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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在與政府部門的溝通會議中，我

們可以有長期投入、熟悉該議題的醫師參與會

議，為大家爭取政府部門的資源；同時督促政

府，務必建立合情合理的制度。

我們也希望在開理監事會議時，江山代有

才人出，會議桌上永遠都有新的面孔、新的聲

音、新的頭腦、新的氣息。

好棒！新的一年終於來了！感覺上，會是

個好年頭，會有很多快樂的事！讓我們一起祈

禱，一起努力，也一起感恩吧！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秘 書 處 公 告

1.	 本會辦理 102 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甄審，相關日期如下：

	 申請日期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21 日，申請

資格審查時請一併繳交個案報告一式三

份。

	 筆試報名日期：7月 1日至 7月 15 日；

	 8 月 4 日 ( 星期日 ) 舉行筆試；

	 口試報名日期：8月 15 日至 8月 25 日；

	 9 月 22 日 ( 星期日 ) 舉行口試。

		 甄試申請須知及相關表格文件請自本會網

站下載 http://www.tscap.org.tw

2.	 依第八屆第一次學術節目委員會決議通

過：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十五週年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2013 年 6 月 2 日假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為「For	 the	

理 事 長 的 話

新年新氣象

張學岺  理事長

每年到了這個季節，總免

不了要回顧過往、期許未來。

過去的一年，我們都見證了許多的悲歡離

合。其中，許多是令人鼓舞的、許多是讓人心

碎的；大部分的時候，是我們無法預測及理解

的。

許多事情，似乎只能盡人事聽天命的。

是不是在台灣當醫師，也是不得不的，帶

著這樣悲觀的心情。

過去這一年，有許多關於精神疾病的新研

究、新論文發表了。但是，就是沒有人可以真

正告訴一位疲憊的照護者，他們還要背負這樣

的重擔多久。這個國家、或是政府、或是社會

福利制度，可以分擔這些家庭多少心酸。

過去的這一年，健保制度不斷蛻變。身為

臨床醫師，在這一場場的決策會議中，積極發

聲的常被消音；剩下的，漠然以對。

醫師總是宿命的等著，對於制度，我們習

得無助。

所以，在新的一年，期望年輕的醫師除了

研究及發表論文外，可以勇敢的跳入白色象牙

塔以外的世界。勇敢的為自己發聲、也為病人

爭取應得的福祉。

我們也期許更多的年輕醫師，可以踴躍的

參與學會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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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此次擬申請法律、兩性、臨心、職治等多

學分，以鼓勵更多有興趣相關人員參加。

		 提醒所有會員「保羅楊森博士	台灣兒童

青少年精神醫學優秀期刊論文獎」：申請

截止日期：2013 年 2 月 1 日，以通訊方

式申請，以通訊寄出日期為憑，逾期恕不

受理。「保羅楊森博士	台灣兒童青少年

精神醫學壁報論文獎」及「台灣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獎」；投稿

截止日期：2013 年 3 月 31 日，以 E-mail

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3.		 2013 年 4 月 26 至 28 日，海峽兩岸兒童

青少年精神醫學會議即將於西安舉辦，敬

請會員屆時踴躍報名投稿參加。

4.	 2012 年 12 月 16 日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

會議決議，通過趙若梅、賴柔吟醫師入會

申請。

5.	 2012 年 12 月 16 日第八屆第二次專科醫

師甄審委員會通過受訓報備案：通過李幸

蓉、趙若梅、賴柔吟、林祥源專科醫師受

訓資格。

IACAPAP心得報告 (下 )

來自法國 20 屆 IACAPAP 大會的前
線報導

吳思穎、林祥源、陳質采、黃郁心

黃琳婉、張倍禎、劉惠青

盛夏的巴黎，沁涼的風舒舒緩緩漫步在

美麗的街頭，亮澄澄的陽光灑落在樹梢上，

時尚之都的夏季折扣已如火如荼的展開；而

第 20 屆國際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與其相關專

業會議 (The	20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als，簡稱	IACAPAP) 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至 7月 25 日期間就在此舉行。

