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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第十二周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訂於
2010 年 6 月 20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心舉辦，年會主題為「From�Research�
to� Practice:� Translation� Science� in� Child�
Psychiatry」，「由研究到臨床：轉譯科學
在兒童精神醫學」。會議最新資訊即將公
告於學會網站（www.tscap.org.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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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鼓勵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相關領
域研究，以提升會員與非會員間之專業學
術交流，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除原
設立「保羅楊森博士�台灣兒童青少年精
神醫學優秀期刊論文、壁報論文暨講述論
文獎」（限本會會員申請），今年特增
設「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
會論文獎」（本會會員及非本會員均可申
請）其申請投稿日截止日及獎項辦法，請
參考學會相關網站，並歡迎會員及非會員
踴躍投稿！�

三、�第 19 屆 IACAPAP 國際學術研討會，訂於
2010 年 6/2~6/7 假北京舉行，詳細資訊請
參考網站：http://iacapap.ki.se/，並請會員
們將此會議訊息轉知其他相關領域專業
同仁或同好 , 鼓勵大家踴躍參加，共襄盛
舉！

四、�98 年 12 月 13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蘇泓洸醫師入會申請。

五、�97 年 12 月 13 日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專
科醫師證書展延案：通過王春惠醫師、��
呂俊雄醫師、李秀娟醫師、陳建州醫師、
楊國明醫師、劉士愷醫師等證書展延��
案。

秘 書 處 公 告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

討會論文獎」獎助辦法

民國 98 年 12 月 13 日第六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
相關領域研究，以提升會員與非會
員間之專業學術交流，台灣兒童青
少年精神醫學會特設台灣兒童青
少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
獎」。本獎項由本學會全額提供。

第�二�條　�對象：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
相關領域工作者。

第�三�條　名額：
（一）�壁報論文獎：每年一至二名，

每名獎額新台幣三千元整，如
無適當人選則從缺。

（二）�講述論文獎：每年一至二名，
每名獎額新台幣三千元整，如
無適當人選則從缺。

第�四�條　評審原則：

兒童青少年注意力缺損 / 過動症合併

憂鬱症患者之評估與治療  

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  劉珈倩醫師

盛行率

患有注意力缺損 / 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disorders�-�ADHD) 的兒童或青少
年，得到重度憂鬱症的機率較一般兒童青少年
高出 5.5 倍，其盛行率為 12%�到�50%1。這一
明顯的高共病性即使在控制兩種疾病共通的症
狀、剃除統計或研究上的誤差之後，仍有顯著
意義 1,2,3。不過就另一個角度來說，憂鬱症也
有可能是 ADHD 的其他共病 ( 如焦慮症 , 對立
性疾患或品行疾患 ) 所帶來的附帶現象 1,5。

目前認為 ADHD 共病之憂鬱症通常發生在
前者診斷後數年 2,5。此一現象被普遍認為是
ADHD 相關的能力退化和周圍環境負向經驗導
致的結果 6。當 ADHD 患者再合併憂鬱症之後 ,�
其失能的狀況會較單純罹患 ADHD 或憂鬱症的
患者更嚴重 7。單就女性而言，ADHD 合併憂
鬱症的患者比單純憂鬱症的女性表現出較早的
發病時間，較長的患病期間，較高的自殺傾向
及較長的住院天數 7。�此外，ADHD 患者的憂
鬱症也比較容易再發病 8；並耗費較多的醫療
照護成本 9。顯而易見地，ADHD 共病憂鬱症
是兒童及青少年族群中的一個重要公共醫療問
題。

病因

一系列最近的橫斷面及縱貫性研究 (cross-

專 欄 文 章

（一）�壁報論文獎：於台灣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所舉辦之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之壁報論文，擇優
錄取；本論文須為未曾獲得其
他獎項者，且受獎者須為該壁
報論文之第一作者。

（二）�講述論文獎：於台灣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所舉辦之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之講述論文，擇優
錄取；本論文須為未曾獲得其
他獎項者，且受獎者須為該講
述論文之第一作者並為論文講
述者。

第�五�條　申請時間：
（一）�壁報論文獎：配合年會學術研

討會論文截止日期。
（二）�講述論文獎：配合年會學術研

討會論文截止日期。
第�六�條　�審查方式：本獎項由本會學術節目

委員會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會同審
查，結果報理監事會核備。

第�七�條　頒獎：於該年度年會頒發。
第�八�條　�本辦法經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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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較易表現一些副作用，如失眠或胃口不
好 21。所以，比較有參考意義的症狀應該是社
交退縮、失去原有興趣、憂鬱感覺、自殺想法
以及精神運動遲滯等；情緒激躁和注意力不能
集中等症狀則較無法協助鑑別診斷 22。可想而
知，一些專門設計用來評估憂鬱症的工具可
能就不適合應用在原本就有 ADHD 的個案身上�
23,24,25。

在資料蒐集當中，一般期待父母能準確描
述個案憂鬱症狀的演變，老師能發現個案有無
注意力不好，過動、激躁不安等外在行為；而
個案應該能表達自己的憂鬱感覺 , 自殺想法和
焦慮感受 (Jensen�et�al.�1999)。這種個別蒐集資
料的方法是重要的，因為 ADHD 的患者容易高
估自己的能力，也容易受到分心、衝動等症狀
影響，而無法正確表達憂鬱症狀的變化。至於
個案的父母則容易誤認孩子的症狀為其他疾
病 , 或因父母自己的症狀影響了對孩子症狀描
述的正確性 26,27。

在兒童青少年的憂鬱症個案，大約有
20~40% 的比率在之後被發現是雙極性情感疾
患28。因此ADHD被診斷合併有憂鬱症的病患，
也應該要謹慎評估是否有躁症或輕躁症症狀的
族群；家族病史是臨床重要的參考，最後，一
旦開始使用藥物治療 ADHD 或憂鬱症，更要小
心監測病患的精神症狀。

治療

診斷確立之後，臨床治療者必須完整地依
據個案的生物 - 心理 - 社會各層面狀況來決定
接下來的處置計畫，除了治療病患本人的症狀
及失能外，也要審慎評估個案所處的社會環
境 , 是否存在有加重病情的因素或不利於治療
的因素，社會環境的調整應與個體的治療都同
樣地重要。

