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ˇ ˇ ˇ ˇ

3.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證明 ˇ

4. 在醫療機構開設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門診執行醫療業務

之證明
ˇ ˇ ˇ

5. 最近一年，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三張 ˇ ˇ ˇ ˇ

6.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ˇ

7. 甄審費（由本會另訂之） ˇ ˇ ˇ ˇ

 
第四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之甄審，由本會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執行之。依第二條第 3 項及第 4 項所訂之資格申請甄審者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擇期舉

行甄試。

第五條　甄試方式分為筆試及口試兩部份。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者，不得參

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兩年。筆試三次不及格者，需於專科醫師

訓練醫院接受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在職訓練滿一年，取得證明文件，始得再申請參加筆

試。領有外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參加專科醫師甄審者，得免筆試。

第六條　經甄審及格者，由本委員會報請本會理監事會核備後，發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證書，有效期限為六年，並公佈其姓名。

第七條　發給前項專科醫師證書，本會得酌收證書費，費款由本會另訂之。

第八條　持有本會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之本會會員，得於證書六年效期屆滿前半年向

本會申請展延。

第九條　1. 申請展延證書須提出過去六年間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工作之證明，及過去六年間

參加有關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繼續教育學分證明達一百二十單位以上，其中由本會或

經本會認可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主辦者至少需佔所有課程之百分之

六十（即七十二單位以上），但經本會認可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主

辦者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取得教育學分之相關規定由本委員會另訂之。

2. 專科醫師如遇特殊狀況（出國、重病…等），以致繼續教育積分累計不足，可在證書

到期前半年內提出說明，併附申請書、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延長累計積分期限，經甄審

委員會核可並發函公文後，可延長累積積分期限至多為一年，延長期限期間，專科醫

師資格仍為有效。下次累積積分年限為五年。

3. 專科醫師資格一經終止後，如要取得專科醫師資格，須依程 序提出重新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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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申請展延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及費用：

1. 申請書（向本會索取）。

2. 第九條所訂之證明文件。

3. 最近一年，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三張。

4.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5. 展延證書費用（費款由本會另訂之）。

第十一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之甄審，由本會設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

辦理之，其職責如下：

1.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認定相關事項。

2. 各醫療機構開設兒童青少年門診報備之相關事項。

3.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之相關事項。

4.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試之相關事項。

5.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之核發及展延事項。

6. 其他與甄審有關之事項。

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具有以下資格之一者遴選之，本會

理事長為當然委員暨召集人。

1. 本會理監事。

2. 教育部頒定講師以上資格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家。

3. 本會審定合格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資深主治醫師。

第十三條　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委員由本會理監事會遴聘之。任期同理監事，每期改選不得超過

三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遺失或破損者得申請補發。

第十五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科醫師依法被撤銷其醫師資格或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

者，即同時喪失本專科醫師資格。

第十六條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科醫師執業中違反專業執業倫理或喪失專業執業能力者，經本

委員會調查聽証及四分之三以上（含）委員之決議，得撤銷其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

科醫師資格，經本會理監事會核備後公告之。

第十七條　本原則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5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13, No. 3, Summer 2014

專 欄 文 章

與兒童性別不悅 (Gender Dysphoria)

持續與終止相關因素之量化追蹤研究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UME 52 NUMBER 6 JUNE 

2013

Thomas D. Steensma, PhD. , Jenifer 

K. McGuire, Ph.D., M.P.H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戴瀅純 醫師

前言：

許多兒童曾有過「性別不悅」的經驗 ---

也就是因天生性別與自我性別認同不一致而產

生的不悅感，但這種感覺不一定會延續到青

少年或成人時期。然而，有少部分 ( 約 2~27%)

的兒童會持續有性別不悅的困擾，並開始尋求

性別重置的管道。之前對於兒童性別不悅持續

或終止之相關因素了解有限，過去有研究顯示

持續因子可能和兒童期「性別不悅的強度」、

「性別差異行為 (gender-variant behavior)」、「動

機或認知架構之差異」相關；另外長期研究也

發現兒童性別不悅未來有較高的同性、雙性性

取向發展，但發展的機制仍不明朗。

因此本研究檢視與兒童性別不悅持續或終

止的相關因子，比較相關的變項，並追蹤該群

兒童性取向發展、身體形象、性別不悅的強度

直到青少年時期。

研究方法：

參與者：此研究之對象為荷蘭阿姆斯特丹

的 127 位青少年 (79 位男孩，48 位女孩 )，他

們都是在兒童時期因性別認同問題被轉介，經

過數次詳細面談、心理評估以確立診斷和了解

其認知、心理、社會功能。持續追蹤四年後，

其中有 47 位青少年 (23 位男孩，24 位女孩；

共佔總人數 37%) 仍持續有性別不悅，並尋求

藥物、賀爾蒙或手術的治療；另外 80 位則沒

有提出性別重置的需求。故依據其需求將其分

為持續組 (persisters) 和終止組 (desisters)。

評估方法：.

一、兒童期—

1．  紀錄原生性別、評估時的年紀、診

斷 ( 是否完全符合 DSM-IV-TR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之診斷 )、社會角色轉

換 ( 如衣著、髮型改變、換名字等 )、

雙親婚姻關係、雙親社經地位、智商。

2．  評估性別認同、性別不悅、心理功能、

同儕關係。

二、青少年期—

1.  再次評估性別認同、性別不悅、身體

形象及性取向。

分析： 比 較 持 續 組 (persisters) 與 終 止 組

(desisters) 的上述各項。

結果：

1、  持續組的預測因子：原生性別為女性、

接受評估時的年紀較大、社會角色轉

換、性別不悅的強度等皆與其持續與

否有關。

2、  性別認同：持續組的性別不悅強度顯

著高於終止組。

3、  身體形象：持續組對身體特徵、第一

第二性徵的不滿意度都明顯高於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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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4、  性取向：持續組的性取向在吸引力、

性幻想、性行為皆傾向同性別，且無

男女差異；終止組的原生男性在性吸

引、性幻想、性認同都傾向同性別，

女性則無此傾向。

討論：

本研究印證了過去的研究結果，即持續組

的青少年有較高強度的性別不悅、對身體特徵

較不滿意、較強的同性性取向；另外也發現女

性的持續比例較高，而心理功能、同儕關係與

持續與否無關。而過去較被忽略的項目，如兒

童轉介評估的年紀、對性別認同的認知 / 情緒

反應、社會角色變化等，在此研究被證實與持

續與否相關。

在性別考量上，此研究發現女孩被轉介評

估時的年紀大於男孩，較常出現角色轉換的行

為，亦有較高比例的 GID 診斷；因此可以推測

持續因子有男女的差異，在臨床評估處遇時應

納入考慮。然不論性別，「對性別認同的認知」

是主要的共同預測因子；通常持續組的青少年

認為自己是另外一個性別，而終止組希望自己

成為另外一個性別。

此外，兒童社會角色轉換是一個重要的因

子，和性別不悅的強度有明顯關聯，且其比例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已明顯超越性別不悅持續