此 次 大 會 的 主 題 為「Mind,	Brain,	

Development」，除了 7 月 21 日星期六的會前

機構參訪外，大會於 7 月 22 日的星期天早上

拉開序幕，由來自奈及利亞的 IACAPAP 主席

Otayinks	Olusoia	Omigbodun 及法國白髮蒼蒼的

資深前輩 Colette	Chiland 主講。Colette	Chiland

一開始就很認真剖析 Psyche 和 Brain,	Mind 意涵

的差別，也提出了許多身為臨床工作前輩的

思考，在一片神經影像研究當道的洪流中，

兩位大師的話不免讓人有暮鼓晨鐘之慨。有

意思的是，26 年前，1986 年巴黎第二次舉辦

IACAPAP 大會時，Colette	Chiland 正是大會主席

呢！

事實上，巴黎的兒童精神醫學有許多令人

瞻仰的歷史大師文化資產，走廊上一張張的看

板寫滿了這些前輩努力的足跡，有 Jean	Marc	

Gaspard	 Itard,	Paul	Moreau 等人物，這也是其他

國家遠遠無法企及的驕傲。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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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學習看板

 	黃郁心

如何鑑別亞斯伯格症與高功能自閉症 ?	

在精神科的診斷手冊第五版 DSM	V	 草

稿已將亞斯伯格症刪除之際，聽到大師 (H.	

Remschmidt) 演講不啻是讓人再次觀念釐清的

好機會。大師做的長期研究發現亞症孩子長大

後與高功能自閉症在語言發展上差異不大，

二組的心智理論 (theory	of	mind) 能力差異不顯

著，亞症患者在文蘭適應量表上分數較佳，溝

通能力及日常自我照顧能力較佳。總體來說似

乎 Remschmidt 還算支持 DSM	V 工作小組的想

法。

 	黃琳婉.

這次參加在巴黎舉辦的 IACAPAP 對我來

說是一次很特別的學習經驗，雖然一直很喜歡

孩子，但是不管是臨床中或是實際生活中與小

小孩的互動經驗並不太多，書上讀到的知識還

無法熟練的融合在自然的互動中，可是在這次

的會議中，從大會舉辦的活動，或是會後的討

論，都讓我深深驚異於西方文化中，比我們更

習慣將孩子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 ( 即便是話都

還說不太好的孩子 )，而回國以後，我試著以

這樣的姿態和孩子互動，在互動之間竟然有了

些奇妙的火花，我也更享受與這個年齡層孩子

的互動。

 	吳思穎

此次國際會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多專

業領域的主題，以及包含不同文化國情的議題

討論。

不同專業領域的講者，為慣常於診斷有

病沒病的醫師角色，帶來新鮮的提點及理解

角度．例如 Rochat 教授在 The	baby	and	the	self

的	演講中，藉由細膩的觀察及實驗中，介紹

由胎兒時期、新生兒、幼兒階段等，漸次成形

的自我意識，以及與外界環境、不同文化情境

互動中，生動形塑的一個「人」．如另一場以

兒童精神醫學照會為主題的演講，講者清楚地

分享患有先天食道閉鎖的嬰兒的身心觀察，父

母的創傷，以及被照會者的角色、理念、和可

提供的身	心醫療．再如 Van	Ljzendoorn 由其基

因學研究結果提出新觀點：risky	gene 也可為

resilience 的發源處．這些經驗及講者的風采，

對於年輕的兒青醫師，著實是一大鼓舞，不僅

在未來發展的多樣性及樂趣上，也在此角色的

潛力及價值上！

 	劉惠青

這 邊 摘 要 兩 個 被 談 到 的 DSM-5 的 診

斷：AS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和 Gender	

Dyphoria

ASD

綜合不同場次講者所提到的，自閉症在

DSM-5 會變得較嚴格，Domain	A 的社會人際

互動問題必須完全符合，並把重複性行為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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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在 Domain	B	四項要符合兩項以上，且不