藥物治療

中樞神經興奮劑如 methylphenidate(Ritalin
利他能 ) 是第一線用來治療 ADHD 的藥物，另
外也有證據支持 atomoxetine(Strattera 思銳 )、
三環抗憂鬱劑或 bupropion(Wellbutrin 威伯雋 )
等藥物治療 ADHD 的效果 30，當 ADHD 合併有
憂鬱症時，一項隨機臨床對照試驗發現患者的
ADHD 症狀對藥物 desipramine 治療的反應比對
安慰劑好 31，惟應考量此藥物具心血管疾病風
險，而且，在另外幾項隨機臨床對照試驗中則
顯示，desipramine 對兒童憂鬱症缺乏治療效果
31。

一 項 重 要 的 ADHD 共 病 治 療 研 究
(Multimodal�Treatment�Study�of�ADHD�-�MTA) 發
現 ADHD 共病焦慮者，對於中樞神經刺激劑藥
物治療有良好反應 32。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研究直接比較藥物治療「單純 ADHD 患
者」和「ADHD 共病憂鬱症患者」之效果有何
不同，所以至今仍然不清楚憂鬱症會如何影響
ADHD 症狀對藥物治療的反應。

目前越來越多證據支持選「擇性血清
素再吸收抑制」(SSRI) 治療兒童憂鬱症的效
果 27,33。一項針對青少年憂鬱症的治療研究
(The�Treatment�of�Adolescent�Depression�Study�-�
TADS) 顯示當憂鬱症合併其他共病時，的確會
降低憂鬱症狀對抗憂鬱劑治療的反應，不過這

sectional�and� longitudinal� studies) 發現了由 ADHD
造成之後憂鬱症的數種可能途徑 10,11,12；由於
ADHD 症狀會影響兒童學業、社交及和家人相
處的行為表現，這些問題便直接或間接地導致
後來的憂鬱症狀。是故，若能及早介入治療
ADHD 症狀，或許就能預防或治療之後的共病
憂鬱症。

有些研究者試著找出 ADHD 嚴重性與之後
出現憂鬱症的機率是否相關，然而似乎並無證
據支持兩者間的關聯性。目前可確定的是兒童
青少年的憂鬱症的危險因子包括女性性別、
共病焦慮、對立性疾患及品行疾患等 1,13,14。
另外已知的是：基因因素的確會增加 ADHD 的
患者共病憂鬱症的機率。個別來看，ADHD 是
遺傳性最高的精神疾病之一，遺傳機率高達
75~91%15；而兒童青少年憂鬱症的遺傳性則不
若 ADHD 那樣顯著，有部分證據顯示 ADHD 同
時合併憂鬱症似乎也有較高的家族遺傳性，尤
其有反社會疾患的家族更是如此 16。不過，雖
然 ADHD 及憂鬱症可能有共同的家族遺傳性，
但環境因素仍是造成 ADHD 患者會否共病憂鬱
症的關鍵 16。

兒童憂鬱症的一般環境危險因子包括了創
傷事件、不良的家庭環境、失和的親子和同儕
關係及家庭衝突 13,14。一項針對 ADHD 的青少
年患者所做的回溯性研究顯示：曾有過憂鬱症
病史的個案群，與未曾有過憂鬱症病史的個案
群相比起來 ,�呈現較多的負面生活事件、家庭
衝突及創傷經驗 17。另一項橫斷性研究也顯示
了類似的結果 18。但由於這兩項研究皆為橫斷
性分析，故無法釐清環境負面經驗與憂鬱症確
切的因果關係。

至於藥物治療 ADHD 會不會影響之後憂鬱
症發生的機率？雖然中樞神經興奮劑有時會
引起激躁或易變的情緒 19，不過根據一項最近
的病例對照回溯研究 (case-control,� retrospective�
study� ) 發現：個案自診斷為 ADHD 開始，到使
用藥物治療之前的這段時間延遲越久，個案之
後發生重度憂鬱症的機率越高 20；因此，早期
的 ADHD 藥物治療也許能成為預防憂鬱症發生
的保護因子，但仍需要更多嚴謹的研究來證明
此一推論。

評估

想要做出正確的評估及診斷，個案和父母
提供的訊息都非常重要，臨床醫師應注意個案
是否也共病有焦慮、物質濫用或其他可能造成
類似憂鬱症狀的一般醫學狀況，絕對不能忽略
自殺風險的評估，其中除了確認個案本身有無
過去自殺史及是否有目前的自殺意念及計畫以
外，更要確認個案所處的環境是否容易遂行自
殺計畫 ( 如家中是否有貯藏藥物 )；另外也必
須了解環境中的不良因素 ( 如失功能家庭 )�與
病因的關係，因為這些都和之後的治療計畫息
息相關。接下來應該詳細了解個案之前接受過
的藥物及非藥物治療經過 ( 包含學校所提供的
協助及輔導等 )；最後，不能遺漏的是個案的
家族精神病史及他們對治療的反應。如上所
述，這些資料能提供臨床醫師更周詳地彙整出
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如何能正確診斷出 ADHD 共病憂鬱症？有
幾點一定要先釐清：首先，ADHD 和憂鬱症有
許多共同的症狀；其次，接受 ADHD 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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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所有的共病而言，並沒有針對 ADHD 的進
一步研究分析 34。

有幾項小型研究是針對同時有 ADHD 及憂
鬱症的兒童或青少年做藥物治療比較 ( 表一 )�
20。根據其結果，有趨勢支持：1) 單獨使用

bupropion；2)�中樞神經興奮劑合併 SSRI；3)�單
獨使用 Atomoxetine�這幾種可行的治療方法。
在這裡要注意的是使用�atomoxetine�時，仍有
很少的機率會增加緊急性的自殺風險，�目前
此藥物的仿單上也已增加這項警語。

