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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屆第七次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決議

（2009/9/20）：98 年度甄審通過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倪信章、王宗

熙、楊立光、張元鳳、黃惠群、林秀縵、

陳煥昭、李冠瑩、黃彥勳、劉鴻徽。��

二、�第六屆第三次學術會議決議（2009/9/20）：

因應選舉年，第十二周年年會擬訂於

2010年 6月20日於臺北舉行。英文主題：

From�Research�to�Practice:�Translation�Science�

in��Child��Psychiatry。預計將邀請1位外賓、

3 位國內講師、舉辦 2-3 場專題討論會、

2場口頭報告及壁報展出。

三、�依第六屆第五次（2009/7/18）、第六次

（2009/9/20）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張

勝傑醫師、陳姿婷醫師、李美瑩醫師、張

立人醫師、張嘉芬醫師、許元彰醫師、王

桓奇醫師入會申請。

  

秘 書 處 公 告 心 得 報 告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Training in Germany

Presented on 2009/6/25 in Taipei City Hospital, Song De branch.

Overview by Rey-Djin Chien-Sonntag, Dr. med.,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psychotherapist 

(psychoanalytically oriented),

Clinic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psychosomatics/

psychotherapy (VITOS Rheingau), Eltville, outpatient service.

In Germany the specialty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has been acknowledged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since 1968. In 1992 the title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 changed 
into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 and 
psychotherapist”  which made the psychotherapy 
training a regular part of the whole training.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training 
requires following steps:
1. medical school - regular study period 6-7 years
2.  Five years of residency including four year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minimum 
two years inpatient     service required, max. 
two years in a practice is possible), one year 
of pediatrics or adult     psychiatry (½ year of 
neurology can be counted)

3. Specialization exam (oral)

Training catalog during residency:

l General and special psychopathology, 
including taking history, clinical observa-
tion, and   exploration

l��Reasons for development of mental disor-
ders + treatment plan

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sychosoma-
tics, and neuroses

l�� Test assessments (10x)
l�Neurological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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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dication of psychotherapy and their 
techniques

l�Work with parents
l�Group therapy 
l� Emergencies/ crisis intervention
l� Somato- and pharmacotherapy
l�Documentation, reports 
l� Social laws 
l� Psychiatric expertise for the court (10x)
l�Balint group (70 h)
l� Self awareness training (150 h)
l� Supervision
l�Autogenic training (32 h)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required programs 
has to be signed and acknowledged by the hospi-
tal’s chief at the end of training before an applica-
tion for the speciaization exam can be accepted.

There are different psychotherapy trainings 

offered in Germany:

The only ones covered by health insurance 
are: Psychoanalytical Therapy, Psychoanaliti-
cally oriented Therapy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Next to the main psychotherapy orientation 
you chose you are also required to gain knowl-
edge in another psychotherapy field (this means 
that if you chose a psychoanalitically oriented 
therapy you will also learn the main outlines of 
CBT). 

It requires about 3-5 years of training (most-
ly weekend seminars during residency) which 
cover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psychotherapy, 
techniques etc.

The trainee also has to perform long term 
psychotherapies of multiple patients (overall 240 
treating hours) which are supervised by a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 mostly hospital chiefs 
(but not the one of the hospital you work at). At 
the end of the training there is an oral exam. 

The costs of psychotherapy training are 
mostly covered by the trainees themselves (about 
10000 Euro overall depending on the training in-
stitute).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and educators 
can also become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
therapists in Germany.

Referring to German statistical data (Bun-
desärztekammer Dtl. 2008) there are:
l� 1503�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st/�

-psychotherapists�

� �(22000�children/1� inpatient�doctor,�20000�

children/1�outpatient�doctor)�

lApproximately� 2400�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therapists�(non-medical�background)

l143� hospitals/department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psychiatry

The most common inpatient diagnoses 
are “mixed disorders of conduct + emotions”, 
“conduct disorder”, “hyperkinetic conduct 
disorder”.

Costs of inpatient treatment/ day:  346 €

The most common outpatient diagnoses 
are “ADHD”,”emotional disorders”, “conduct 
disorders”. 

General costs of treatment for 2 outpatient 
consultations/ 3 months: 327 €,

Single consultation/ 3 months: 70 €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clinics 
in Germany offer a variety of special therapies 
as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 therapy, play 
therapy, art therapy, exercise therapy, music 
therapy and horse therapy.