組的比例；也就是有一大部分的兒童可能會經

歷一番掙扎，變回原本的性別角色。這樣的機

轉、歷程仍需更多的追蹤研究，而醫療人員可

以提供的協助就是告知必要的資訊，陪著家長

和兒童一起衡量利弊、面對性別角色轉換的挑

戰。

Practice Parameter on Gay, 

Lesbian, orBisexual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Nonconformity, 

and Gender Discordance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徐志雲 醫師

摘譯自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12;51(9):957–974. ( 譯註：本篇為

AACAP 官方發布的臨床指引，針對同性

戀、雙性戀、性別不順常規及性別不一致

的兒童青少年提出處遇準則，因篇幅限

制，本文僅摘譯名詞定義及處遇原則等章

節 )

名詞定義

 生理性別 (sex)：依解剖學上的性器官分為

男 性 (male) 與 女 性 (female)。 雖 然 經 常 是

二元劃分，但性發展疾患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亦 會 導 致 間 性 (intersex) 的 狀

態，此狀態不在本臨床指引討論範圍之內。

 社會性別 (gender)：社會上對於一個人是男

性或女性的觀感。

 性別角色行為 (gender role behavior)：依各種

活動、興趣、象徵能力、作風、以及個人

或社會屬性，區分為陽剛 (masculine) 或陰柔

(feminine) 的行為。

 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個人對於自己是

男性或女性的覺察。通常與個人的生理與

社會性別一致，自三歲即已發展，並且終

生保持穩定，但仍有少數人會發生變化。

 認同 (identity)：個人在社會文化脈絡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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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抽象覺察，與性別認同不一樣的是，

此一定義更為廣泛 ( 相等於自我認同 )，且

通常於青少年時期才確定。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個人對於何種性

別的人會感到性吸引 (erotically attracted)。其

中包含多種面向，如性幻想、生理反應、

性行為、性認同、社會角色等。

 同性戀 (homosexual) 者指的是對於同性

感到性吸引的人，英語世界中稱男同性

戀為 gay，女同性戀為 gay 或 lesbian。

 異性戀 (heterosexual) 者指的是對異性感

到性吸引的人。

 雙性戀 (bisexual) 者指的是對於同性或

異性都可能感到性吸引的人。

 性少數 (sexual minority)：此處定義為同性戀

與雙性戀的成人或青少年。

  性偏見 (sexual prejudice)：對於同性戀者的

偏見，舊稱”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 或”

恐同”，嚴格來說恐同並非恐懼、而是敵

意，因此恐同一詞並不精確，但在口語當

中仍常使用。

 內化的性偏見 (internalized sexual prejudice)：

口語稱為”內化的恐同”，指同性戀者本

身接收了反同性戀的態度而發生自我厭惡

的情況。

 異性戀主義 (heterosexism)：個人或社會預

設異性戀比其他性傾向來得更好 ( 有時難以

明確覺察 )。

 兒童期性別不順常規 (childhood gender non-

conformity)：個人的性別角色行為與一般

文化常規相異。文獻中亦曾以”性別變

異”(gender variance)或”性別不典型”(gender 

atypicality) 來指稱同樣的意義。

 性別不一致 (gender discordance)：生理性別

與社會性別不一致。文獻中亦曾以”性別

認同變異”(gender identity variance) 來代表

性別不一致的現象。

 跨性別 (transgender) 者：性別認同與生

理性別不一致者。

 變性者 (transsexuals)：跨性別者經由穿

著打扮、賀爾蒙治療、變性手術等方

式，讓自己的生理 / 社會性別與自己的

性別認同趨於一致。此方式亦稱為”

性別重置”(sex reassignment)。

 性別少數 (gender minority)：性別不順常規及

性別不一致的兒童、青少年及成人。

處遇原則

原則一：.兒童青少年的診斷內涵須包括與

年齡相符的性發展評估

與性相關的評估包括性的感受、性經驗、

性別認同與性角色行為，評估過程中須注意採

行”不評斷”的態度，並且不預設個案的性傾

向 ( 例如以詢問”你有親密關係的對象嗎？”

取代”你有男友 / 女友嗎？”)。

原則二：.兒童青少年性少數的評估需特別

注意保密原則

保密原則對所有病人都很重要，尤其對兒

童青少年的性少數更重要，許多兒青性少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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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都有過被排擠、被霸凌的經驗，因此對於出

櫃更加謹慎，也更注意醫師的用詞及隱微的態

度。醫師也需注意，個案如果尚未準備好就對

家裡出櫃，也可能會造成被家庭驅逐的危險，

因此保密原則需要適當地被保證。

原則三：.兒童青少年性少數的家庭動力，

需要在主體、家庭及社群的文化

框架中來探討

兒青性少數的家人可能會因各式各樣的理

由尋求心理專業人員協助，例如同性戀是不是

暫時的現象、怎麼預防自己的小孩變成同性

戀、如何幫助孩子面對霸凌或憂鬱等等。治療

的重點應放在處理偏見和汙名。

每個家庭面對孩子出櫃的態度各有不同，

有的很意外、有的很沮喪、有的很支持、但也

有的將孩子趕出去。被家庭拒於門外的兒童青

少年可能會經歷強烈的孤獨感，對於自信心、

親密感、以及形成認同都有負面影響。被汙名

化的青少年亦是輟學、流浪街頭、物質濫用、

憂鬱、自殺的高危險群。醫師須致力於減低個

案非理性的自責和羞愧，並且提升家庭支持與

同理的力量。

宗教經常也是影響個人認同的重要因素，

宗教的保守或自由風氣差異很大，有些宗教極

力反同性戀、對於性別角色也秉持相當傳統的

嚴格態度，隸屬該宗教的兒青性少數可能就會

面臨性別認同與家庭價值觀難以整合的問題。

但也有些宗教開始嘗試以更包容的態度看待性

少數，整個社會與文化都在劇烈變化當中。醫

師必須尊重個案的宗教信仰，並且時時協助個

案整合自我的性別認同與宗教認同。

原則四：.醫師須探詢兒童青少年性少數生

活中可能造成精神疾患的危險因

子

霸凌性少數的兒童與青少年可能經常性地

遭到同儕騷擾，導致慢性憂鬱、焦慮、甚至自

殺。醫師應提供諮詢、倡議，協助學校、警政

及相關單位達到對於霸凌”零容忍”的政策目

標。

自殺性少數的自殺意念、自殺企圖較一般

大眾高，同性戀者在自我接受之前的自殺危險

性尤其更高。家庭連結、成人照顧及校園安全

皆是對於自殺有效的保護因子。

物質濫用有些青少年在夜店尋求同志認

同，並且接觸酒精與藥物，物質濫用的危險性

因此提高。

HIV/ 愛滋及其他性傳染病青少年可能因為

欠缺自信、判斷力、或者不懂如何溝通安全性

行為，而讓自己暴露於性病的風險之中。要減

少性病風險，不僅應提供正確的性病知識，也

應提供情緒的支持以及實用的安全性行為方

式。

原則五：.醫師應致力於增進性少數性心理

的健全發展，讓個體保有整合認

同及適應環境的能力

讓兒青性少數能夠健全發展一直是醫師最

主要的目標，臨床上可以藉由心理介入，協助

個案及其家人接受同性戀、以及讓個體發展健

康的關係。隨著社會上性少數的能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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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志的孤獨感減少，但也要注意這會讓部