另細分以前的 AS 及 PDD-NOS。原因是他們認

為不管在研究或臨床上自閉症的各種面向，

包括語言發展，智力，溝通模式，病因，神

經認知功能及治療等，都難以清楚區分這些

subgroups，且專家們對於 AS,	HFA,	PDD-NOS

的確切分別也沒有共識。雖然這樣分類可能會

漏掉一些較輕微 (subclinical) 的個案，但他們覺

得這些個案並不在精神科疾病診斷的範疇內。

同時新的診斷將嚴重度 (severity) 與所需要的支

持協助程度 (required	substantial	supports) 連結起

來，將在未來帶來很大的挑戰，因為每個地方

所能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協助程度是不同的，包

括受過訓練的人員多寡，可獲得的服務種類，

照護的可近性等。另外，新的診斷強調就算早

期有些 ASD 症狀，但除非是他的能力達不到

這個社會的要求 (threshold	of	“social	demands	

exceed	limited	capacities”)，否則之後不一定會

繼續有此診斷。這也牽涉到每個地方的社會要

求，受到其教育，資源，期待，兒童權利的尊

重等因素影響而不盡相同，如美國跟土耳其或

奈及利亞就差異甚大 ;	同時也顯示出早期療育

的重要（不再是 once	autism,	always	autism）。

最後，把重複性行為單獨分為一 domain 也暗

示未來早期療育課程設計的重點可能不只在於

人際互動，如何改善自閉症惱人的重複及固著

行為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Gender Dysphoria

這邊很有趣，阿姆斯特丹團隊提出很多

他們關於 transsexuals 在神經學及內分泌學的

研究，但因為過去較少接觸這方面的研究，

覺得沒有完全聽懂。簡單地說，未來 DSM-5

不會再有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而是將原

來的這個診斷症狀分散在 Gender	Dysphoria,	

Sexual	Dysfunction,	 和	Paraphilic	Disorder。關於

Gender	Dysphoria 在 DSM-5 的重點是去疾病化

(depathologization)，連disorder都沒有(非”gender	

dysphoric	disorder”)，而改認為是一種神經

學上的，性別之間的，內分泌學的狀況	(a	

neurological,	 intersex	 or	medical/endocrinological	

condition	)。

 	林祥源

很 感 謝 高 淑 芬 教 授 給 我 機 會 能 在	

“Neuroimaging	study	in	Asia”的symposium上，

向國際各地神經影像的研究者與醫師分享我

們團隊最新的研究成果 (Fronto-parietal	control	

network	in	ADHD-resting	state	fMRI	study)，雖然

參與這場 symposium 的人不多，但仍有許多成

員提出問題，交換意見及聯絡方式。

這 次 IACAPAP 主 題 是‘Brain,	Mind	and	

Development’，所以會議有不小的比例都是

與 neuroscience 的最新發展相關，而這恰好大

大地滿足了我對於 mind 運作的神經科學基礎

的強烈好奇心，也讓我大開眼界，瞻仰並試著

揣摩學習在這些領域的大師們是怎麼思考問題

及尋求答案，期待自己未來能對於這些答案的

探索上提供一些些小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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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倍禎

今年由於奉派至台大醫院進行兒青次專科

訓練，於是讓我能有機會參加	IACAPAP，並發

表由高淑芬教授指導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

童與其手足之母子關係」研究的壁報論文。這

次的台灣代表是由理事長張學岑醫師領隊，與

全台灣的兒青權威醫師一同前往與會。

很開心能參與這場兒童青少年精神界的盛

會，除了認識很多國外頂尖的學者外，也更了

解世界各國在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診斷與治療

上的最新發展，並建立起與其他各國專家的

交流平台。值得慶賀的是這次的	IACAPAP 是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TSCAP) 正式成為

IACAPAP 會員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會，因此，

台灣駐法大使呂慶龍也特地在使館舉辦酒會，

席間除肯定學會讓台灣精神醫療走向國際、為

台灣發聲的辛勞與努力，也期待能將交流心得

帶回台灣回饋國人。

此次會議另一讓人印象深刻的事，則是由

一位患有自閉症的台灣小朋友，在大會特意

安排下展示畫作，讓我見識到大會以具體行

動來支持及肯定小朋友能力的用心。會議中

並巧遇同為「亞洲年輕精神科醫師聯盟 (Asian	

Federation	of	Early	Career	Psychiatrists)」的夥伴，

來自印尼的	Dr.	Fransiska	Kaligis，我們都一致認

為	IACAPAP 的世界大會是一個對年輕精神科

醫師非常友善的大會，並很歡迎年輕精神科醫

師的參加。最後，要特別感謝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精神醫學部與台大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老

師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能有機會參與這兩年

舉辦一次的世界大會，不僅在學術上增廣見

聞，也體驗了巴黎的浪漫與華麗，留下珍貴的

回憶。

專 欄 文 章

早發型精神病的神經生理與疾病表現

Vyas.NS,.Patel.NH,.Puri.BK..Neurobiology.

and.phenotypic.expression.in.early.onset.

schizophrenia..Early.Interv.Psychiatry..