If there is interest in more information you 
are welcome to contac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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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Dr. med Rey-Djin Chien-Sonntag  簡睿瑾

Vitos Rheingau, Klinik für Kinder- und Ju-
gendpsychiatrie, Psychosomatik und Psychothe-
rapie Rheinhöhe

Ambulanz Eltville
Kloster-Eberbachstr. 4, 64539 Eltville
Tel: 0049-6123 602 -683 (or-460)
www.vitos-rheingau.de
reydjin@yahoo.com

Curriculum vitae: 

Born 1976/2/14 in Freiburg, Germany 
1995  high school graduation, Freiburg 
1995-2002   Medical studies at Albert-Ludwigs-

University of Freiburg, Germany 
1999-2001   Doctoral thesis on the vestibular self 

motion perception +neck proprio-
ceptio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2005-2008   psychoanalitically oriented psycho-
therapy training

since 2008   Specialis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psychotherapy  

since 2008  quality manager for hospitals
 

Work locations:

2002-2004  resident at Children’s Hospital in 
Aschaffenburg, Germany

2004- now    Vitos Rheingau (Social Psychia-
tric Center) - Hospit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Rheinhöhe”, 
outpatient service  

天然災害後對 PTSD 影響的因子：兒

童對卡翠納颶風的反應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urse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Children’s reac-

tions to Hurricane Katrina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2009) 344-355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治醫師　呂俊雄醫師

一、簡介

卡翠娜颶風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天然災害

之一，經歷此風災造成年輕人適應困難，然而

有些個人及體質因素也會造成負面後果，但是

很少有研究去探討這些個人特質及體質因素所

造成的影響。了解這些因子對年輕人危險及復

原的影響過程有助於將來的處置。這篇文章主

要是探討情緒、社會及行為的因子相互影響的

加成效果。

兒童遇到災害導致負面的結果，包括憂鬱

及焦慮有關。大多數的研究是探討遇到災害

及 PTSD 症狀，像負面的再經驗、逃避、反應

性麻木、警醒度增加的關連性�(APA，2000)�。�

PTSD 症狀的過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急需了

解隨著時間改變 PTSD 症狀的程度變化與這些

因子的關係。下列因子，包括年齡、性別、種

族、智力及情緒功能，災後環境因子，處置能

力皆會影響 PTSD 症狀的出現及過程。

兒童對颶風的反應，在女生來說，PTSD

症狀的危險性較高 (Garrison，1995)，但是並非

所有的研究都有這樣的發現。災前負面情緒、

災後焦慮症、災前注意力不足及學業困難、社

會支持性不佳及調適困難的個案於災後 3個月

專 欄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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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現較多的 PTSD 症狀�(Cloitre，2002)�。

在颶風侵襲的幾週內，居民歷經撤離家

園、水災、嚴重風災�( 樹木倒在房子及汽車

上 )、設施破壞 (電力、電話、煤氣 )�等災難；

災後，失業率上升到 193%，25% 房屋嚴重受

損，30%居民成為受災救助對象。卡翠娜颶風

後，許多研究探討風災對學生的影響，目前的

研究，多探討 peer�victimization 因素與 PTSD 的

關連，本篇研究個案為離颶風路徑 35 哩遠的

學生，主題為探討 emotional 及 social� factors 跟

PTSD 症狀的關係。

二、方法����

受式對象：來自 Louisiana 州的郊區六年級

的 152 學生 (54% 是女生 )，多是低收入戶，

超過一半的學生有免費午餐。種族分布 61%

高加索人，18%非裔美國人、17%多種族、4%

少數民族。

施測工具：

(1)�填 Hurricane-Related�Traumatic�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量表。共有六個項目，來

評估颶風暴露程度。包括：你有沒有撤

離？你的房屋有沒有嚴重損壞？你有沒

有看到受損的樹木或房屋？你有沒有看

到新聞？你有沒有跟親友分離？你有沒

有足夠的食物跟水？�

(2)�DSM-IV�PTSD�診斷項目，包括：Re�expe-

riencing、arousal� and� avoidant� symptoms

等 24 個項目，用以評估 PTSD 症狀。

　

(3)�Adolescent� Temperament�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EATQ，Capaldi,1992) 中 的