分同志更可能被貼上標籤。

原則六：.醫師應了解，沒有證據顯示性傾

向可以被治療所改變，而這些改

變的企圖可能是有害的

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顯示性傾向能夠被

改變，在成人身上，改變性傾向的”修正療

法”(reparative therapy) 已證實無法改變性傾

向、並且顯著傷害自信心。

同性戀並非疾病，也無法治療，要求性別

不符常規的兒童去順從性別角色，也無法預防

其發展為同性戀，反而造成家庭排拒、損害人

際連結與自信心。另外，由於霸凌的對象常常

來自於成人的態度或暗示，如果成人的態度是

壓抑性別差異的發展，也會造成性少數的兒童

成為被霸凌的目標。因此任何企圖改變性傾向

的介入都是禁忌症 (contraindicated)。

原則七：.醫師在選擇兒童青少年的治療方

式與目標時，應先對於性別不一

致的自然進程及精神病理有所了

解

性別不一致的兒童和青少年須將性發展疾

患納入鑑別診斷考量，若有性發展疾患則可能

需要加入內分泌治療。

兒童早期曾有許多兒童期性別不一致的治

療方式被提出，但都沒有隨機對照實驗做為驗

證。近期提出的治療策略主要針對親職指引與

同儕互動，但僅限於非對照的案例系列報告。

對於是否應該將性別不一致的兒童送到他所期

待的單一性別學校，目前亦無明確指引，因此

仍須依照臨床判斷權衡，亦須考量在單一性別

的學校中遭到霸凌的可能性。

青少年跨性別的青少年與成人經常希望藉

由賀爾蒙、變性手術讓自己的生理性別與性別

認同趨於一致。他們也可能會尋求非法藥物來

達成賀爾蒙療效，這可能會增加副作用的危險

性。對於持續有變性意念的青少年，治療的重

點應在於協助其做出符合發展階段的變性決

定，以減少變性過程中的共病發生。

原則八：.醫師應成為學校、社區及其他健

康提供者的聯商對象，為性少數

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發聲

評估兒童青少年性少數的校園、社區及環

境文化是精神科的重要課題，醫師應了解，並

非個案生活周遭的所有人都知道其性別認同，

因此醫師應與個案共同討論哪些對象可以出櫃

到何種程度。醫師也應思考關於倡議反歧視性

少數的法案，並將相關資源加入學校的課程當

中。

原則九：.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應了解兒童青

少年性少數的社區相關資源

許多社區組織提供性少數學生支持性的安

全環境，醫師也應協助個案及其家人得到相

關資源。( 譯註：原文提供許多美國的同志資

源。在台灣，完整的同志友善資源可詳見台

灣同志諮詢熱線網站資訊 http://hotline.org.tw/

services/89，或輸入關鍵字”同志友善資源”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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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性別殊異與成人性取向 

前瞻性研究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張鎔麒 醫師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13;10:2723–2733
DOI: 10.1111/j.1743-6109.2012.02701.x
Thomas D. Steensma, MSc, Jan van der 
Ende, MSc, Frank C. Verhulst, MD, PhD, and 
Peggy T. Cohen-Kettenis, PhD

一、前言

近幾年來，許多研究討論兒童時期的性別

殊異、性別行為與成年的性取向和性別不適的

關係。目前為止，此議題如何運用到一般大眾

仍然不太清楚。為了能夠更了解在一般大眾，

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與成年的性取向成年的性

取向的關聯，需要進行隨機樣本與標準化評估

的前瞻性研究。

不論其用來檢視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的方

法為何（例如：是否有跨行別的遊戲、活動或

打扮，對於同性別或不同性別的認同），回顧

性或者前瞻性研究的結論是相似的。回溯來

看，同性戀者比起異性戀者之個案在兒童時期

有更多的跨行別行為。臨床研究也指出許多有

性別殊異的青少年與成人在兒童時期就開始有

類似的情形。前瞻性來看，兒童時期的性別殊

異與成人時同性與雙性的性傾向也有關係。許

多研究也顯示轉介的個案中兒童時間與青少年

時期的性別殊異的關聯性。

然而，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與成年的性取

向和性別不適相關的原因仍然不太清楚。其中

一個解釋是這些現象擁有相同的生理路徑。有

證據顯示與性別相關的行為與產前腦部的性荷

爾蒙所影響。至於成人的性傾向與性別不適，

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腦部結構被發現有不同的

地方，而不同的變性個案間（男性變女性與女

性變男性間）的神經解剖構造也是不太一樣。

然而目前並沒有直接的生理性證據來解釋兒童

時期的性別行為與成年的性取向和性別不適的

關係。

關於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與成人的性傾向

或性別不適的研究方式，回顧性的研究會因為

回憶的誤差而容易遭受批評。關於過去的記憶

很容易因為社會化與文化的刻板印象而被錯誤

的回想或扭曲。關於此方面的前瞻性的研究是

很少的。只有一篇研究提及兒童時期性別殊異

的程度越高，青少年時的性別殊異與性別不適

也會越強。1970 年之前關於性傾向的研究大

部分則是以個案報告的方式。

因此為了能夠更加了解兒童性別殊異與成

人性傾向與性別不適的關係，對一般兒童進行

前瞻性的研究是需要的。

二、方法

研究參與者與進行方式

從 1983 年 開 始， 位 於 荷 蘭 鹿 特 丹 的

Erasmus MC-Sophia 兒童醫院針對情緒與行為問

題的兒童進行以族群為基礎的縱貫性研究。一

開始有 2600 位介於四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其

中 2076 位（84.8%）參與這項研究。在 1983

年進行初步的評估，每兩年針對父母與小孩做

後續的追蹤（1985, 1987, 1989, 1991 年）以及

1997 年與 2007 年。

這 2076 位個案中，只有 1297 人在 1983

年是小於 12 歲的 （T1, N = 1,297），而這些

兒童中，有 879 位（67.8%）持續參與研究至

2007 年（T2）。 T1 個案中平均年齡為 7.5 歲

（範圍為 4 歲到 11 歲），T2 個案平均年齡為

30.9 歲（範圍為 27 歲到 36 歲）。兒童性別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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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是根據父母或是照顧者的報告，而成人的性