2011;5(1):3-14..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  王亮人醫師

一、前言

精神分裂症是一個嚴重、退化性且病因複

雜的疾病，兒童青少年時期就發病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相對較少，其神經生理機轉與疾病表現

在這個族群可能是獨特的。一般對早發型精神

病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EOS) 的定義為 18 歲

以前發病，這篇文獻綜合回顧了 EOS的流行病

學、現象學、認知功能、基因與神經影像等相

關研究，以了解這個族群的疾病生理。

二、流行病學

EOS占全部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約 4%，早期

的研究認為 EOS與青春期有關，且盛行率男高

於女，但晚近的研究則傾向認為男女盛行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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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男女的比例大約為 1-1.4 比 1。EOS有高的

診斷穩定度並持續到成人期，且疾病的嚴重度

較成人時期發病者為高。

三、現象學

EOS 常常是不知不覺中緩慢發生的，並且

有更嚴重的病前功能缺損與兒童適應障礙，

87%的病患家長觀察到病患在孩童時期就有異

常的行為，例如害羞、膽怯或退縮。和成人的

病患相同，妄想和幻覺是常見的症狀，大約

80%的 EOS有幻覺經驗，但內容多和兒童的生

活經驗 (玩具、動物或怪物 )有關，妄想較少

出現於10歲以下的病童。在疾病的亞型方面，

妄想型的病患相對較少，而混亂型與未分類型

較常見。			

四、社會與發展的缺損

EOS 似乎有較多的病前發展障礙和社會適

應困難，有 23%的病患語言發展障礙，31%動

作發展障礙、36%社交功能障礙。一個研究顯

示兒童時期發病的患者有 50%都有病前某個發

展領域的障礙，相對的成人時期發病的患者約

有10%。

五、病程與預後

有許多的研究認為發病時間較早與較差

的預後有關，由於較早發病影響了個案的認知

與社交發展，因此比起成人時期發病的個案，

EOS造成較嚴重的社會功能障礙，然而也有部

分研究認為發病的時間和預後無關。關於社會

功能預後的預測因子，許多研究一致的指出病

前的功能是最有力的預測因子，病前功能越差

其預後也越差。精神分裂症患者約有80-90%住

過院，大約45%的病人在發病的第一年就住院，

作者先前研究發現住院次數並無法有效預測病

人預後，但有可能是統計效力不足所致。另外，

未接受治療的病程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	

DUP) 也被報告與預後有關，儘管DUP本身很難

定義，但作者建議縮短DUP可能讓 EOS病患的

預後改善。

六、認知功能缺損

1. 一般智力

EOS 病患在智力測驗上的分數約在 80-90

之間，比起成人時期發病的個案為低，甚至有

約三分之一的個案低於70分，有研究者再細分

兒童時期發病、青少年時期發病、成人時期發

病的不同，結果發現青少年時期與成人時期發

病的患者的智力表現相似，兒童時期發病者較

差。另外，在瑞典和以色列的男性兵役資料分

析一致顯示，病前的低智力會增高日後發生精

神分裂症的風險。EOS會造成病患學業表現變

差，長期的追蹤研究顯示在精神病症狀出現之

前大約兩年，病人的 IQ就已顯著下降，發病後

約兩年間智力仍會降低，但接下來大致就維持

在穩定的狀態。

2. 記憶功能

EOS 在一般記憶與語言的記憶功能有顯著

缺損，其分數比起全智商與語文智商分數顯著

較低，但在視覺記憶的缺損則各研究之間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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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發現，整體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記憶

缺損主要是在長期記憶與延宕回憶的能力，與

發病的年齡或病程慢性化無關。

3. 注意力

許多研究一致報告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

注意力的缺損，但對於EOS的研究則結果分歧，

有研究認為選擇性注意力與處理速度在 EOS病

患較差，但最近的研究則顯示 EOS的持續注意

力未受影響。

4. 執行功能

抽象思考與認知轉移是 EOS 常見的能力

缺損，也有報告指出 EOS在排序計畫的時間較

短，可能與衝動性高及缺乏自我控制有關，多

數的研究皆顯示 EOS病患呈現的執行功能缺損

effect	size 相當大。

七、基因遺傳

EOS 是高度遺傳性的疾病，有研究顯示

同卵雙胞胎的共病率是 88.2%，異卵雙胞胎為

22.9%，一些曾被報告與成人精神分裂症相關

的候選基因 (例如 G72、neuregulin-1、DTNBP1、

GAD1)，在兒童時期發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childhood-onset	schizophrenia,	COS) 有更高比例的