Fear 次量表 (6 個項目 ) 用來評估害怕

反應度 (fear� reactivity)。用 EATQ 中的

Attention�and� inhibitory�control� 次 量 表

(11 個項目 ) 來評估調適能力 (regulatory�

abilities)。

(4)�Social�Experience�Questionnaire�(SEQ，Crick�

1998)�，共有 12 個項目。包括社交排

斥、謠言出賣者、故意為難的面部表

情、打、踢、嘲弄、身體威脅等等來評

估 peer�victimization。

(5)�SEQ 的 pro�social�behavior�subscale 評估同

儕支持次數。

(6)� Self-Report� Coping�Measure� (SRCM，

Causey� 1992) 及 How� I� Coped� Under�

Pressure� Scale� (HICUPS，1999) 來 評

估 externalized，internalized 及 avoidant�

actions 的負向處置 (negative�coping) 反

應。

知情同意書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本人簽

署，災後 1.5 個月及 8 個月分別使用 scales 來

做評估。

三、結果

每個平均暴露於 6 個事件當中的 3 個

事件，男生有較低的風災暴露後的 PTSD 症

狀，害怕及社交支持。少數種族於災後有較

高的 PTSD 症狀，高暴露的人有較高 PTSD 症

狀，暴露與 psychosocial 及 behavioral 變數無相

關， 而 psychosocial 及 behavioral� adjustment 變

數與 PTSD 症狀有相關。Hurricane�exposure、

fear�reactivity 及 negative�coping 有加成效果，而

Effortful�control 有減弱效果。初期較多的 PTSD

症狀與 peer�victimization 有加成效果。有較好

的主動控制能力 (effortful�control) 及較少 nega-

tive�coping 可降低 PTSD 症狀。

四、討論

這篇研究主要是探討數種因子對 PTSD 症

狀的影響，尤其著重在兒童晚期到青少年早

期這段容易受傷的時期。雖然 psychosocial 及

behavioral� factors 被認為會影響 PTSD 症狀的

進行，但研究結果卻跟風災無關。Hurricane�

exposure 可以預測 PTSD 症狀的產生，但無

法預測 PTSD 症狀的進行；若控制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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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initial�PTSD�symptoms 及 soci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可以發現 emotional� factors 及

coping�styles 與 PTSD 症狀嚴重度有關；而開學

時常常受到 peer�victimization 的兒童可預測學

年末有較高的 PTSD 症狀。

這次的研究發現 hurricane�exposure、fear�

reactivity、regulatory� abilities 及 negative�coping�

styles 會增加災後 1 個半月的 PTSD 症狀，

這跟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當我們檢視

PTSD 症狀進行的變化時，這些因子就不再能

預測 PTSD 症狀的進行，只有 peer�victimization

可預測未來症狀的變化。這是第一篇 negative�

peer� treatment 因子的探討，這次的發現也支

持過去的主張，認為災後天天的爭吵會影響兒

童的適應，特別在 early�adolescence 時期 peer�

victimization 因子特別顯著有影響。

這次發現 hurricane�exposure�對 PTSD 症狀

的進行沒影響，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有

兩個可能性，一個是受試者離暴風行徑較遠，

另個原因則是受災程度較輕微，只有損失及破

壞，沒有危及生命的事件，因此減輕了關連

性。我們也發現有較佳的調節能力�( 如 effort-

ful�control)�証明有「保護 - 穩定」效果，特別

在 exposure 較多的年輕人，相反的，有調節困

難的年輕人卻有更多 PTSD 症狀。另外也發現

negative�coping 証明有「易受傷 -反應」效果，

這與過去研究一致。Anxiety 在過去的研究被

認為會增加 PTSD 症狀，但這次的研究卻沒發

現會增加 PTSD 症狀，只是在剛發生的時候會

較嚴重，而災後8個月就不會增加PTSD症狀。

本研究之限制包括缺乏多樣訊息提供者，

僅為年輕人之自填問卷；另外中途退出研究之

個案所暴露的程度更多，但卻搬離災區以致無

法在第二次追蹤時提供資料。相較過去的研

究，本篇研究的優點為收集到更接近風災的資

料；早期評估症狀很重要，因為許多人在 3個

月後症狀就減少很多。而這篇研究的另一個優

點是包括別人所沒有的 fear� reactivity、regula-

tory�ability 及 peer�victimization 還有個人特質及

同儕支持對 PTSD 症狀進行的影響。

本篇研究結果提供精神醫療救災人員在面

對災民的需求，必須考慮青少年人的特質及由

同學得到的支持。需注意那些相較害怕的、較

差的調適能力，以負面處理型式的青少年，因

為可能在初期會有較嚴重的 PTSD 症狀。學校

及精神醫療機構必須把這些危險因子納入於評

估 PTSD 症狀，而精神醫療機構人員也必須努

力降低 peer�victimization，增進 regulatory�ability

並提供更正向的處遇方式以減低 PTSD 症狀的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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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7.4 級地震後在兒童青少年中罹