表一  兒童青少年個案合併 ADHD 及憂鬱症的藥物治療研究

個案數 研究對象 研究設計 主要發現

Gammon�
and�Brown
1993

32 對 MPH 治療反應不佳的
ADHD 青少年及兒童，25
人為憂鬱症；其中 6 人
達重鬱症標準

12 週之前瞻性研究，在
原有藥物 MPH 之外，加
入 fluoxetine 治療

加上 fluoxetine 治療的確
能改善 ADHD 症狀及憂鬱
症狀

Findling
1996

11 同時有重鬱症及ADHD 的
青少年及成人中，其憂
鬱症狀對單一 SSRI 治療
有良好反應者

維持原有之 SSRI 治療；
另 外 加 上 藥 物 MPH 或
Dex

患者對合併治療耐受度
佳，且加上中樞神經刺
激劑確能降低ADHD 症狀

Daviss�et�al.
2001

24 ADHD 青少年中合併有憂
鬱症或重鬱症者

2 週的安慰劑使用，之後
8週進行 bupropion 治療

整體而言，憂鬱症狀反
應率達 88%；ADHD 症狀
反應率達 63%

Kra tochv i l�
et�al.
2005

173 ADHD 兒童或青少年中，
表現有憂鬱或焦慮症狀
者

8 週 隨 機 對 照 研 究，
比 較 ATX/PBO 及 ATX/
fluoxetine 兩組不同治療
之結果

兩組個案耐受度均佳；
兩組個案的焦慮、憂鬱
及 ADHD 症狀均改善

Bangs�et�al.
2007

142 青少年合併有 ADHD 和重
鬱症者

9 週隨機對照研究，ATX
與安慰劑對照

接受 ATX 治療之個案，
ADHD 症狀有明顯改善，
憂鬱症狀則無顯著改善

ADHD�_�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MPH�＝ methylphenidate;�Dex ＝ dextroamphetamine;�SSRI
＝ serotonergic�reuptake�inhibitor;�ATX�＝ atomoxetine.
PBO：Placebo

根據截至目前的發現，專家們將意見
統合產生了共識以及具體的治療流程 (Texas�
Children’s�Medication�Algorithm�Project�-�CMAP)，
其中對同時有 ADHD 和憂鬱症兩種疾病兒童的
藥物治療原則在最近有一些調整 35。首先，應
該要針對當下較嚴重的疾病，盡量以單一藥物
進行治療。因為其中一種疾病改善的同時，也
許另一種疾病也會緩解，無論採用何種藥物，
臨床醫師應同時教育家長藥物可能帶來的副作
用：包括情緒惡化，緊急的自殺風險及藥物引
發的躁症發作等。

若初步評估顯示 ADHD 為當下較嚴重的
問題，CMAP 建議第一步先使用中樞神經興奮
劑，在單獨使用刺激劑的狀況下，倘若 ADHD
症狀及憂鬱症狀皆未改善，第二步可把中樞神
經興奮劑換為 SSRI；若 ADHD 症狀改善但憂鬱
症狀持續，第二步則可在原有刺激劑之外加上
SSRI。

若初步評估發現憂鬱症為當下較嚴重之問
題，CMAP 建議第一步使用藥物為 SSRI，至少
在先後使用兩種 SSRIs 皆無法有效減緩憂鬱症
狀下，才考慮將藥物換為 bupropion 或三環抗
憂鬱劑，假如在治療期間發現憂鬱症狀改善但
ADHD 症狀持續，則可考慮另外加上中樞神經
興奮劑。

心理治療及社會復健

針對兒童憂鬱症的心理治療，目前已有
數種手冊化的療程。雖然沒有專為 ADHD 合併

憂鬱症者設計的心理治療，兩大研究都支持
ADHD 有其他共病時，同時接受藥物治療和心
理治療能讓患者得到較多幫助 32,36。

青少年憂鬱症的研究 (TADS) 顯示：單獨
使用認知行為心理治療 (CBT) 效果並無優於
對照組。而單獨使用抗憂鬱劑 Fluoxetine 者與
Fluoxetine 加上認知行為心理治療者 ( 或稱合併
治療 ) 皆優於對照組。

後續研究 34 顯示其憂鬱症狀越嚴重，共
病越複雜 ( 如共病 ADHD) 或功能退化越明顯之
病患，更能由合併治療中得到最多進步。值得
一提的是，這樣的合併治療還能降低單獨使用
抗憂鬱劑 Fluoxetine 治療憂鬱症時可能出現的
緊急自殺風險 37。

同樣在探討主要疾病在共病情形下對治療
的反應，不同的是MTA研究以ADHD患者出發,
而 TADS 則是以憂鬱症著眼；總而言之，它們
都證明了在共病情形下，合併藥物治療及心理
治療的重要性。

無論是單獨診斷有 ADHD 或憂鬱症的兒
童，皆常有課業或社交上的困難，是故當
ADHD 共病憂鬱症時，患者比單純 ADHD 患
者更需要個人化的教育計畫。舉例來說：美
國的障礙者教育法案 (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
Education�Act;� IDEA) 就保障了這類病人的特教
權利，也強調了相關的學校設備與服務。無庸
置疑的是，除了藥物及心理治療之外，這些心
理 - 社會層面的教育復健計畫也在治療中佔有
非常重要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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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損過動症與焦慮症共病之成

因與治療

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  洪誌遠醫師

一、導言

過去將兒童時期的精神疾患概略分類為內
向疾患（internal�disorder）和外向疾患（external�
disorder），因而對一個過動的兒童通常不會
去考慮焦慮症的診斷，就如同對一個羞怯的
兒童不會去考慮注意力缺損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s，簡稱 ADHD）的診
斷，然而隨著 ADHD 的共病和其對功能的影響
受到注意，ADHD 與焦慮症之共病也逐漸受到
重視。

二、流行病學

Lahey 在 1988 年便注意到有注意力缺陷
症狀而無過動症狀的兒童有較高的比例合併焦
慮症 1。Biederman 隨後在流行病學和臨床的統
計中注意到約 25％的兒童有 ADHD 與焦慮症
之共病 2，�Pliszka 同樣注意到雖然一般的兒童
約有 5 至 15％的比例有焦慮症，而 ADHD 的
兒童卻有15-35％的比例有顯著的焦慮症狀3。�
Jensen 等人於兒科醫師轉介的 47 名兒童中發
現共病的比率為 28％ 4。其他研究甚至發現
ADHD 與焦慮症共病的盛行率高達 50%5。

Biederman 等人為了瞭解這些統計數字
的正確性，在麻薩諸塞州總醫院轉介的患者
中發現患有多重焦慮症（兩種以上焦慮症）
的 ADHD 兒童達 27％，不但比一般兒童的
5% 高出許多，甚至在四年後追蹤比例更增
為 35％，同樣高於一般兒童的 9%6。這樣的
結果與 MTA（National� Institute�of�Mental�Health�
Collaborative�Multisite�Multimodal�Treatment�Study�
of�Children�With�ADHD）的研究結果也是一致的
7。