疾病表現。Velocardiofacial	syndrome	(VCFS) 是一

個染色體 22q11 的 microdeletions 造成的罕見遺

傳疾病 (約 1/4000)，22q11	deletions 有很高的精

神疾病盛行率，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有研究報

告 22q11 與兒童青少年大腦的灰質喪失有關，

其相關的認知與行為異常可能為 EOS的內在表

現型。另外，性染色體的異常，過多的 CAG/

CTG 重複可能與男性 COS 有關。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 是人類基因體最常見的變異，有

研究認為COS比起成人時期發病的患者有較多

已知基因的CNV。Neurexin	1 被認為與精神分裂

症、自閉症、智能障礙有關，可能造成早期神

經系統發育的異常。

八、神經影像

在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多是認為病

人的腦體積較小，大腦灰質體積減少，尤其在

前額葉的區域，以及腦室擴大。在 EOS病患的

腦影像也有相似的發現。在MRI 的研究中，除

了上述發現以外，有研究指出 EOS的 caudate、	

putamen、	globus	pallidus、corpus	callosum 體 積

較大，另外有研究指出病患在生病的初期腦

部的缺陷主要在 parietal	region，追蹤 5 年後，

發現缺損部位轉移至 temporal	 lobes、dorsolateral	

prefrontal、frontal	eye	fields。DTI 的研究顯示 EOS

病患的 fornix 體積略小，hypothalamus 的纖維

輸出減少。PET適合用來研究腦中的神經生化

機轉，一個以 PET(18F-FDG) 為工具的研究顯示

EOS病患在注意力測驗的表現較差，但大腦的

葡萄醣代謝異常升高，額葉的功能僅有輕微的

降低。

九、結論

EOS 在精神分裂症病人中似乎有較高的疾

病嚴重度與較高的遺傳性，未來更多的神經生

化、認知功能、基因與神經影像的相關研究有

助於釐清病因與提供新的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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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藥物對早發型精神病的效益

與安全性：長期的追蹤比較

Cianchetti.C,.Ledda.MG..Effectiveness.

and.safety.of.antipsychotics.in.early.onset.

psychoses:.a.long-term.comparison..

Psychiatry.Res..2011;.189(3):.349-56.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  王亮人醫師

一、前言

目前已經有許多研究比較第一代抗精神病

藥物 (FGA) 與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 (SGA) 在成

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療效與安全性。但是針對

兒童青少年族群的研究則相對較少，而且結

果並不一致。例如有研究認為 olanzapine(OLA)

和 risperidone(RIS) 並沒有比 haloperidol(HAL) 或

molindone 來 的 有 效。2006 年 的 一 篇 meta-

analysis 文章顯示：比起 SGA，FGA 有較好的

療效且造成較少的體重增加副作用，2011 年

的另一篇 meta-analysis 比較 SGA 之間的差異，

作者認為除了 clozapine(CLZ) 對難治型精神分裂

症患者有較佳的療效以外，其他的 SGA 之間

則沒有差異。有鑑於先前的研究對病患追蹤的

時間不夠長 ( 都不到一年 )，此研究報告 FGA

與 SGA 在兒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 (Sph) 與情感

性精神分裂症 (SA) 患者的長期 (3 到 11 年 ) 療

效與安全性。

二、方法 :

( 一 ) 參與者 :

個案為 1990 到 2005 間在作者所服務的醫

院住院過的兒青病患，在第 3 年時共有 47 個

案仍可追蹤，其中診斷為 Sph 有 29 人，SA 有

18 人，平均 15.5 歲；男性 23位，女性 24位。

排除智能不足或其他重大的神經精神疾病共病

的患者。

( 二 ) 評估方式 :

診斷以 K-SADS-PL 確認，臨床症狀以

PANSS、CGI、C-GAS 評估，在前 2-6 個月是每

週或每兩週評估一次，接下來是每個月或每兩

個月評估一次，但只有第6、12個月、與第	3、

5、8、11 年的資料納入分析。有關安全性的

評估，藥物造成的運動功能副作用以病患自行

報告為主，體重、心電圖、血糖、及基本的血

液檢驗在住院時、3個月後、一年後分別評估，

之後每年重新檢驗。若病患使用 CLZ，則前六

個月每週抽血檢驗。

( 三 ) 治療過程 :

早在研究開始時，大部分的病患是服用

HAL，如果療效滿意 ( 定義為 PANSS 分數下降

超過 20%及任一分項的分數小於 3分 ) 則治療

持續，如果療效不佳或副作用無法忍受則轉換

至其他藥物 (OLA 或 RIS)，如果對兩種以上治

療藥物反應不佳才使用 CLZ。Quetiapine(QUE)