患創傷後壓力障礙症和憂鬱症的危險

因素

Risk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TSD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ld 

and adolescent victims following a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Clinical 
Practice, 2007; 11(3):190-199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治醫師　何志培醫師

一、引言

近十年來全世界數百萬人口曾遭受人為災

難如恐怖攻擊，或大自然災難如地震、洪水、

颶風、龍捲風、海嘯等的影響。研究顯示，兒

童也像成人一樣會經歷到壓力反應，也會罹

患 PTSD。PTSD 乃是一種延長的病態焦慮，它

甚至會造成嚴重的創傷以致威脅到生命或身體

的完整性，呈現強烈的懼怕、恐怖或無助感。

若要符合 PTSD 的診斷標準，該兒童之反應必

須包含三大類症狀群中一定的數目 : 如重復經

驗此創傷的感受，逃避的症狀，過度警覺 ; 而

且在創傷事件後，那些症狀出現至少達到一個

月。

當然，並非所有經歷創傷的人都會罹患

PTSD，調查者已證實創傷前、創傷後以及創

傷有關的危險因素都會增加 PTSD 的發病性。

創傷前因素包括已存在的焦慮、性別、年齡、

人格特質、密切因素、父母患有 PTSD、家庭

暴力，以及經歷過侵害或虐待。創傷後的情形

譬如和家人分離，家人被取代，不良狀況及缺

乏心理諮商服務等。都會誘發精神疾病的發

生。

研究顯示憂鬱症是災難的一種常見的後遺

症，以及在PTSD中出現眾多症狀重疊在一起，

甚至也會併發其他精神疾病如恐慌症、懼社交

症、物質使用障礙症及其他各種焦慮症。根

據 DSM-IV 的診斷標準，重鬱發作必須在過去

兩周內出現至少下列五項症狀 : 持續悲傷或易

怒，食慾或體重顯著改變，興趣下降，幾乎對

所有活動失去樂趣，睡眠困擾，精神動作激動

或遲緩，無價值感或不適當的罪惡感，精神難

以集中，自殺意念，以及重復出現死亡或自殺

的想法。

本研究主要取材於土耳其 Marmara�區在

1999 年 8 月 17 日凌晨 3 點發生 7.4 級地震及

其後的多次餘震。根據官方估計，死亡人數超

過 20,000，30,000 受傷及失去家園。許多兒童

身陷其中，受傷，目睹死亡和痛苦，或已有家

人死亡。這次突發的大災難及餘震在兒童及成

人產生懼怕、無助及恐懼。考慮到這次地震的

強度及傷害，本研究團隊認為其 PTSD 和憂鬱

的程度比其他許多研究更為嚴重。

雖然整個Marmara�區仍在嚴重地震的威脅

下，但在土耳其兒童造成精神疾病的危險因素

仍未被研究。本文乃根據這次大地震在土耳其

兒童青少年所造成的 PTSD 和 depression，針對

土耳其的文化，探討其危險因素的首篇研究報

告。

二、方法

本研究共有 160 位�(102�girls�and�58�boys)�

在這次土耳其 7.4 地震中受到嚴重衝擊的倖存

者，在災難後參與 6-20 週的精神科會談。其

平均年齡為 14.43 歲，使用 Logistic� regression�

去測試災難前、災難相關及災難後的因素在

診斷上的影響和產生 odd� ratios� (�OR� )�。其中

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有 self-report�questionnaire，

anxiety� tests�，individual� interview�， 以 及 The�

Clinician-Administered�Post-Traumatic�Stress�Dis-

order�Scale�(CAPS)。此外，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for�Social�Sciences)去處理和分析資料。

三、結果

CAPS 指出出 96 人 (60%) 患有 PTSD，精

神科會談發現 49 人 (31%) 併有 depression。罹

患 PTSD 之兒童較多曾目睹死亡（OR�=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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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支持、個別差異與行為調適作

為卡翠納颶風中殘存的兒童青少年個

案創傷後壓力反應的預測因子之相關

研究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7(3), 564-574,2008
Armando A. Pina and Ian K. Villalta et al.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治醫師　陳冠旭醫師