三、神經生物學理論

Gray8 和 Quay9 於九零年代先後提出行為
抑制系統（behavioral� inhibitory�system）與行為
激發系統（behavioral�activation�system）的神經
生理學模型，用以解釋兒童的行為及精神疾
患，根據這些模型，行為激發系統會對獎勵的
訊號或刺激產生反應，而行為抑制系統則會對
懲罰的訊號或刺激做出反應，因此焦慮症的原
因是行為抑制系統的活性增加，相反的 ADHD
的成因是行為抑制系統的活性減少，然而依此
理論，ADHD 與焦慮症將會是兩種相反而無法
並存的疾患。於是 Pliszka 在 1993 年根據此理
論作了測試，結果無論是 ADHD 組或與焦慮症
共病組對懲罰的反應，均與對照組無異 10。

Levy 後來在 2004 年提出另一神經生物學
的理論 11，試圖解釋 ADHD 與焦慮症之共病
的可能機轉，他提出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的
tonic 和 phasic 間的多巴胺關係出現缺損，造成
ADHD 患者心理強化機轉的缺損及毫無畏懼、
衝動的行為，另一方面，與焦慮症的共病，則
是因為前額葉皮質和海馬對從杏仁核傳導的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

6

恐懼反應在阿肯伯氏核（accumbens.）的閘控
（gating）出現異常，因前額葉皮質的抑制功
能減少，造成杏仁核的傳導增加並對焦慮相關
的反應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樣的理論也提供藥
物治療的可能機轉，除了合併使用中樞神經興
奮劑和抗焦慮藥物的使用外，巴胺部分促進劑
或許能提供療效。

四、遺傳

由於 ADHD 和焦慮症皆是家族性的疾患，
瞭解兩者間的遺傳關連能讓兩者的關係更加清
楚，Biederman 研究 73 位符合 DSM-III 注意力缺
陷症（ADD）診斷的男性患者和其 356 位一等
親屬，與一般對照組比較發現焦慮症在家族間
會純系繁殖而無共同分離（cosegregation）或
同型交配（assortative�mating）的現象，此一發
現支持 ADD 與焦慮症是互相獨立地在家族間
遺傳 12。而 Braaten 等人在 2003 的家族危險性
研究中，包含了女性的患者，也得到一樣的結
論 13。

五、臨床表現

起初被注意到焦慮對 ADHD 症狀的影響與
單純 ADHD 的比較，主要是較少表現作業中斷
行為（off-task�behavior）和過動行為，但反應
時間會增加，顯示焦慮會造成衝動性的減少
以及注意力的缺損的加劇 3,�14，由 MTA 的資料
中也顯示 ADHD 合併焦慮症的兒童注意力缺損
的症狀較衝動的症狀多 15。同樣的結果由許多
停止信號任務（stop�signal�task）的試驗結果中
得到證實，停止信號任務試驗是被用來研究
ADHD 兒童的抑制控制缺失，Oosterlaanc� 16 和
Manassis17 等人的研究均顯示焦慮會導致反應
抑制的增加，也就是減少衝動的反應。

同樣受到重視的是焦慮也會影響 ADHD 兒
童的認知缺損，Tannock 在 1995 年的研究顯
示合併焦慮症的 ADHD 兒童在任務困難度增加
時，工作記憶的缺損會比未合併焦慮的兒童
更為嚴重 21。其他在臨床症狀上的差異還包括
合併焦慮會減少行為疾患的問題，23�以及增加
sluggish�cognitive�tempo 的比例 18,�19。

六、治療

早期一些較短期的研究顯示，中樞神經興
奮劑用以治療 ADHD 合併焦慮症的兒童時，與
單純 ADHD 的兒童會造成較多的副作用及較差
的治療反應 20,�21。然而 Diamond 在隨後的研究
中將 91 名兒童隨機分配至中樞神經興奮劑組
和安慰劑組，在四個月的治療後發現與焦慮症
的共病並未對治療反應或副作用產生影響 22。�

同樣的在 MTA 的研究結果中顯示，無論有無
焦慮症的共病，藥物治療對症狀的改善是相同
的 23。

另一方面，MTA 的研究結果中也顯示，
ADHD 與焦慮症共病的兒童，無論接受藥物治
療或行為治療症狀都同樣有改善，相較於單純
的 ADHD 兒童，藥物治療或合併治療比行為治
療有較多的症狀改善。其中焦慮是行為治療對
症狀改善的一個顯著干擾變數。

除了中樞神經興奮劑的使用外，在臨床
上合併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的
使用來治療焦慮症與 ADHD 的共病也越來越盛

行 24。然而即使 SSRI 在兒童焦慮症的療效已
有充足的研究證據支持 25，但是目前對於合併
SSRI 於治療焦慮症與 ADHD 共病的兒童卻無足
夠的研究支持，在 Texas�Medication�Algorithm�
Consensus�Panel 中也僅建議在起初先單用中樞
神經興奮劑治療，如仍持續有焦慮症，再加上
SSRI 合併治療。

目前唯一的研究是 Abikoff 等人在 2004
時，讓診斷為焦慮症和 ADHD 共病的兒童，先
接受 methylphenidate 治療，隨後有 25 名兒童
隨機接受 8 個月 fluvoxamine 或安慰劑的合併
治療，結果顯示兩組對焦慮的改善和治療產生
副作用的比例並無不同，然而受限於樣本數的
不足，這樣的結果還需其他更大型的研究來驗
證 26。

七、結論

近年來 ADHD 與焦慮症的共病在臨床上
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由於 MTA 等研究指出
有近三分之一的 ADHD 兒童合併有焦慮症的診
斷，並且焦慮症狀不僅會加重注意力不足的症
狀，更會對 ADHD 兒童在功能、症狀表現上造
成明顯的缺損，顯示適當而足夠的治療是有其
必要性。然而，目前對共病的機轉仍停留在理
論的階段，也因缺乏大型的隨機控制試驗而對
治療尚無共識，我們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許
多的謎團能被解開，讓這些兒童可以減少因症
狀帶來的困擾和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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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失 / 過動症與雙極性疾患共

病之臨床特性與鑑別診斷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次專科代訓醫師 

張勝傑醫師

一、導言

注 意 力 缺 失 / 過 動 症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Disorder，簡稱 ADHD) 與雙極性疾
患 (Bipolar�Disorder，簡稱 BPD) 的關係在過去十
年間愈來愈受關注。臨床上發現兩者的共病率
偏高，流行病學的調查指出，兒童及青少年中
有 ADHD 的人罹患 BPD 的機會比沒有 ADHD 的
高了十倍 1，而有 BPD 的兒童及青少年合併有
ADHD 的比率則估計達 38-98%2,3，這個比率在
成年後降到了 9-35%2,4-6。關於兩者高共病率
的原因，有學者提出了四個假說 3,7：
1.�因為兩者的診斷準則有部分重疊，使 BPD
的病人同時被過度診斷 (overdiagnose) 成
ADHD