傾向與性別不適則是根據個案自己的報告。中

途退出研究的族群與完整接受研究的族群在男

女性別比例上有顯著統計之差別，男性退出研

究的比例明顯較高。這兩個族群在年紀部分則

沒有顯著的差別。

評估方式

兒童性別殊異（T1）

使用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中的

兩個部份進行評估，Item 5 的“與相反性別類

似的行為”與 item 110 的“希望變成另外一

個性別”。

父母主要對其小孩過去的六個月做評

估，評分為 0 = 不正確，1= 部分或是有時正

確，2 = 非常正確或是經常正確 。藉由 Cohen-

Kettenis 等人提出的方法將這兩個項目合併為

一個評估性別殊異的量尺，分數從 0 分到 4 分

（Cronbach’s alpha 0.41）。只要分數等於或

大於 1 分就代表有性別殊異。

成人性傾向（T2）

主要以四個問題進行評估：（1）性吸引力:

什麼性別對你比較具有吸引力？ （2） 性幻

想：什麼性別是你性幻想的對象？ （3）性行

為：你與什麼性別有過性行為？ （4）性認同：

你認為自己的性傾向為何？性吸引力、性幻想

與性認同相關的問題由七個分數間距的 Kinsey 

Scale 所評估，分成：一定為異性戀（0 分）到

一定為同性戀 （6 分），而我們再進一步根

據上述的分數分成三組：（I） 異性戀，Kinsey 

0-1 分（II） 雙性戀，Kinsey 2-4 分 （III） 同性

戀，Kinsey 5-6 分。

至於性行為，兩個問題會被詢問，（I）

有沒有同性的性伴侶，或是同時有不同性別的

性伴侶？或者 （II）有沒有異性的伴侶？性傾

向的問題不管在什麼性別，在效度方面是很高

的（Cronbach’s alpha 0.91）

成人性別不適（T2）

性別不適由四個問題所評估。前面兩題來

自於 DSM-IV-TR 中性別認同疾患的診斷標準：

（I） 過去的 12 個月中，你是否有希望或是想

要成為男性或是女性？（II） 過去的 12 個月

中，你是否對於身為男性或是女性感到不開

心？另外兩個問題分別為：（III） 過去的 12

個月中，你是否對於你的性別認同感到困惑？

（IV） 過去的 12 個月中，你是否考慮過以另

外一個性別生活在社會中？ 因為這四題合併

為單一量尺時的信度較低（Cronbach’s alpha 

0.45），這四個問題分別進行分析，而答案則

被分成兩組（0= 從未或是極少，1= 有時、經

常與總是）。

統計分析

使用 SPSS 來進行分析，利用線性回歸來

評估性別與年紀是否可以作為性別殊異的預估

因子。利用邏輯迴歸分析來評估性別殊異是否

可以作為性傾向的預估因子。同樣的，利用邏

輯迴歸分析來討論性別殊異與性別不適的關

係。

三、結果

兒童性別殊異

有 5.8% 的兒童被報告有性別殊異（879

人 中 有 51 人 ），62.7%（32 人 ） 為 1 分、

25.5% （13 人） 為 2 分 , 11.8％ （6 人）為 3

分。其中 Item 5 有 41 人，Item 110 有 19 人，

兩個 Item 皆有的有 9 人。其中，女性相對于

男性有較高的性別殊異強度（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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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時期的性傾向

0.1–2.3% 的參與者於性傾向的評估中報

告“不清楚”。同性或是雙性戀的傾向占所有

參與者的 1.7–4.2%。性別無法在性吸引力與

性認同中預測雙性戀，但是在性幻想的這個面

向中，女性比起男性有 7.8 倍雙性戀傾向。男

性則比女性更常有同性的伴侶（OR = 0.3, 95% 

CI = 0.08–0.85）。

兒童性別殊異與成人時期的性傾向

研究指出，不管男性或女性，性別殊異與

成人同性性取向都有顯著意義（同性戀者在

性別殊異組佔 10.2-12.2%，非性別殊異組則為

1.2-1.7%）。但性別殊異與成人雙性戀則沒有

統計上之關聯。而性別殊異的程度與成人時的

同性或雙性戀傾向也沒有顯著的關聯。

兒童性別殊異與成人時期的性別不適

在 879 未參與者中，32 位（3.6%，18 為

男性與 14 位女性）報告有性別不適。其中性

別對於性別不適並無顯著的差異。這 32 位個

案中，沒有任何一位在兒童時期有被報告有性

別殊異的現象。

四、. 討論

我們在這份研究發現，不論男性或是女

性，在兒童時期有性別殊異的族群相較於沒有

性別殊異的族群有 8-15 倍有同性的性傾向。

而這兩個族群在雙性戀的部分則沒有顯著的差

別。然而，其他四個大型的前瞻性研究則顯

示，臨床轉介來具有性別殊異的族群有更高的

比例有同性或是雙性戀的傾向。這個差別與此

份研究的方法學似乎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的研

究指出有 85% 的非轉介的性別殊異個案在成

年後還是為異性戀者。一份對於丹麥民眾所做

的研究指出成年人為同性或是雙性戀者的比率

為 1.7％ -4.2%。而我們的研究也發現約有 5.8%

的兒童有性別殊異，而其中女性的比例又比男

性來的多。

然而，這份研究的限制在於評估性別殊異

的量尺比較少，只有藉由兩項問題來建構性別

殊異的概念（與異性相同的行為與想要變成另

外一個性別）。我們研究指出性別殊異與性傾

向的關係，但是卻沒有觀察到兒童時期性別殊

異的程度與成人性傾向的關係。另外，或許因

為這份研究中的雙性戀族群個案數較少，造成

性別殊異與成人雙性戀無法觀察到顯著的關

係。

    

關於成人的性別不適，我們預期可能觀察

到非常少見（甚至沒有）的個案數，但是性別

殊異的族群應該有較高的性別不適現象。然

而，此篇研究卻顯示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無法

預測任何一例成人的性別不適。這或許與下列

兩個因素有關：（1）我們將 DSM-IV-TR 中性

別認同疾患的診斷標準放入評估的要素中，此

份研究發現有 1.5-2.0% 的成人有這個情形，這

與一般我們所認知的性別認同疾患的盛行率

（男性 1:11.900 、女性 1:30.400）有很大的不

同，個案回答的性別不適，可能與我們所認知

的有些落差。（2）有研究指出，只有較高強

度的性別殊異才會造成後續的性別不適，因此

此篇以大眾為樣本所做的研究與我們在臨床上

碰到的性別殊異可能有某些程度上的不同。

    