一、前言

臨床上如有遇到颶風，對兒童青少年個案

經常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疾患 (PTSD)、焦慮和憂

鬱等疾患。而對創傷事件的看法，孩子之前的

性格，災難後的復甦環境，和兒青的精神及心

理衛生資源等仍有有許多相關因素牽涉其中。

這篇研究主要審視到底是社會支持、個別差異

性和應對態度何者會影響兒青個案的精神健康

狀態 ( 如 PTSD、焦慮和憂鬱 )，特別是來自於

家庭的、非家庭的和專業的資源協助。而就

兒青個案的調適行為來看 ( 如主動調適行為，

逃避調適行為等 )，如果調適行為是逃避的，

如責備、生氣和退縮方式，可預測出較高的

PTSD 症狀；相反的，如果是調適行為是積極

主動的，如認知重建或問題導向的調適方式，

則可預測會有較低的憂鬱症狀。其中社會支持

體系的瓦解會妨礙到兒青個案尋求社會資源的

機會，也因此較無法應用主動積極的調適方

式，反而容易落入以逃避的調適方式，( 如解

離或壓抑 )。這篇研究假設使用逃避的調適行

為會增加創傷反應的程度，而有用的社會支持

可以降低其反應的強度。�

二、方法 :

( 一 )��參與者 : 共有 46 個兒青個案 , 平均 11.43

歲；其中男性28位(佔61%)，女性18位(佔

39%)，都完成了卡翠納颶風前後的評估，

並經歷到極度的父母反應（OR=3.45）。併有

depression 的兒童以男性較多（OR�=4.48），且

有較高的 trait�anxiety�score�（OR=1.12�for�every�

additional�point�），sustain�injury(OR=4.29)，且在

地震中已失去一位家人 (OR=10.96)。在 96 位

罹患 PTSD 的兒童中，併有 depression 者以男

性為主，有較高的 trait�anxiety�score，且已有

喪失家人。

四、結論

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對於在災難中目睹死亡

或失去家人的兒童，應給予支持。受災家庭保

持鎮定的能力及給予兒童一再的安慰，可能是

預防 PTSD 的主要因素。

本文重點

1.� 在 160 名學生中，在 CAPS 發現 60% 符合

PTSD 的診斷標準。從這次地震中考量其級

數及傷害，本研究顯示似乎沒有比其他研

究來得嚴重。根據 logistic� regression�analy-

sis，導致 PTSD 的重要危險因素為目睹死

亡及有父母親呈現極度反應。家人保持冷

靜的能力和給予兒童安全感，也許是防範

PTSD 的關鍵因素。

2.� 本研究顯示根據 DSM-IV，31% 兒童罹患

major�depression，此比率高於其他研究。最

有力的預測因子是至少有一位家人死亡，

建議這些兒童應受到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的

關注。其他危險因素尚包括男性、有高 trait�

anxiety 得分的兒童以及在地震中受傷的兒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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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參與者在颶風之前都參加紐奧良

大學的一項為期 17 個月的研究，全部都

居住在災區。

( 二 )�評估方式 :