2.�ADHD 為兒童期 (pediatric-onset)BPD 的標記
(marker) 或前驅症狀

3.�ADHD 或其他相關因素 ( 如中樞神經興奮劑 )
導致兒童期 BPD 的發生

4.�ADHD 與 BPD 為同一種素質 (diathesis) 產生
的不同疾病
本文主要參考 Singh 等人關於 ADHD 與

BPD 共病性研究的回顧文章，探討上述假說的
可能性 7，並提出兩者鑑別診斷上需要注意的
部分及兩者共病時的建議治療策略。

二、鑑別診斷

ADHD 與躁症發作在許多症狀上都有所重
疊 ( 表一 )8。根據 Geller 等人的研究，高昂的
情緒、自大、意念飛躍、睡眠需求減少及性慾
增加等五項症狀最能夠區辨出 BPD 的病人，
但易怒 (irritability)、活動量大、說話速度快及
易分心等症狀則是在 BPD�與 ADHD 的病人都
很常見 11。其中，易怒除了常出現在這兩種
診斷之外，也可能會發生在對立性反抗疾患
(ODD)、品行疾患 (CD)、重度憂鬱症及焦慮疾
患等病人中，在鑑別診斷上尤須注意，是否為
陣發性 (episodic) 在臨床上可作為重要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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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例如，在易引起焦慮的場合或分離的時
候才出現的易怒，比較可能是焦慮疾患所造
成，但要區分易怒是 ADHD 或躁症所造成有時
是很困難的 12。

表一  ADHD 與躁症的重疊症狀與非重疊症狀

ADHD 躁症

重疊症狀

�1. 話太多
�2. 易被外界吸引而分心
�3. 無法持續注意做事
�4.�粗心大意，常不注意細

節，愛出錯
�5.�坐不住
�6.�要求坐著時會離席
�7.�不該坐立不安的場合，會

爬上爬下或跑來跑去
�8.�無法安靜的玩或參與
�9.�馬達小子，無法靜下來
10. 插嘴，打斷別人
11. 搶答，問題還沒問完，答

案衝口而出
12. 不能等或輪流

1. 比平時多話
2. 分心，活動與計畫經常
改變

3. 活動量增加或靜不下來

4. 正常社交抑制力的喪失

非重疊症狀

13. 常忘記每天該做的事。
14. 無法安排工作或散慢，要

人提醒才能完成
15. 常掉東西
16. 逃避、排斥須專心的工

作，譬如寫功課。
17. 心不在焉，有聽沒到
18. 無法遵照指示，完成指示

5.�膨脹的自尊心或自大狂
6.�增加目的取向的活動

7.�意念飛躍
8.�睡眠需求減少�
　　�
9.�過份參與極可能帶來痛
苦後果的娛人活動

修改自 Kent�L,�Craddock�N9 及 Wingo�AP,�Ghaemi�SN10

躁症症狀中文翻譯參照臧汝芬醫師 http://www.mmh.org.
tw/earlyintervention/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簡介 .htm

根據 DSM-IV-TR 的定義，躁症是指在一
段時間內 (a�distinct�period) 情緒變化伴隨相關
症狀，因此應該呈現陣發性 8，但研究發現，
兒童期 BPD 的易怒症狀常傾向會慢性化 13,14，
這使得 ADHD 與躁症的鑑別診斷變得困難。因
此，在診斷 BPD 時，必須試圖找出某段時間
內情緒變得高昂或比平常更為易怒，且同時符
合3項 (輕躁症為4項 )以上的躁症相關症狀；
相對的，當要在一位已確診 BPD 的病人病史
中作 ADHD 的診斷時，則要找出此人在非躁症
或鬱症發作時是否仍持續存在注意力不集中
及活動量大等症狀 12。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
將非陣發性、持續易怒的青少年診斷為 BPD-
NOS，但長期的追蹤顯示，這些人成年後發展
成重度憂鬱症的比例遠高於 BPD15。

為了研究兩個疾病間的重疊 (overlapping)
症狀是否會影響診斷，Milberger 等人將原先診
斷為 ADHD 合併有 BPD 的病人，在刪去與 BPD
重疊的 ADHD 症狀後，使用減量法 (subtraction�
method) 及比例法 (proportion�method) 重新診
斷，發現所有的病人都維持 ADHD 的診斷；
相反的，將這群病人去除與 ADHD 重疊的 BPD
症狀後，使用減量法後剩 47%、比例法剩 80%
仍維持原 BPD 的診斷，這個結果表示，ADHD
與 BPD 間的重疊症狀不會使 ADHD 在 BPD 病
人中被過度診斷，但可能會使部分 ADHD 的病
人被過度診斷為 BPD16。因此，ADHD 與 BPD
間的高共病性並不能完全由兩者的重疊症狀來
解釋。

三、ADHD 是兒童期 BPD 的標記或前驅症狀？

許多研究指出，兒童期初發的 BPD 比青
少年期初發的 BPD 更常與 ADHD 共病 17-19。利
用回顧性或前瞻性研究比較ADHD與 BPD的首
次發作時間的時序關係也發現，共病 ADHD 與
BPD 的病人，他們的第一次情感性發作 (mood�
episode) 時間比只有 BPD 但沒有 ADHD 的病人
早 3 至 5 年 3,4,20，而兒童期被診斷 ADHD 的
病人，在成年後罹患 BPD 的比率也大於沒有
ADHD 病史的人 (hazard� ratio�7.9)21。Chang 等人
的研究則發現，成年 BPD 病人的子女有 ADHD
的比率較高，而若其在兒童期曾有 ADHD 或他
們的初次情感性發作早，子女發展 BPD 的風
險會提高 22。還有許多文獻都支持 ADHD 是兒
童期 BPD 的標記或前驅症狀的論點，然而大
多數的研究不是以前瞻性的方法來評估共病
ADHD 與 BPD 的病人兩個疾病首次發作時間的
時序關係，而且，不是所有 ADHD 的病人最
終都會發展成 BPD，但有限的資料已可證明，
ADHD 是 BPD 進展過程中的一種特定的前驅症
狀 (developmentally�specific�prodrome)7。