及 aripiprzole(ARI)	 直到研究的後期才有病患

使用，因此個案數較少。治療過程中只能使

用一種抗精神病藥物，但 mood	stabilizers 與	

anticholinergic	drugs 可以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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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

在第三年時，使用過 HAL、RIS、OLA、

QUE、ARI、CLZ的個案數分別為28、32、12、8、

4、27 位。在第	5、8、11 年時，分別有 41、

30、19 個個案資料可以追蹤分析。在第 3和 5

年時，CLZ 比起	HAL、RIS、OLA 有較高的治療

持續率，QUE、ARI 因個案數太少未納入分析；

在第三年時，RIS 比起 HAL 有較高的治療持續

率。

在個案開始使用一個藥物治療，直到換藥

或研究結束時的前後比較，CLZ 比起其他藥物

在 PANSS 分數的下降及 CGI、C-GAS 分數的上

升最為顯著。若以病患在使用不同藥物的時

期改善程度，作前後比較分成四組，分別為

HAL	vs.	RIS、HAL	vs.	CLZ、RIS	vs.	CLZ、OLA	vs.	

CLZ，結果顯示 RIS 在 PANSS 總分及正性症狀

分數改善上顯著優於 HAL；CLZ 在 PANSS 各分

項的症狀分數改善上皆顯著優於 HAL、RIS；

CLZ 與 OLA 未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 GAF

的分數改善上，使用 CLZ 的病患在第 3、5、

11 時顯著優於用其他的藥物治療的病患，在

第 8年則無差異。

在副作用方面，共有三位使用 CLZ 的病患

因 Neutrophils	數目減少而停止使用。額外的體

重增加在 OLA 組有 60.0%，RIS 有 35.5%，CLZ

有 28.6%。HAL 組有 61.2% 而	RIS 有 25.8% 的

病患出現齒輪狀僵硬的錐體外症候群副作用。

有兩位服用 CLZ 的病患有血糖輕微上升 (105-

120mg/dL)，有一位病患罹患糖尿病並拒絕繼

續服用該藥。			

四、討論 :

這篇研究的結果顯示雖然 CLZ 並未作為

第一線的用藥，但是在追蹤的第三年與第五年

時，其治療的持續率、臨床症狀及生活功能的

改善上，似乎優於其他藥物。然而 QUE、ARI

組因個案太少並無法做有效的分析比較。在研

究的第 8、11 年時，CLZ 仍顯現顯著的治療效

益與良好的藥物遵從性，這些發現和一些先前

的研究報告結果相符。另外，RIS 在臨床症狀

改善上優於 HAL，但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 RIS

比起 HAL 有較高的治療持續率所致。

在副作用方面，OLA 造成最多的體重增

加，而 3位服用 CLZ 的病患有血糖升高，但這

樣的結果可能和病患暴露於 CLZ 的時間較久有

關，有一位服用 CLZ 的病患產生癲癇兒加上抗

癲癇藥物，但並沒有個案因產生心臟方面的副

作用而停藥。

這個研究的限制包括並未使用隨機分派及

盲化的策略；因早發性精神病個案較少見故研

究個案數太少；且並未作重複比較的校正等

等。

這篇研究的結論建議 CLZ 在兒童青少年早

發型精神病族群在症狀改善及服藥持續性上優

於其他藥物。先前已有研究顯示服用 CLZ 的病

患死亡率比起服用其他藥物者為低，因此作者

建議應該重新考慮目前對於 CLZ 作為第二線治

療的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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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型精神病個案在治療中的認知功

能結果研究

Frazier.JA,.Giuliano.AJ,.Johnson.JL,.

Yakutis.L,.Youngstrom.EA,.Breiger.D,.

Sikich.L,.Findling.RL,.McClellan.J,.Hamer.

RM,.Vitiello.B,.Lieberman.JA,.Hooper.

SR..Neurocognitive.outcomes.in.the.

Treatment.of.Early-Onset.Schizophrenia.

Spectrum.Disorders.study..J.Am.Acad.

Child.Adolesc.Psychiatry..2012;.51(5):.