1.� 颶風相關的經驗：主要是評估和颶風相

關的經驗，而使用過去的量表，項目包

括缺水和食物、受困、受傷或生病、和

家人分開、寵物死亡、和親友失聯等

2.� PTSD 的反應：使用 PTSD 的量表，其

中包括 DSM-IV 中經驗再現、逃避反應

及過度警覺的 28 個項目；嚴重度則是

0-3 分，另外焦慮和憂鬱的部分則是採

用 RCADS 量表，其中包括 DSM-IV�中焦

慮和憂鬱的 47個項目；嚴重度則是 0-3

分。

3.� 調適行為：主要使用 Children's�Coping�

Strategies�Checklist� (CCSC) 量表 , 來評估

其逃避的調適方式和主動積極的調適方

式；其中包括24個項目；分別為1-4分，

主動積極的調適方式包括正向的認知重

構；而逃避的調適方式包括壓抑及逃避

的方式。

4.� 個別差異性：由父母完成 9個項目的量

表，來評估對自己家人的差異性或威脅

性 ( 如無禮、沒有尊嚴的對待、服務差

和感到威脅或騷擾等 )。

5.� 社會支持性：由父母完成 Family�Support�

Scale� (FSS)�18 個項目的量表，分別為

1-5分，來評估 18個不同的支持體系，

過去的研究大致分為家庭的支持 ( 如親

屬、父母 )、非家庭的支持 ( 如朋友、

同事、教友、牧師等 )、專業的支持 (如

公衛人員、社工、老師、醫師等 )。

( 三 )��執行過程：早在研究開始之前，就先經

過紐奧良大學的 IRB 審核，之後受試者先

填 PTSD 量表及 Revised�Child�Anxiety�and�

Depression�Scale� (RCADS) 量表，而風災過

後，研究助理設法和參與者的家屬聯繫，

再以電話分別和兒青個案及父母會談至

少30分鐘，之後兒青個案填PTSD量表、

RCADS 量表和 CCSC 量表；而父母則填

FSS 和 DISCRIMINATION 量表。

三、結果：

1.� 颶風事件的經歷：參與者中，最常見

的感受事件是佔 87% 的「於風災或風

災後和親戚、朋友失聯」，其次是佔

73.9%的「害怕於風災中受傷或死亡」；

事實上，實際於風災中受傷或生病者佔

約 15.2%，另外，約 1/3(34.8%) 為房屋

全毁或半毁，約 2/3(60.9%) 的壓力為「被帶

到其他的縣市」。

2.� 兒青個案的創傷後壓力反應：其中

PTSD 的平均得分為 19.78，逃避反應的

平均得分為 7.35，過度警覺的平均得分

為 6.93，經驗再現的平均得分為 5.50。

3.� 調適方式、社會支持和個別差異性 :

呈現各個項目彼此的相關性，主要是

PTSD 反應和 3 項主要的預測因子 ( 如

調適方式、社會支持和個別差異性 ) 之

間的關係。其中調適行為和 PTSD 反應

的相關係數為 0.31-0.58(P<0.01)，家庭

支持和 PTSD 反應的相關係數為 -0.39�-�

-0.41(P<0.05)，而非家庭的支持、專業

的支持和 PTSD 反應之間尚未達統計上

的差異。這裡的結果差強人意，可能是

樣本數太少和其他的效應。另外，如果

用 MULTIPLE�REGRESSION 來做，發現非

家庭支持、專業支持和逃避反應為卡

翠納颶風風災 PTSD 中有意義的預測因

子。

四、討論：

許多研究顯示可以用復甦環境條件及兒青

個案的調適行為來預測災難後的反應，結果顯

示非家庭支持的因子可以預測 PTSD、焦慮和

憂鬱，專業支持的因子則可以預測 PTSD，逃

避調適行為的因子可以預測 PTSD 和焦慮；而

個別差異性、家庭支持及主動積極的調適行為

對於預測 PTSD 反應並未毁到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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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顯示社會的支持系統可以保護遭

受颶風衝擊的程度，意即非家庭的支持是有

幫助的 ( 如老師、朋友及宗教教友等 )；系統

支持程度越高，PTSD、焦慮和憂鬱的程度越

低；另外，專業協助對緩解 PTSD 症狀也可能

有幫忙，如果父母查覺到自己的小孩有明顯的

PTSD 症狀時，可尋求專業的協助。而在此研

究中家庭的支持未有顯著差異，La�Greca 的解

釋是風災是對整個家庭為單位的衝擊，以致於

失去了對兒青個案的保護力。另外，這是第一

個探討兒青個案個別差異性和 PTSD 的研究，

過去成人的研究認為個別差異性和預測 PTSD

有關，然而這個研究中卻未呈現，可能是樣本

數太少所致；也有可能是近期因子如其他的支

持系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干擾了個別差異性

的評估。而逃避調適行為 ( 如壓抑、逃避等 )

可以預測 PTSD 和焦慮；有人認為焦慮是「逃

避」的一種表現，可做為日後處理個案的重

點。同樣的，原本於其他災難中有幫忙的主動

積極的調適行為（如正向認知重構和問題取向

處理）於本研究中亦未毁顯著意義 , 亦有可能是

樣本數太少所致。

這篇研究的毁示、策略及日後努力的方向 :

研究中是發現非家庭的支持、專業的支持和逃

避調適行為可以預測 PTSD 的反應；然而日後

需要注意的是，會不會社會支持體系的瓦解，

讓兒青個案無法尋求正向積極的調適行為，轉

而以逃避調適行為因應亦是日後研究努力的方

向；特別是預防的介入方面，這個部分需要學

者專家、政策制定者及基金會的共同努力。

基層醫師的回顧：評估和治療兒童和

青少年的創傷後壓力性疾患 (PTSD)

Practitioner Review: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 Vol. 41, No. 3, pp. 
277-289, 2000
Sean Perrin, Patrick Smith, and William Yul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London, UK.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治醫師　林正岳醫師