總結來說，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與成人時

同性性傾向有顯著的意義，但是此關聯比起臨

床上轉介的個案來的低許多。臨床工作者可以

告訴父母或是主要照顧者，小孩目前的性別殊

異情形是很難預測其長大後的性傾向與性別不

適的出現。因此與其壓抑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

或是鼓勵其接受難以回復的變性處置，或許採

用更為平衡與中性的做法會來得更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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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和青少年性別不安的臨床處置— 

荷蘭經驗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陳俊元 醫師 

摘錄自

de AL, Cohen-Kettenis PT.  Clinical 
management of gender dysphor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Dutch approach. J 
Homosex. 2012 ; 59 (3) : 301-20.
de Vries AL 等人著

一 ...前言

荷蘭第一個針對性別認同問題的專門門

診中心成立於西元一九八七年的 Utrecht 大學

醫學中心。於西元兩千零二年，遷至阿姆斯

特丹的 VU 大學醫學中心，目前成為性別不安

的專門中心之一。被轉介的兒童和青少年逐

年上升，目前約有四百多兒童及青少年曾拜

訪這個中心。在西元兩千零四年到兩千零九

年間，每年約有四十多位兒童和青少年第一

次拜訪中心，平均年紀分別約為八歲、十四

點三歲。最近十多年來，十二歲至十八歲之

間的青少年，初診人數漸增，也有年輕化趨

勢。這三十年來，從零到有，累積相當多經

驗。針對小於十二歲的孩童以及介於十二歲

到十八歲間的青少年的診斷流程已逐步建立 

(Cohen-Kettenis & Pfäfflin, 2003; Delemarre-van de 

Waal & Cohen-Kettenis, 2006)，篩檢及診斷工

具亦已開始設立，且針對兩個不同年齡層的

處置，也有其獨到之處。無獨有偶，除了荷

蘭，在國際上同時間也發展許多治療準則 (de 

Vries, Cohen-Kettenis, & Delemarre-van de Waal, 

2007; Di Ceglie, Sturge, & Sutton, 1998; Hembree 

et al., 2009; 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gender Health, WPATH, 2011)。荷蘭，特別

在青少年的性別不安臨床處置上，居於國際領

先的地位。荷蘭經驗被廣泛討論，部份處置被

認為有效， (Cohen-Kettenis & van Goozen, 1997; 

de Vries, 2010; de Vries, Steensma, Doreleijers, 

& Cohen-Kettenis, 2010; Smith, van Goozen, & 

Cohen-Kettenis, 2001)，部份招致批評 (Korte et 

al., 2008)

二 ..脈絡

  病因：

研究至今，尚未找到決定非典型性別發

展的病因。最極端狀態的性別不安，或是

在 DSM-IV 裡面所稱的性別認同障礙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 有多因素影響。不管心

理、社會因素與生物因素，皆影響。生物因素

之相關理論，可參考 Meyer-Bahlburg 在西元兩

千零一十年所做的文獻回顧。過往曾有學者

提出，可能與精神科疾病有關，如：邊緣性

人格 (Lothstein, 1984) 及精神病狀態 (a Campo, 

Nijman, Merckelbach, & Evers, 2003)，但近年來

針對成人性別認同障礙所做的分析則無法驗

證這些假說 (e.g., Gomez-Gil, Vidal-Hagemeijer, & 

Salamero, 2008; Haraldsen & Dahl, 2000; Smith, 

van Goozen, Kuiper, & Cohen-Kettenis, 2005)。

針對轉介至特別門診的兒童青少年有比

較常見內化的精神病理特質 (Cohen-Kettenis, 

Owen, Kaijser, Bradley, & Zucker, 2003; de Vries, 

Doreleijers, Steensma, & Cohen-Kettenis, 2011; Di 

Ceglie, Freedman, McPherson, & Richardson, 2002; 

Wallien, Swaab, & Cohen- Kettenis, 2007; Zucker 

& Bradley, 1995; Zucker, Bradley, Owen-Anderson, 

et al., 2010; Zucker, Owen, Bradley, & Ameeriar, 

2002) 。 Zucker 等學者發現轉介至多倫多特別

門診中的男孩有較多分離焦慮，媽媽有較多

精神病裡特質。但在荷蘭經驗中，只發現焦

慮特質存在於被轉介的孩童 (Wallien, Swaab, et 

al., 2007; Wallien, van Goozen, & Cohen-Kettenis, 

2007)，但父母的精神病理特質則沒有被證實 

(Wallien, 2008) 。針對性別發展的研究顯示，

除了生物因素外，某些心理、社會因素亦有一

定角色，請參考 Ruble, Martin, & Berenbaum 在



14

西元兩千零六年的文獻回顧。在成人變性者的

研究發現其大腦結構與活化狀態有別於一般族

群。此外，對於性別不安問題，有研究證實基

因扮有相當地位 (e.g., Coolidge, Thede, & Young, 

2002; van Beijsterveldt, Hudziak, & Boomsma, 

2006)。當然上述研究都還相當局限，甚至結

果不甚一致，是否可以加以延伸運用，仍須靜

待進一步研究。

當前的知識，對於性別不安，傾向於受生

理因素影響，同時也受個人內在心理因素與外

在人際因素影響而逐步發展成程度不一、樣貌

不一的臨床表現。基於此，臨床處置上，需持

續多方考量各層面因素，持續分析各種可能相

關因素。

  發展軌跡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面向：

Gender variant behavior 有可能是表達對另

一性別的渴望，也有可能只是正常性別多元發

展的一個階段 (e.g., Bartlett, Vasey, & Bukowski, 

2000)。長期追蹤研究指出，只有一小部份性

別不安的孩童，成年後變成變性者，大部份

只是沒有性別不安的同性戀，少部份則是異

性戀。 Zucker & Bradley 的文獻回顧中，只有

低於百分之十維持性別不安的狀態，近來研

究則約略在百分之十二到二十七之間。Gender 

variant behavior 或甚至是在青春期前符合性別

認同疾患的孩童，大部份長大後，沒有性別不

安的問題。臨床經驗顯示，在青春期開始的前

後，比較可以判斷性別不安是否會持續到成年

期。但是對青少年而言，如果孩童時期就有性

別不安且持續到青春期後，則很少會改變。 

(Cohen-Kettenis & Pfäfflin, 2003; Zucker, 2006)