四、 ADHD 或其他相關因素 ( 如中樞神經興奮
劑 ) 導致兒童期 BPD 的發生？

由於 BPD 與 ADHD 的高共病率，且兩者
在疾病的初期較難診斷，BPD 兒童常在初期接
受到中樞神經興奮劑的治療，而那些接受中樞
神經興奮劑治療的 ADHD 兒童中，有部分後來
出現了躁症症狀。因此，中樞神經興奮劑對於
已經有 BPD 或是具發展 BPD 危險因子的兒童
來說，是否會造成負面的影響，須有進一步研
究澄清 7。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資料顯示，只有
0.25% 接受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的兒童引起類
似精神病或躁症症狀。在 60 個個案報告中，
有 55 個個案在停藥後症狀即緩解，另外五
個個案則在之後被重新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或
BPD23。

Delbello 等人的研究發現，曾服用中樞神
經興奮劑的 BPD 的個案，其首次情感性發作
的時間 (10.7 歲 ) 早於未曾服用過中樞神經興
奮劑的人 (13.9 歲 )，而服用兩種以上中樞神經
興奮劑的個案，其首次情感性發作的時間更早
於只服用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的人，但此研
究也發現，首次情感性發作的年齡與是否有
ADHD 診斷沒有相關，顯示中樞神經興奮劑本
身就會導致 BPD 的早發。研究者試圖以行為
致敏化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的模式來解釋他
們的發現。他們認為，中樞神經興奮劑的使用
可視為對已有 BPD 致病危險因子的兒童的一
種環境刺激 (environmental� stressor)，這些兒童
在 BPD 的首次完全發作前，即會因使用中樞
神經興奮劑而造成他們情緒症狀的頻率、嚴重
度及持續時間的增加 24。

但也有研究指出，中樞神經興奮劑的使用
並不會惡化 BPD 的症狀 25，甚至有助於治療躁
症症狀 26。然而，在開立中樞神經興奮劑予共
病 BPD與 ADHD的病人前，必須要先以情緒穩
定劑穩定其 BPD 症狀。Scheffer 等人的一個前
瞻性研究發現，此類病人在以 divalproex 治療
8 周後，分兩組分別加上混合安非他命鹽及安
慰劑 4周，則加上混合安非他命鹽組的病人不
管在 ADHD 與 BPD 的症狀都有明顯的改善 27。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

9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

五、 ADHD 與 BPD 為同一種素質產生的不同
疾病

家族研究顯示，BPD 與 ADHD 可能共享某
些遺傳性，也因此在神經生理學或神經解剖學
上應該會有相同的異常發現。

Faraone 等人的研究蒐集了 140 名有 ADHD
的兒童、120 名沒有 ADHD 的兒童及 822 名他
們的一等親，觀察 ADHD 與 BPD 在家族遺傳
性的關係 28,29。他們將 140 名 ADHD 兒童再細
分成有共病 BPD 及沒有共病 BPD 兩個次分組。
結果發現，不論是否有 BPD，ADHD 兒童的家
屬顯著較易罹患 ADHD，且兩個次分組的家屬
罹患 ADHD 的機率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共病
ADHD 與 BPD 的兒童的家屬罹患 BPD 的機率增
加五倍，但只有 ADHD 的兒童的家屬罹患 BPD
的機會無顯著增加；另外，共病 ADHD 與 BPD
的兒童的家屬罹患重鬱症且造成嚴重損害的
機率也比較高。這個結果顯示，ADHD 與 BPD
共病時的疾病狀態應與單獨只有 BPD 或 ADHD
不同，而兒童期 BPD 症狀常異於成年期的現
象可進一步支持上述論點 28。相同的研究團隊
也發現，ADHD 與反社會行為共病可以被視為
另一種 ADHD 的次分類，且此類病人與共病
ADHD 與 BPD 的病人在認知、成就、社會、學
校及家庭功能上的表現差異不大 29。

關於基因的研究也可以提供相關遺傳性
的資料。已經有研究顯示，多巴胺轉運體
(dopamine� transporter) 基因及大腦衍生滋養因
子 (brain-derived�neurotrophic� factor) 基 因 都 與
ADHD 與 BPD 的致病機轉有關，但兩者是否共
有相同的基因異常至今仍未有定論 12。

腦部影像學的檢查發現，BPD的青年有較
小的杏仁核 (amygdala) 及較大的紋狀體，而這
些變化並沒有出現在有ADHD的兒童中 7。但功
能性影像學檢查則顯示，ADHD與 BPD 的病人
在前額葉 ( 包括前扣帶皮質區 anterior�cingulate)
與基底核所呈現的異常有相似的表現 7。一個
比較有無共病ADHD的 BPD病人在施作一項簡
單專心度測驗時腦功能活性差異的研究顯示，
共病 ADHD 的 BPD 病人施測過程中前額葉的
活性較低，而代償性地活化了後頂葉及顳葉皮
質，此研究認為，有、無共病ADHD 的 BPD 病
人分別活化了大腦中不同的神經路徑，顯示臨
床上這兩類的病人是完全不同的，此兩者的共
病會引發迥異的神經生理學機轉 30。

綜合上述，ADHD 與 BPD 的共病被視為是
一種異於單純 ADHD 或 BPD 的次分類，ADHD
與 BPD 的高共病率並不能用兩者具有相同的
生物致病機轉來解釋。

六、結論

ADHD 與 BPD 間的關係由於兩者致病機轉
的相異性而更顯複雜。兩者間的高共病率的四
個假說間並不互斥，但較多的資料支持 ADHD
為兒童期 BPD 的標記或前驅症狀的看法，且
ADHD 與 BPD 的共病代表了一個不同的疾病次
分類。在已經以情緒穩定劑穩定 BPD 症狀的
前提下，中樞神經興奮劑使用在共病 ADHD 與
BPD 的病人上，不僅能緩解 ADHD，甚至能進
一步改善其躁症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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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失 / 過動與物質使用疾患共

病性討論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次專科代訓醫師 

李美瑩醫師

物質使用疾患 (Substance�use�disorder，簡

稱�SUD)� 為注意力缺失 / 過動疾患�(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簡稱 ADHD)�常見