一、導言 

異於大多數在 DSM 的疾病，PTSD 的標準

包括病「因體-創傷」。目前，我們只能說「創

傷」是必要條件，但「創傷」並不足以造成

PTSD。成人文獻提出單純從創傷本身的嚴重

程度來預測 PTSD 的發生是不可靠的�(Breslau�&�

Davis,�1987;Yehuda�&�McFarlane,�1995)。但在創

傷對兒童方面的影響還不清楚，某些研究表明

客觀特徵創傷和 PTSD 之間的風險並沒有任何

關係，而其他持相反意見。這留下可能性，即

人的主觀經驗事件，至少和創傷的客觀特徵同

樣重要。這種可能性反映在新修訂的 DSM-IV

中 PTSD 的標準。儘管多次修改，PTSD 的診

斷標準從來沒有特別注意到創傷及長期性虐待

和身體虐待對非常年幼兒童的影響。儘管所有

的關注提出有關 PTSD 的標準的有效性，越來

越多的證據表明，它實際上是一個「異常反應

to 異常事件」涉及複雜的生物、心理和社會原

因的相互作用�(Yehuda�&�McFarlane,�1995)。

二、臨床特點及相關的表現

在兒童身上，經歷嚴重創傷事件而導致經

常反覆的對創傷的想法侵擾（重新體驗），這

樣的想法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尤其是當在安

靜或個案用其他方式試圖入睡。在兒童以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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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重新體驗事件和以何種方式呈現痛苦，可

能隨著年齡的變化和成熟，越來越成人樣，並

接近 DSM 對這種疾病的說明。證據顯示，受

創的年幼兒童往往在繪畫、故事和遊戲時，

通過生動的重新制定創傷跡象，顯示重新體

驗；害怕黑暗，噩夢，夢魘，以及於睡眠中驚

醒，也是常見症狀尤其在事件的頭幾個星期；

5-6 歲以下兒童可能會表現出與創傷沒有直接

的關係恐懼和焦慮（如：恐懼的怪物）。分離

焦慮也常見於兒童，甚至有可能到 10 多歲的

青少年。初期幾天，孩子可能不希望讓他們的

父母離開他們的視線，甚至恢復到睡在父母的

床上。許多孩子變得更加急躁和憤怒的針對家

長和同儕，攻擊行為也可能會看到。相當多的

認知變化發生於創傷的兒童和青少年中，他們

常有注意力集中困難，特別是在學校課業方

面。許多兒童的恐懼與特定的創傷事件有關，

它可以產生相當於恐懼的逃避（特定和社交恐

懼症）。其他人發現經常性的緊張，難以控制

及擔心非創傷有關情況（廣泛性焦慮症）。許

多人經驗「倖存者的罪惡感 `」，認為自己應

該做更多的幫助他人生存。青少年倖存者常有

較多憂鬱症狀，甚至成為臨床憂鬱病患，有自

殺的想法，且在災難發生後一年內服用過量藥

物。青少年接觸反覆創傷，也可能會表現解離

的症狀，自傷行為，攻擊，濫用藥物。總結以

上青少年在創傷事件作出多種方式的反應，導

致目前多種診斷的適用。因為 PTSD 的診斷標

準和其他疾病的重疊，是否適宜創傷個體的

多種診斷是待質疑的。因此，臨床醫生熟悉

PTSD 的診斷標準和它的許多相關的表徵是重

要的。

三、診斷定義

DSM�:�PTSD的診斷準則，指定三個亞型：

急性型、慢性型、遲發作型。急性型被分到疾

病目前已發作 1至 3個月，慢性型的持續時間

大於 3個月。遲發性類型，相隔創傷事件的發

生 6個月以上的時間。�

ICD� :�PTSD 包括在�ICD-10(WHO,1992)，相

比之下，DSM則放在「適應障礙」。根據 ICD-

10：PTSD 定義為：對有威脅或災難性質的壓

力事件或情況出現延遲或持久的反應，對幾乎

任何人都可能造成廣泛的困擾（例如，自然或

人為災害，打擊，嚴重的意外，目睹暴力死亡

的人，或作為一個酷刑受害者，恐怖主義，強

姦或其他罪行）。具體來說，ICD-10 規定：異

常情感的分離，麻木的感覺，和躲避刺激，可

能引起創傷的回憶往往是存在的，但非必要的

診斷。自律神經的障礙，情緒障礙，行為異常

的情況，提供診斷幫助，但非首要重要的。

ICD-10 定了相同亞型的診斷標準，但有輕微的

差異，有些微妙但重要的分歧，根據 PTSD 的

診斷標準 ICD-10 比 DSM-IV 對於創傷的個體，

可能更符合 PTSD 的診斷標準。

四、評估

家長的晤談：評估（1）家族精神病史，

任何的婚姻衝突史，分居，或虐待 ;（2）兒童

發展史，包括氣質，平常的情緒，興趣，之前

的創傷，以前在學校的表現，目前的創傷;（3）

考慮家長的創傷及其影響 ;（4）創傷治療史 ;