三 ..孩童

  診斷：

須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多次會談，孩童與父

母一同會面至少一次，每一位父母都須單獨會

談，孩童須多次心理評估。臨床表現個體差異

頗大，有些孩童可開放地談，有些只能在特定

條件下談，有些則是因為父母過於擔憂。認知

功能、心理社會功能、學業表現都要評估。其

他精神病理狀態（自閉、社會焦慮、憂鬱、對

立反抗行為）也要評估。孩童有可能因為低認

知功能及未成熟人格而喜歡跟女孩子一起玩，

或是受自閉症特質的固著興趣影響。

  治療：

治療不是針對性別認同，而是針對伴隨的

情緒、行為或家庭問題。

  親職諮詢：

如果孩童沒有伴隨心理問題，父母夠敏銳

且有適宜教養時，主要在面臨不確定性—孩子

性心理發展多種可能變化時，給與家長支持與

建議。由於大部份孩童過了青春期可能有所改

變，建議不要在前青春期前進行完整社會改變 

— 如：改變打扮、改名字、代名詞稱謂男女

的變化。避免日後想要改變回出生性別 natal 

gender 時反而遭遇問題。追蹤研究顯示，有些

孩童有困難表明想要過回出生性別的生活；或

是孩童其實還不夠了解自己的性別。家長被建

議，如果可行的話，持續跟原來生理同性別的

孩童或成人互動，盡量廣泛接觸原來性別的物

品及活動。不要對 Gender variant behavior 為有

所限制。態度上，支持孩童，同時也給予現實

感，避免其受到負面思想影響。以往研究指

出，Gender variant behavior 容易有負面自我形

象，容易遭遇社會排擠、取笑或霸凌 (Cohen-

Kettenis, Owen, et al., 2003) 。父母需要給與適

當的保護性限制，如，避免因為孩童在街上過

於誇張的穿著而遭遇傷害，須勸導孩童在家裡

可以自由穿著，但出外需要注意安全。小孩會

因此受挫，同時也學會自己不一定可以符合所

有人的期待。這樣的心理訓練對孩童很重要，

更對於日後變性手術術後適應有幫助。雖然賀

爾蒙或手術可以有效減低性別不安，但仍無法

處理心理深層願望或幻想— 「出生時就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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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要的生理性別」，這樣的想法是不可能

達成的。

  針對伴隨心理問題：

轉介地區心理健康機構。心理治療介入可

能可以減少性別不安；如果有找到明確事件或

情境所造成的，如，忌妒剛出生的妹妹。心理

治療可以協助維持正向自我形象及提升因應外

在負面攻擊的能力。

  醫療介入：

尚未進入青春期前，不提供。

四 ..青少年

  診斷：

如同兒童，需要多次家庭與個別會談做完

整評估。需要接受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兒

童內分泌科醫師的會診。以開放、不預設立場

的態度進行會談。理解一般與性心理發展。收

集目前在個人、同儕或家庭方面的生活功能。

多方面地理解性特質，如：打扮的主觀意義、

穿衣選擇、性經驗、性行為、性幻想、性傾向

及身體覺察。首先，確定在青春期時遭遇性別

不安困擾，於初次會談，釐清轉介原因，如：

混淆同性戀或變裝癖。四分之一的來診不符合

性別認同障礙，大部份不會再持續追蹤。第

二，精神狀態或其他議題不會干擾診斷及治

療。第三，評估社會支持程度。診斷過程中，

需要避免不切實際的對未來高度期待，所有治

療的可能與不可能都要詳細地與青少年及其家

長討論，觀察青少年對這些現實問題的因應方

式也有診斷價值。

  治療：

如果有伴隨精神問題或家庭問題需要處

理，通常會轉介靠近病患家庭的機構來進行。

如果相關心理問題無法穩定控制或保證可以維

持穩定治療關係，變性的生理介入措施會暫

停。如果伴有自閉症候群問題需密切與個別治

療師討論 (de Vries, Noens, et al., 2010)。

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需要較長的診斷評估

期，大約一年半，多數是對立反抗行為問題或

多於三種精神科診斷，通常沒有跟兩位親生父

母同住、智商偏低，轉介的年紀較長。

大部分性別不安的青少年無其他心理問

題，仍需要規則心理師會談，處理發展會遭遇

的新問題，如：想約會，但身體還沒開刀或需

要思考不孕的議題。此外，下一階段手術的心

理準備；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如：抽煙、肥

胖，可能對手術有害；如何更有信心並承受不

安全感，來因應焦慮；使用精神運動治療法 

psychomotor therapy 來促進身體覺察與表達內

在感受。

  轉換：

在青春期抑制治療的同時，青少年可以

開始以期待的性別角色過生活。家長與青少

年會獲得協助，很多青少年也獲得變性團體 

Transvisie 的協助。

  醫療介入：

在西元兩千零一十一年發表的世界衛生專

家變性建議中，變性措施的標準照護準則，需

要分階段進行。醫療介入可分成三階段：

一、完全可逆，青春期抑制 GnRHa；

二、 部分可逆，跨性別賀爾蒙治療 cross-

sex hormones；

三、完全不可逆，變性手術。

  第一階段：

「青春期抑制」的介入，可逆性地阻止第

二性徵產生，可持續評估是否有真的變性需

求。而過去二十多年來對性早熟的介入經驗

顯示，性器官在抑制性藥物停止使用後，可

以 再 活 化 (Mul & Hughes, 2008)。Gonadotr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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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ing hormone analogues (GnRHa) 會在 Tanner 

stage 2–3 的時候進行 ( Delemarre-van de Waal 

& Cohen- Kettenis, 2006)。之所以選在青春期早

期，是因為可確認性別不安的相關症狀，而身

體上的性徵仍然可逆，在開始治療之後會消

失。荷蘭法律也規範十二歲之後的青少年有部

分法律行為能力，可以在父母同意下做醫療決

定。首先，青春期抑制後，青少年可以有時間

思考他們的性別認同，也減少因性徵而引發的

困擾。其次，由於身體上無第二性徵，故之後

變性的階段介入會比成年之後才開始容易多，

且對之後生活品質有相當益處。在使用藥物介

入時，規則心理師、精神科醫師回診，包含兒

童內分泌科醫師的專業團隊討論會。

  第二階段：

使用跨性別賀爾蒙治療。荷蘭法律規範

十六歲的青少年可以獨立進行醫療決策。由

於青少年仍多需依賴家長，荷蘭經驗傾向于

獲得家長認可。由於希望性別的第二性徵將

會出現，病患需要進行社會生活轉換。男變

女 Male-to-females (MTF) 或稱變性女孩 trans 

girls 接受女性賀爾蒙，會促進乳房成長及女

性脂肪堆積。女變男 Female-to-males (FTM) 或

稱變性男孩 trans boys 接受男性賀爾蒙，會

變的男性化、聲音低沈、臉部與身體毛髮的

增 生 (Delemarre-van de Waal & Cohen-Kettenis, 

2006)。這一階段，也開始面臨約會、親密關

係、伴侶選擇、職業以及小孩養育的問題。

此時，也開始討論需要接受怎麼樣的變性手

術，以及相關可能性與限制 (Cohen-Kettenis, 

2006)。

  第三階段

十八歲後，如果仍有強烈變性欲望，也持

續符合條件，可以進行手術。變性男孩可以接

受乳房切除、子宮切除、卵巢切除術，或是選

擇陰核釋出術或陰莖形成術。變性女孩可接受

陰道形成術或乳房增大術，如果有使用青春期

抑制，由於陰莖皮膚較少，需要使用大腸組織

來形成陰道。

  治療評估：

對於十八歲前的青少年提供醫療介入，

仍 有 專 家 傾 向 限 制 (e.g., Korte et al., 2008; 