的共病。有高比例的 ADHD 青少年及成人同時

有 SUD，而許多 SUD 患者被發現有 ADHD 情

況。例如，在 Boston 以醫院為中心的青少年

臨床研究 1�538 位平均年齡為 16.6 歲青少年，

SUD 出現在 63％，165 位有 ADHD 症狀女孩身

上；56％，79 位有 ADHD 症狀男孩身上。到

了成年，酒精濫用或依賴，出現在 17~45％的

ADHD患者；而藥物濫用或依賴，出現在9~30％

的 ADHD 患者 2。當追蹤兒童期被診斷 ADHD

患者至青少年時期，發現其使用酒精，菸草，

及中樞神經興奮劑情形較沒有 ADHD 診斷的控

制組高 3,4。另外，當兒童 ADHD 的症狀持續到

成年時，他們終身約有一半會有SUD的狀況3。

相同的，研究發現求治 SUD 的成年人中，約

有 15~25％顯示有 ADHD 現象 5。

許多因素已被確認會增加 ADHD� 成為

SUD 的危險性，包括基因本身易罹患 ADHD 及

SUD 二者的傾向。ADHD 相關的神經精神損

害及高機率精神科共病也與 SUD 獨立相關。

Biederman�et�al.�報告 ADHD 患者有早發躁鬱症

為 SUD 高危險因子 6。有報導 ADHD 女性青少

年較男性有更高吸菸及物質使用的危險性 7。

此外，許多研究顯示 conduct�disorder（CD）

是 ADHD 物質使用的媒介者（mediator）。而

ADHD 和 SUD 的相關性在 CD 的出現顯得更強

烈 8。

然而，兒童 ADHD 真的可以預測之後青少

年或成年的物質使用嗎？研究顯示 ADHD 年

輕人顯示有 SUD 的盛行率可達到 50％ 9。但

Lynskey�及 Hall(2001) 推斷 ADHD 並非造成 SUD

的出現，臨床應該著重於整體性的物質使用評

估，而非 ADHD 在個別物質濫用上的影響。另

外，特殊的 ADHD 次分類（subtype）�及症狀

與物質使用有更強烈的相關性 10。

Molina� 及 Pelham（2003）的研究顯示，

ADHD 男性青少年患者較控制組有 3 倍機會使

用吸入劑、迷幻劑、古柯鹼，或非處方的中樞

神經興奮劑；較控制組更早初次吸菸，整天吸

菸，初次使用非大麻類禁藥 11。另一 Biederman�

et�al.（2006）�10 年縱向研究顯示 ADHD 男孩

尼古丁依賴較控制組為高 12。相關研究顯示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

11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8, No.4, Winter 2009

ADHD 患者容易使用特殊藥物，也因為較早使

用藥物，導致之後較早使用較強“harder”藥

物，支持“gateway”假設（即使用香菸或酒

精造成日後更容易開始使用禁藥）。研究結果

建議 ADHD 實際上增加開始及使用特殊藥物的

危險性，尤其是抽菸。

特殊的 ADHD 次分類（subtype）�會影響

物質的使用嗎？在Abrantes,�et�al.（2005）的研

究顯示，inattention�症狀與大麻及尼古丁依賴

有相關13。Bruke,�et�al（2001）的縱向研究顯示，

男性青少年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跟酒精使

用有強烈相關；而 inattention�跟菸草使用有相

關。Molina�及 Pelham（2003）的研究顯示，兒

童期 impulsivity/hyperactivity 與較早年廍初次抽菸

及使用禁藥相關；兒童期 inattention 與較早使

用禁藥，過去 6個月中曾使用藥物，使用酒精

及大麻的頻率及相關問題，及過去 6個月中較

多的香煙使用相關。研究顯示 ADHD 次分類可

能與物質使用是獨立相關，因此，在預測物質

使用危險性時，考慮 ADHD�次分類是合理的。

但是，有些研究爭議實際上並非 ADHD 造成後

續的物質使用，而是相關 ADHD 的 CD 或同儕

聯盟的偏差行徑導致。不過，雖然 CD 本身就

是造成物質使用的高危險因子，但是 ADHD 與

CD 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會造成危險性的加乘

作用，使的青少年及成人更傾向物質使用。無

論如何，兒童期 ADHD 確實帶有獨特後續物質

使用危險性，特別是香煙使用。可能解釋因

為中樞神經興奮劑為 ADHD 最有效的治療 14；

ADHD 患者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特別是尼古

丁，因為它易取得，可以減少 inattention 症狀，

也是一種自我治療（self�medication）。Wilens�

及 Biederman�注意到自我治療假說在 ADHD 身

上是合理的，因為 ADHD 為慢性且常和自我控

制失調，情感症狀共病，道德頹廢及失敗相

關，這些因素常與青少年 SUD 相關 15。

Stphanei�M.�Groman�et�al.� (2008)�根據神經

行為，基因，動物研究顯示在 ADHD 及 SUD

患者有共通且為基因決定的反應抑制功能

response� inhibition� function 失常，為這兩種疾病

的 endophenotype。反應抑制 response� inhibition

包含當環境的偶發事件要求時，能合適的壓

抑此行為的能力。起因於部分相同基因（e,g.�

,�DAT1；DRD4；COMT）及神經化學決定物造

成的共同型態神經系統失常，導致認知控制

行為的缺損；而此控制缺損會造成 ADHD 的

症狀，症候群及表現出易進展至物質濫用的

弱點因素。由於認知在控制衝動�pre-potent 行

為能力的損傷，造成患者顯現類似 ADHD 的

特徵（impulsivity 及�hyperactivity）及易受影響

開始使用藥物，造成之後進展至不可改變，

無法控制的狀況。在神經迴路方面，包括

ventrolateral� frontal�，cingulate�cortices,� 及 basal�

ganglia�zone 異常，導致相同型態的行為缺損，

可解釋其共病的部分。動物實驗顯示反應抑制

功能缺失對於 ADHD 及 SUD 二者及其共病的

endophenotype 扮演實質上的角色 16。

除此之外，有些文獻建議當腦部回饋系列

（brain� reward�cascade）失常時，特別是多巴

胺（dopamine）系統，造成低多巴胺狀態時，

腦部也許會需要多巴胺讓個體去避免不舒服

的感受。這高危險性的基因特色會導致多重

尋求藥物的行為，因為這些藥物會啟動多巴

胺釋放，減少異常的渴求（craving）情形。這

種基因特色有部分跟一種基因型態（DRD2A1�

allele）相關，它妨礙腦部回饋部分多巴胺受

體正常的表現。另外，它和其他神經生理

過程牽涉的神經傳導物質（e.g.,� serotonin；

GABA；dopamine），與個體功能失常，有

高危險性成癮，衝動控制差，及強迫行為傾

向有相關。因此，多巴胺基因及其他回饋基

因（reward�gene）的變異是回饋缺失症候群

reward�deficiency�syndrome（RDS）的重要決定

因子，而 ADHD 被認為可能是其行為的次分類

（subtype）。RDS 指的是在腦部神經傳導物質

系列（cascade）被破壞，會造成行為偏差。

RDS 受基因及環境影響，它使個體傾向高危險

性多重成癮，衝動控制差，及強迫行為。此外，