（5）兒童目前的功能 ;（6）家長對創傷的任

何反應或期望孩子如何應對創傷。要注意的是

家長往往過分強調行為症狀，而忽略其餘未知

的恐懼或負面的情緒。鑑於父母對孩子創傷後

反應的重要，簡短的評估父母的精神狀態是重

要的。

兒童晤談：一旦孩子有機會說出自己的

故事，這樣的晤談可以回朔的提示其他問題

（例：當創傷發生時，您為什麼這樣想 / 聽 /

感覺？）。盡一切努力追毁過程，從立即創傷後

到現在的症狀。此外，兒童應詢問對他人負罪

感的產生和反應。最後，要求孩子描述任何他

們對未來的想法。

直接或正式的對年幼的兒童詢問創傷事件

頗具挑戰。Pynoos�and�Eth� (1986)�開發了一種

技術，用來會談剛遭創傷後或暴力事件的兒

童，廣泛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創傷。晤談是重

點，但不討論創傷。透過（1）與孩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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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者談他們對兒童創傷的經驗 ;（2）給孩子

鉛筆和紙張，要求他們畫出他們想了解的東

西，或是講個故事（3）鼓勵孩子闡述（口頭

或圖紙）故事（4）明確聯繫起兒童繪畫的部

分，以促進創傷情緒釋放。一旦孩子情緒備就

緒，治療師可要求他們繪製創傷事件，描述它

的感官方面，最嚴重的時刻，及他們如何應

付。治療師也需詢問過去的創傷經驗，最近記

得的夢，對未來的關注，和目前的壓力。最後

階段的晤談，重要的是孩子回顧和總結過去的

晤談，規範創傷事件的反應，連接原始創傷繪

圖或故事，並呈現出抱怨和訴苦。最後，讓孩

子描述在治療過程任何令他 / 她不安的問題，

表示尊重兒童的意見和交流他們經驗的晤談特

權。

五、鑑別診斷：

首先必須確定，孩子經歷創傷事件前的症

狀。如果壓力源事件是創傷定義的，但孩子未

具備必要的 PTSD 症狀，「適應障礙」是正確

的診斷。當孩子符合壓力源和 PTSD 的症狀準

則，但症狀發生和症狀於 1 個月內寬解，正

確的診斷是「急性壓力障礙」。當然，在經歷

了創傷事件，並非所有的兒童發展侵入回憶，

但仍有一些表現出創傷性事件所特有的焦慮。

當創傷發生之前的發病症狀明確為其他疾病

（如：憂鬱），而不是 PTSD，這不應做 PTSD

診斷。�

六、治療：

目前的共識，CBT 做為長期治療的方式

和認知的重新建構是 PTSD 最重要的治療。其

他心理治療，如：Eye�movement�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Shapiro,�1989) 仍是具

有爭議的治療。藥物治療：在成人對照試驗的

PTSD 患者，血清素作用藥物（抗抑鬱藥，單

胺氧化抑製劑和 SSRIs）取其最好結果，有取

得積極正面的影響。雖然 PTSD 的症狀可能需

要藥物治療，但沒有證據顯示成人 PTSD 的藥

物治療本身就足以治愈 PTSD。PTSD 被認為會

出現中樞腎上腺素過度活動，導致一些醫生使

用腎上腺素阻滯劑，如�Propanolol�及 Clonidine�

(Sutherland�&�Davidson,�1994)。在一有限個案的

研究，Clonidine�有助於創傷有關憂鬱症的兒童

減少 PTSD 避免驚嚇的反應，但缺乏安慰劑對

照大大限制此結論。

七、結論：

PTSD 一直受到相當的探索，文獻上有很

多爭議。儘管一個創傷性事件的加入，是診斷

標準，但是疾病的病因仍不清楚。有人擔心診

斷標準的有效性，尤其是對兒童的適用性。但

是，有相當的文獻表明，許多兒童於創傷性

事件後患有 PTSD 或創傷性事件後症狀。PTSD

的症狀，可以可靠地通過半結構化面試和自我

報告的措施評估，儘管後者不應做為主要評估

使用。控制性的進行研究兒童 PTSD 的治療結

果有其限制，但 CBT 在任何個人皆支持其成

效，或父母和子女，或團體形式。心理動力學

和家庭介入措施尚未有系統的研究，但並不排

除其效力。有限的支持對兒童 PTSD 使用藥物

治療。目前的普遍共識，CBT 做為長期治療的

方式和認知的重新建構是兒童 PTSD 的「第一

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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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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