Meyenburg, 1999; Viner, Brain, Carmichael, & Di 

Ceglie, 2005)，但有些則採取開放態度 (Cohen-

Kettenis, Delemarre-van de Waal, & Gooren, 

2008)。早期介入 — 抑制青春期的措施，兩篇

研究持支持觀點，行為情緒困難與憂鬱狀態減

少，整體生活功能提升。至於後遺症則尚未被

證 實 (Delemarre-van de Waal & Cohen-Kettenis, 

2006)，初步資料指出，骨骼發展與胰島素敏

感性並未受影響 (Schagen et al., in press; Vance, 

et al., in press)。

五 ..總結

對小於十二歲、前青春期的孩童而言，重

要的是，去處理可能影響性別不安的各種原

因。性別轉換的程序不要過早進行，仔細觀察

面對青春期的適應反應後再做決定。支持家長

與孩童去容忍結果的不確定性。如果有伴隨心

理問題需予以協助，使小孩可以在最適宜的狀

態下發展。

對性別不安的青少年，在審慎評估下，可

以在嚴格的條件下逐步進行醫療介入。同時，

不排除心理治療的協助。有相關心理問題不一

定是變性醫療介入的禁忌症。重點在於提供必

要資源協助妥適的心理發展與促進生活品質。

相對於變性介入措施所可能造成的生理傷害而

言，似乎延遲協助青少年變性，會影響更多青

少年期與成年期的幸福感受。在荷蘭，性別不

安的評估與變性醫療介入過程中，除了乳房增

大術，幾乎全由社會保險給付，這使得病患不

需受到經濟因素而影響相關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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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感 言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楊立光醫師

此次獲獎的壁報「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之大腦白質完整性 : 擴散頻譜造影研究」是台

大精神部高淑芬教授及台大醫學院光電中心曾

文毅教授共同指導我在台大腦與心智科學研究

所的研究論文，能在學會獲獎實感萬分榮幸 !

首先要感謝在我所服務的三軍總醫院北投

分院所有曾經協助過我的長官、師長、同仁，

以及我的病友們。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之外，還

需要撥出時間去研究進修，很多時間都是被壓

縮的，以致於院內許多臨床或行政的工作都需

要長官及同事們的包容與協助，由衷感謝工作

上的夥伴們。

還要感謝台大腦心所的四位專任老師、光

電醫學中心以及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師長們。

這幾年在老師們的引領下學習，開拓了我的視

野，也看到老師們嚴謹

的治學態度、對研究的

熱情，以及對學生無私

的教導與愛護照顧。也

要特別感謝陳裕仁博士

在影像學研究方法以及

軟體應用上不厭其煩地

指導與協助，才能成就

這篇論文。

再來要感謝我的指

導老師，高淑芬教授與

曾文毅教授。高教授可

謂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從 精 神 科 專 科 醫 師 口

試、兒心受訓，以及就讀腦心所，一路承蒙老

師的照顧與指導。她對臨床、教學及研究各方

面時時刻刻都保持高度的熱忱並無私的奉獻，

一天像有四十八小時似的，對學生們的照顧則

是超乎想像，就像溫暖母親一般細心周到。而

曾教授在神經影像學領域學養豐富，在我對影

像分析的資料覺得茫然時，總能像燈塔般指引

我方向。這幾年下來，跟著老師們前進，看到

了不一樣的世界，有點高興，也有點惶恐，但

是幸好有老師的提點。總覺得老師給我的太

多，而我自己能回報的太少，兩位教授給我的

典範，更像是生命中的導師 (mentor)。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太太瑞茵，今年剛好

結縭十週年，謝謝她在繁忙的教育工作與家庭

瑣事的龐大壓力下，總還是能包容、體諒我，

給我無盡的愛與支持；還有我的一雙兒女子弘

與芷姍，他們可愛的笑容總能化去我一身的疲

憊，讓我更有動力繼續往前。也要謝謝遠在台

南，默默支持我的父母親友。

由衷的感謝，所有照顧、幫助、支持我的

人 ! 謝謝您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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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很榮幸以” Association between types of 

involvement in school bullying and different dimen-

sions of anxiety symptom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in Taiwanese adoles-

cents” ( 刊登於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3; 37: 

263-272) 獲得 2014 年「保羅楊森博士台灣兒

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優秀期刊論文獎」。這個橫

斷面問卷調查研究的目的在於檢驗青少年各類

涉入霸凌經驗和各向度的焦慮症狀之間的關連

性，以及性別和年齡對於兩者之間關連性的調

節作用。我們邀請 5,537 位南台灣青少年學生

填寫研究問卷，以linear mixed model進行檢驗。

結果發現：無論是言語關係霸凌或肢體霸凌的

受害者，都有顯著較嚴重的各種焦慮症狀；言

語關係霸凌的施暴者有較嚴重的生理焦慮症

狀，而肢體霸凌的施暴者則自陳較低的傷害逃

避、社交焦慮、分離恐慌等焦慮症狀；同時為

言語關係霸凌的受害和施暴者，則比單純言語

關係霸凌的受害或施暴者有較嚴重的生理焦慮

症狀；同時為肢體霸凌的受害和施暴者，則比

單純肢體霸凌的受害或施暴者有較嚴重的社交

焦慮症狀。同時，性別和年齡對於某些涉入霸

凌經驗和焦慮症狀之間的關連性具有調節作

用。依據研究結果，在探討涉入霸凌的青少年

的焦慮症狀時，必須應用多面向的焦慮症狀評

估量表進行評估。

青少年焦慮和霸凌是我近年來的研究主

題，這次能以包含這兩個主題的研究獲獎，是

我研究生涯的榮幸。研究發表為團隊合作的成

果，感謝高醫精神科同仁、以及多年來一起努

力的研究助理協助。這是我第三次獲得這個獎

項，雖然學會並未限定得獎次數上限，但未來

我將不再申請，讓更多投入兒童青少年精神醫

學研究的同仁能有機會獲得這個獎項的鼓勵，

謝謝大家！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陳品臻 醫師 

第一次參加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十六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很高興能夠有機

會將關於自閉症青少年語意處理之神經發展機

制的研究成果和與會的醫師、老師、研究者分

享。從參與者之間的切磋討論到評審老師的專

業提問，都讓我收穫良多，不但能夠深入思考

研究上碰到的困難和尚須解決的問題，更啟發

進行新研究的可能性。非常感謝周泰立老師與

高淑芬醫師一直以來的引領與指教，並給予我

機會，讓我學習如何面對研究過程中的挑戰，

也體會到兒少精神領域研究的必要性。期許自

己能夠秉持人本關懷的精神，繼續在研究之路

上努力！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顏正芳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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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謝  成 醫師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肯定。感謝我的老師  高淑芬