有一些與 ADHD 相關的基因，也參與 reward�

cascade17。

在 Stefan�G.�Hofmann�et�al.（2008）的研究

顯示，雖然外顯問題（externalizing�problem- 包

括 CD,�oppositional�defiant�disorder,�ADHD）及焦

慮異常單獨均與 SUD 有強烈相關性，但無論

出現任何焦慮異常，就會減少外顯問題及 SUD

的相關性。推測雖然個體有外顯問題，但害怕

因為藥物會造成身體類似焦慮不舒服的症狀出

現，導致他們不至於從事尋求藥物的行為 18。

有些研究顯示使用處方中樞神經興奮劑�

(stimulants) 會導致之後發展成 SUD19，這類擔

心基於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可能會增加對之後

中樞神經興奮劑暴露的敏感性（sensitization），

就像重複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會導致過多對

藥物的渴求（craving）及自我使用中樞神經興

奮劑 20。6 個公開發表結果的 Meta-analysis 研

究顯示（1998~2002），確認治療 ADHD 對於

SUD 是有保護作用的，相較於未治療患者以

治療者有較少的物質使用的報告 21。Biederman

（2003）研究 75 位臨床轉介介於 15~17 歲

ADHD 男孩及 137 位控制組，其中 56 位 ADHD

患者接受處方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其中

75％未治療 ADHD 患者為物質使用者，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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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藥物釋放（transdermal�delivery）：

成 份 包 含 在 聚 合 物 黏 著 貼 片 內 的

methylphenidate，藥物經由貼在完整皮膚上緩

慢釋放。因為它緩慢釋放的特性，應可以減少

濫用的危險性 26。

Prodrugs：為藥理上沒活性或少活性的藥

物，除非它被酵素分解成為有活性的藥物。理

論上，prodrug 若只有經由腸胃道系統才會被

分解成活性藥物，當它經由非口服途徑吸收效

果會減少，因此可以減少經由吸入或靜眽注

射而濫用的機會。Lisdexamfetamine 為第一個

prodrug 中樞神經興奮劑用來治療 ADHD，為長

效劑型可持續一整天 27。

Tamper� resistance：當藥物劑型是不易被

損壞或壓碎時，或是”bioactive”（劑型須暴

露在特殊腸道狀態才能釋放活性物質），或

是”sequestered”（當劑型被破壞時，會釋放

排斥或中和物質），它的活性藥物成分就不易

被萃取而減低濫用的可能性 28。

若病患可能有 SUD 的危險性及那些目前

仍使用物質的 SUD 患者，在使用中樞神經興

奮劑之前，應先考慮使用非中樞神經興奮劑，

因為有較低藥物濫用情形。長效劑型中樞神經

興奮劑可在確認患者已自 SUD 恢復足夠時間

後開始使用。

結論

雖然很多研究顯示兒童時期 ADHD 較沒有

ADHD 有較高後續 SUD 的危險性，很多其他因

素如 CD 症狀及同儕聯盟的偏差行徑也與此相

關。無論如何，ADHD 對於某些特殊物質濫用

有其獨特影響，也許跟 ADHD 某些症狀相關，

而非一般的診斷。例如，inattention 也許跟香

菸使用危險性增高有關。除此之外，同時合併

有 ADHD 及 CD 的個案也許會增加物質使用及

相關問題。另外，宣稱使用治療 ADHD 的中樞

神經興奮劑會增加後續物質使用的危險性並未

被確認。相反的，兒童使用處方中樞神經興奮

劑治療較未接受治療兒童明顯降低 SUD 的危

險性。這發現顯示，ADHD 實際上促成物質使

用問題的發展及維持，而成功的治療 ADHD 症

狀會減少物質使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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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時期使用處方中樞神經興奮劑並未增加青

少年時期或成年期物質使用危險性 22。

大部分 SUD 開始於青少年期甚至早在兒

童期 23，因此，SUD 越來越被視為類似 ADHD

的成長疾患。�臨床醫師面對的挑戰為如何治

療 ADHD 合併 SUD 的患者，其中包括如何正

確的診斷ADHD及SUD，選擇適當的治療方式，

及避免濫用或娛樂性質的使用治療 ADHD 的藥

物。根據 Wilens 提出，確認 ADHD 患者合併

SUD 的特殊危險因子，也許可在他們症狀表現

的初期，就確立針對這兩個疾患目標性的治療
24。他提出評估及治療合併有 ADHD 及 SUD 患

者的準則：

1.� 應在仔細評估患者的精神，成癮，社會，

認知，教育及家庭特質再執行處置

2.� 詳細詢問患者的物質使用史，包括目前正

在使用的物質及治療情形

3.� 仔細的鑑別診斷，包括醫療及神經科狀況，

因其可能和 ADHD 有部分一致的症狀，或

者是 SUD 的後果

4.� 目前的心理社會因子可能會導致臨床表現

5.� 在目前仍使用物質的 SUD 患者，必須在戒

治物質至少一個月後才能正確及可靠的評

估 ADHD 症狀

6.� 可使用半結構式的精神科會談或是有效的

ADHD 評估工具來系統性的診斷評估這些

病患

7.� 在同時合併有 ADHD 及 SUD 的患者，必須

先著手處理 SUD

8.� 在目前仍使用物質的 SUD 患者，須立即穩

定其成癮狀態。他們也許需要住院戒治；

自助團體也可以幫助很多病患。

9.� 行為及認知治療對於成年 ADHD 病患是有

效的

10.�藥物治療可以減低 ADHD 症狀及合併的精

神異常，但對於物質使用或是渴求可能只

有較少作用

一旦確定戒治藥物已有合理的一段時

間，就可以開始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

Bukstein 提出 ADHD 患者曾有 SUD 可能從預防

復發技巧獲益，必須考慮到患者的衝動控制；

監控患者的物質使用，包括使用尿液毒物篩檢

等 25。醫師必須監督病患藥物處方，尤其高度

懷疑那些過早來領取藥物或是表示藥物遺失

者。藥物必須被上鎖，而且病患不該透露自己

目前在使用處方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 ADHD。

臨床上治療 ADHD 藥物除了中樞神經興

奮劑外，還有非中樞神經興奮劑，包括 3 種

最可期待的藥物：atomoxetine,�bupropion,� 及

guanfacine.� 另外還有新劑型低成癮性治療

ADHD 藥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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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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