496-505.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  王亮人醫師

一、前言

早 發 型 精 神 病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EOS) 的定義一般為 18 歲以前發病，比起成人

時期發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EOS 似乎有較多

的病前異常與較差的認知功能表現，而認知功

能缺損是預測病患整體社會功能的重要因子。

早期的研究認為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 (SGA) 比

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 (FGA) 在成人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認知功能改善效果較佳，但是接下來

有隨機分派設計的臨床試驗，包括 CATIE 及

EUFEST，並不支持這樣的論點。針對 EOS，抗

精神病藥物已經被證實對於正性與負性症狀的

改善皆優於安慰劑，但對於神經認知功能的影

響則所知不多。此研究為 NIMH 所出資的一個

名為”早發型精神病類群治療計畫”(Treatment	

of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TEOSS) 的隨機對照、多中心的研究，是目前

為止針對 EOS 個案數最多的研究，目的是比

較個案服用 olanzapine、risperidone、molindone

的認知功能差異，以及臨床症狀與認知功能的

關係。

二、方法 :

( 一 ) 實驗設計 :

個 案 隨 機 分 派 接 受 olanzapine、

risperidone、molindone 的其中一種藥物治療，

認知功能在基準 (baseline)、急性期結束 ( 第 8

周 )、試驗終點 ( 第 54 周 ) 各施測一次。第 8

周時若治療反應良好 (PANSS 分數下降 20% 以

上及 CGI-I 分數小於 2 分 )，則持續雙盲的狀態

在維持期 (maintenance	phase) 以相同的藥物治

療直到 52 周結束，若治療反應不佳或副作用

無法忍受則在急性期結束再次以隨機分派雙盲

使用另一種藥物治療直到 52 周。

( 二 ).參與者 :

個案為 8-19 歲以 KID-SCID 為診斷工具

符 合 DSM-IV 中 schizophrenia、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或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診 斷 的 患

者，其 PANSS 的正性症狀至少有一題的嚴重

程度是在中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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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認知測驗工具 :

一般的智力以 Wechsler	Abbreviated	Scale	

of	 Intelligence	 (WASI) 測試 ;	 學業成就表現用

Wide	Range	Achievement	Test	 (WRAT-3) 的 閱

讀、拼字與數學的分測驗 ;	精細動作與協調性

用 Finger	Tapping	Test	(FT) 和	Grooved	Pegboard	

(GP);	 注意力及衝動控制用 VIGIL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CPT); 短 期 記 憶 以 Hopkins	

Verbal	 Learning	Test—Revised	 (HVLT-R)、Wide	

Range	 Assessment	 of	Memory	 and	 Learning	

(WRAML)、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Test	

(VSWM)、Woodcock-Johnson-III	 (WJ-III)	Numbers	

Reversed 等測驗 ;	 認知效能用 Controlled	Oral	

Word	Association	Test	 (COWAT) 和 Ruff	Figural	

Fluency	Test	 (RFFT);	 社會認知以 Eyes	Test 測

試。WASI、WRAT-3、和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64-Computer	Version	(WCST-64-CV) 只有在

baseline 和 endpoint 作測試。

	

( 四 ) 資料分析 :

個案至少有一次 post-baseline 認知功能

測試者才會納入分析，baseline 的	data 設定為

week	0。為濃縮資料減少 type	I	error 的機會，

認知功能的分數被簡化為六個面向，包括精細

動作/協調性、注意力、短期記憶、認知效能、

衝動控制、社會認知。統計方法以 ANCOVA

檢定認知功能的改變，以年齡、性別、與

baseline 分 數 為 共 變 數。 以 partial	 correlation

檢定 ( 控制年齡與性別 ) 臨床症狀改變與認

知功能改變的關係，重複比較以 Bonferroni	

correction 校正。

三、結果 :

在 116 個 TEOSS 的個案中，有 77(66%) 位

有 post-baseline 的認知功能資料可供分析，這

77 位個案比起另外的 39 位在 baseline 有較嚴

重的症狀分數。在每個時間點上，三種藥物組

別之間認知功能並沒有任何的顯著差異。若考

量不分組的全部個案，認知功能的全部組合分

數在第 8週與第 52 週比起 baseline 都有顯著進

步，第 8 週與第 52 週相比無差異。第 8 週時

6 個認知功能面向中有 3 項比起 baseline 有顯

著進步，分別是精細動作、衝動控制、社會認

知。第 52 周時 6 個認知功能面向中有 4 項比

起 baseline 有顯著進步，分別是精細動作、注

意力、認知效能、衝動控制。然而這些進步幅

度的 effect	sizes 為小或非常小。

病患的智商及學業成就無顯著改變。有關

認知功能的預測因子，較年長的病患比起較年

輕的病患在第 8週有較佳的注意力改善，其他

的認知功能面向則與年齡無關。第 8 到 52 週

的 PANSS 總分改變與注意力的改變相關；第 8

到 52 週的 PANSS 負性症狀分數改變與精細動

作的改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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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