教授的指導。感謝研究室助理們辛勞的幫忙。

感謝另一半對我的照顧與支持，讓我能無後顧

之憂兼顧研究與臨床的工作。最後要感謝每一

個參與我們研究的孩子與他們的家人，希望我

們的研究能幫助學界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病

因與治療機轉有更進一步了解，進而幫助這些

孩子快樂地長大。

林祥源 醫師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感謝命運的安排，讓我加入了高淑芬醫師的

團隊，成就了碩士生活中的大小確幸。感謝高

醫師在百忙中每一次的指導、鼓勵與關懷，感

謝腦心所同學楊立光醫師碩士生涯的互相扶

持，也感謝高醫師助理卉怡、鈺倫、雅珊、怡

萱、 宇璇、淑嵐等學姐們的幫忙。感謝心理

系指導教授周泰立老師對我的耐心與信任，研

究室裡一起奮鬥和享樂的苓萱、允中、岱珊、

芳葦，以及充滿愛與熱誠的品臻和殊慧學姐。

這次參加兒心年會，為避免聽眾們因為我的英

文口音而感到疑惑，便在口頭報告前先說明自

己來自馬來西亞，不想竟陸續發現司長、前理

事長和幾位在場的前輩們都曾經待過馬來西

亞，頓時倍感溫馨。而第一次感受到兒心的溫

馨，是在印度與丘彥南醫師、高醫師、顏正芳

醫師、胡慧芳醫師、郭純雅醫師在飯店房間裡

吃水果閒聊。高醫師當時感觸說到大家平常在

台灣分散東西南北各自忙碌，倒是在印度才能

如此悠閒溫馨。參加過幾次兒心的活動後，除

了更覺得那次印度奇妙之旅的珍貴外，看到前

輩們合作為台灣兒心撐起一片天，而我有幸成

為一名過客，偶爾想起覺得像做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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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能有機會參與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學術研討會，從沒在學術研

討會貼壁報經驗的我，帶著自己做的海報來到會場，心裡既是緊張但又感

到興奮，那一天在那裡我體驗到了許多我以往沒有的經驗！原本只是單純

抱著學習、增加經驗值的心情來向各位評審老師、學長姐們分享我們的

研究成果，沒想到能獲得評審老師們的肯定，實在是感到萬分榮幸！我

想這一切都得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高淑芬教授，如果沒有您的細心指導及

鼓勵，我想一定不會有這麼好的成果！也要感謝台大醫院高醫師的助理鈺

倫、詩涵、佳宜、苡珊、春瑛的協助，以及曉梅、心怡和意玲學姊平時對

我的照顧和引領，讓我知道該用何種態度、想法去面對科學上的種種難

題，最後希望我們在自閉症與基因的相關研究能幫助了解自閉症的病因及

致病機轉，進而提供更完善的臨床診斷和治療。

尹嘉麟 醫師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劉黛玲 醫師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年會得獎感言

這次得獎壁報的主題是「門診青少年的校園霸凌經

驗與臨床病理的相關性研究」，對象是邀請兒童心智科

6-12歲的兒童青少年參與研究。研究主要的結果發現在

控制性別、年齡的情況下，不同型態的霸凌施暴者或是

受害者在臨床病理確實有顯著的差異性，而且霸凌的受

害者有較嚴重的憂鬱、焦慮及自殺危險性，霸凌的施暴

者有較明顯的焦慮及自殺危險性。這樣的結果協助我們

在臨床上可以做為評估及介入的參考。過去往往霸凌施

暴者的情緒狀態及自殺危險性常被忽略，由此研究也可

以提醒臨床工作者更積極了解並處理這些兒童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問題。最後很感謝我工作上、研究上及學業上

的恩師-顏正芳教授，從住院醫師開始不厭其煩一路的教

導、帶領我，期許自己在兒童青少年的研究領域能更上

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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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秋季號通訊考題

一、 關於兒童與青少年性少數 / 性別少數 , 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

(1) 性少數 / 性別少數 , 包括同性戀、雙

性戀、性別不順常規及性別不一致

者。

(2) 跨性別 (transgender) 者指的是性別認

同與生理性別不一致者。

(3) 要減少性少數的性病風險 , 應提供情

緒的支持以及實用的安全性行為方

式。

(4) 社會性別 (gender) 是依性器官分為男

性與女性。

二、面對兒童與青少年性少數 / 性別少數個案 ,

醫師的態度以下何者錯誤 :

(1) 不應施行任何企圖改變性傾向的治

療。

(2) 醫師應協助個案及其家人得到同志友

善資源。

(3) 處遇目標應在於減低個案非理性的自

責和羞愧 , 並且提升家庭支持與同理

的力量。

(4) 應假設所有來求診的青少年都是異性

戀。

三、 下列何者與兒童時期的性別殊異有統計

上顯著的關聯 ?

(1) 成人時期的同性性傾向

(2) 成人時期的性別不適

(3)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非

四、 關於性別不安的臨床處置 , 以下何者為

非 ?

(1)  針對性別不安的孩童進行長期追蹤

研究指出 , 只有一小部份 , 成年後變

成變性者 , 大部份只是沒有性別不安

的同性戀 , 少部份則是異性戀。

(2)  針對性別不安的孩童 , 家長被建議 ,

不要跟原來生理同性別的孩童或成

人互動 , 不要再接觸原來性別的物品

及活動 , 以避免孩童性別不安。

(3)  變性醫療介入可分成三階段 : 一、完

全可逆 , 青春期抑制 ; 二、部分可逆 ,

跨性別賀爾蒙治療 ; 三、完全不可逆 ,

變性手術。

(4)  以 荷 蘭 經 驗 為 例 ,G 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 one analogues (G nR H a) 

適合在 Tanner stage 2–3 時進行 , 此

時可以確認性別不安的相關症狀 , 而

且身體上新出現的性徵仍然可逆 , 會

在藥物使用之後消失。

五、 可能會與兒童性別不悅 (Gender Dysphoria)

持續的相關因素 , 何者為非 ?

(1)  強烈的認同自己是另一性別

(2)  與同儕的關係不佳

(3)  不滿意自己的第二性徵

(4)  傾向另一性別角色的裝扮、髮型、

行為

2014 年夏季號通訊考題解答

1. Ans：

(4) 焦慮，憂鬱等精神症狀

2. Ans：

(2)Diazepam

3.  Ans：

(2) 權變管理

4. Ans：

(4) 父母親即使提供較多的監控可能還是無

法對於青少年的睡眠時間和作息做出好

的限制，也無法減少入睡時間變晚及網

路成癮的風險

5.  Ans：

(3) 每週使用網路時間大於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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