這篇研究的發現和先前針對成人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發現相符合。但由於認知功能的進步

效應很小且在急性期較明顯，其進步有可能是

來自於練習效應或安慰劑效應。由於此研究沒

有控制組可供比較，因此練習效應的影響並無

法排除，過去的研究顯示練習效應對認知測驗

表現的影響幅度約為輕到中度。

此研究樣本的臨床症狀的改善與認知功能

的改善關係並不顯著，這也和成人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研究結果相似。儘管在此研究中抗精神

病藥物治療能有效的減輕至少一半個案的精神

病症狀，但是緩解精神病症狀似乎與認知缺損

改善的關聯性不大，然而以另一方向解讀，藥

物治療能夠緩解精神症狀，或許可能同時避免

認知功能持續退化。

先前的假設是年輕的個案可能在治療中獲

得較多的認知改善，但是研究的結果並不支持

這樣的看法。另外，藥物治療中的認知功能改

善，有可能是和環境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就像

一個人如果服用肌肉增強藥物，但是卻缺乏運

動則一樣不會有效果。TEOSS 的個案大部分都

仍在學，有 45% 在收案當時正在接受某種特

殊教育，因此認知改善的效果或與來自藥物及

教育的共同影響，而這樣的效應或許也影響到

不同年齡層的認知改變。

這個研究的限制包括：大部分的 TEOSS

個案在收案之前已經有服用過某種抗精神病藥

物，因此carry-over	effects 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研究中有 34% 因沒有 post-baseline 的資料而未

納入分析，限制了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分成

三個藥物組別個案數太少，統計效力可能不足

以偵測出服用三種藥物可能的認知功能差異。

這篇研究的結論是 TEOSS 個案的認知功

能改善有限，而且這些改善僅與先前在成人病

患的藥物治療研究中的練習效應相當，而且在

EOS 族群中，使用不同的藥物治療其認知功能

的改變並無差別，因此除了藥物治療以外，必

須要考量更多元的治療方式 ( 或許包括認知增

強藥物或社會心理介入 ) 來有效的改善病患的

認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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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冬季號通訊考題

主題 : 早發型精神病 (early onset psychoses)

1.	根據 Cianchetti 等人 2011 年的研究，有關早

發型精神病 (EOS) 的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病

患服用下列何種藥物其治療持續率最佳？

A.	risperidone

B.	olanzapine

C.	aripiprazole

D.	clozapine

2.	根據 Frazier	等人 2012 年的研究，有關 EOS

的病患服用下列何種抗精神病藥物治療時，

認知功能改善最多？

A.	olanzapine

B.	risperidone

C.	molindone

D. 以上三種藥物皆無顯著差異。

3.	根據 Frazier 等人 2012 年對 EOS 的病患服用

抗精神病藥物治療時認知功能的研究，以

下敘述何者錯誤？

A.	 此研究採用隨機分派與雙盲設計。

B.	 在第 8週時，年紀較大的病患注意力改

善幅度較大。

C.	 臨床症狀的改善與認知功能的改善關係

並不顯著。

D.	 認知功能的進步效應非常大，顯著大於

練習效應可解釋的範圍。

4.	根據 Vyas	NS 等人 2011 年對 EOS 的文獻回

顧，關於早發型精神病的疾病表現，以下

敘述何者錯誤？

A.	 和成人的病患相同，妄想和幻覺是常見

的症狀。

B.	 病前功能是對預後最有力的預測因子。

C.	 與成人時期發病的病患比較，有較多的

病前發展障礙和社會適應困難。

D.	 最近的研究顯示盛行率女高於男。

5.	根據 Vyas	NS 等人 2011 年對 EOS 的文獻回

顧，關於早發型精神病，以下敘述何者錯

誤？

A.	 在智力測驗上的分數比起成人時期發病

的個案為低。

B.		 EOS 是高度遺傳性的疾病。

C.		 22q11 與兒童青少年大腦的灰質喪失有

關，其相關的認知與行為異常可能為

EOS 的內在表現型。

D.		 腦影像學的研究發現和成人精神分裂症

病患顯著不同，包括病人的腦體積較

大，大腦灰質體積增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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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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