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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診斷及治療標準不同。

我倒是覺得，anti ADHD 的行動，也可以

成為我們警惕、省思的一個機會。實質上我們

與藥廠的互動是免不了的，因而必須時時提醒

自己如何保持客觀的判讀文獻及判斷取捨的能

力。在診斷及治療 ADHD 時，也必須提醒自己

不要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輕忽了鑑別診

斷及個別化治療的重要性。畢竟，人是千變萬

化的，每個孩子症狀的表現及需要的幫助，都

不盡相同的。

至於學會的態度呢？我原想重重反擊，沒

想到大家只寫一些 feedback 在臉書、接受一些

記者採訪，加上一些網路言論，對方就有被迫

害的焦慮。我想，為了不 victimized 對方，學

會先不回應。但是我們會繼續觀察事件的發

展！（希望沒有被覺得很軟弱。我們可是連存

證信函都寫好了喔。）

多事之秋，吃些芒果冰去去火吧。

9 月 1 日，繼續教育的心靈饗宴中，大家

聚聚聊聊吧！

9月25至28日，ASCAPAP將於印度舉辦，

也請大家踴躍前往。學會在網站上有建議同行

的班次，並可代訂機票飯店！

2013 夏季號秘書處公告

1. 第十五周年年會暨學術討論會已於 2013 年

6 月 2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圓滿落

幕，計有會員 138 人，非會員 21 人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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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名單

優秀期刊論文獎：商志雍

理 事 長 的 話

張學岺  理事長

炎炎夏日，感覺到眾人的火氣都比較大

些。

尤其是最近，網路上不斷轉 po 一位醫師

的發言。這位家醫科的女醫師，決定單挑兒青

醫師。她主要的訴求及質疑，是兒青醫師與

ADHD 之間的種種「疑竇」。在其間，她質疑

了我們對 ADHD 的浮濫診斷及用藥、我們問診

時間過短（以至於草率下診斷）、只用問卷診

斷、使用 DSM 診斷系統（她認為這個診斷系

統過於寬鬆）；及，想當然爾的，兒青醫師必

然的與藥廠的曖昧關係。

不用說，這樣的「個人經驗 / 想法的無限

上綱」式的言論，讓我們除了滿肚子憤怒外，

就是極大的震驚。

世界各地都有團體或是個別的人士反對兒

童被下精神科的診斷，更遑論因為「亂下診

斷」就亂開了藥給這些無辜的孩子服用。

對於這樣的亂扣帽子的言論，來自於同樣

是醫界的同業，我們更是痛心。

最怕的，其實就是打著專業的旗幟罵專業

的言論。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自 70 年代以

降，反 ADHD 的行動一直層出不窮（anti ADHD 

movement）。ADHD 被質疑的總不外乎是這幾

點：以臨床診斷為診斷方式（因而可能主觀）、

診斷標準經常改變 / 不一致、需要長期治療

（為甚麼無法治癒？！）、使用 stimu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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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期刊論文獎：黃玉書

優秀壁報論文獎：黃惠群、周文君    

優秀講述論文獎：顏正芳、賴孟泉

3.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論文獎』得獎名單

壁報論文獎：江惠綾、林奕萱

講述論文獎：簡意玲、商志雍

4. 102 年度有 1 家醫院通過兒童青少年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評鑑，通過名單如下：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 訓練容額 3 名 ) 目

前學會全部訓練容額總計 28 名。

5.  依 102 年 6 月 17 日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

議，通過林奕萱、吳南逸、姜學斌、李吉

特、李吉特、陳劭芊、許智堯、黃翔瑄、

陳牧宏、鄭凱仁、楊蕙年、周植強醫師等

入會申請。

6. 102 年度第二場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將於

102 年 9 月 1 日假台大醫學院 103 講堂舉

行，主題為：兒童青少年心理治療 : 家庭

創傷的評估與療癒。內容精彩可期，亦請

會員及對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相關領域有

興趣專業人員能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

舉！

7.  依第八屆第 4 次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會議

決議過將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Fifth Edition（DSM-5）列

入明年的教科書。

8.  依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修訂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

課程綱要，如下：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綱要

民國 90 年 5 月 26 日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6 月 16 日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科目 訓練項目 訓練時間或標準 備註

兒

童

青

少

年

精

神

科

一、基本訓練課程

1.  門診訓練

2.  積極治療病房或日間病房訓練

在督導下每週至少一次，且

累計至少達十二個月。

在督導下病房訓練累計至少

達六個月。

二、必修課程

1.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會談、診斷學及

精神病理學

2.   兒童青少年精神生物治療學

3.  兒童青少年心理及社會治療學（包

括心理、認知、行為、團體、遊戲、

家族、及復健治療）

4.  兒童青少年照會精神醫學（包含司

法鑑定、兒少保護、身心障礙鑑定、

社區、學校及機構等之照會）

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中每一

項 課 程 修 習 時 間 至 少 20 小

時，並由一位兒童青少年精

神科專科醫師負責完成督導

訓練為原則。

必修與選修課

程可同時進行

訓練

三、選修課程

( 各訓練醫院得自行提出，向甄審委員會申

請報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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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

西安出國參加會議心得報告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蔣立德醫師

還記得去年底，接獲兒心學會的邀請，建

議我們參加今年四月在中國西安舉辦的第五屆

海峽兩岸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議。當時自己

正在進行的拒學研究剛好到了一個階段，也想

說久聞中國的兒心雖然起部比較慢，但蓬勃發

展的程度不容小覷，藉此機會剛好可以到中國

看看其他專家的研究結果，順便聽聽課，因此

便不自量力地投了個海報。原本只是想抱著觀

摩的心，沒想到在出發前兩週不到的時候，竟

然蒙主辦單位青睞，被通知作為口頭發表！連

在國內都還沒上台報告過的我，也因此變得十

分緊張，事前猛做功課。還記得自己到了飛機

上還在做 powerpoint 檔，深怕到了當天被盯得

滿頭包。

直到當天中午，自己都還在房間裡像傻子

一樣的不斷演練，所幸自己沒在少數台灣的口

頭發表中丟臉。關於拒學的流行病學研究，十

分鐘左右的報告，出乎意料的獲得不少好評，

最後還很心虛地領了個二等獎回到台灣，也算

為國加掙了點顏面吧。期許自己未來還有辦法

得到更多這樣的機會，除了增廣見聞，也能讓

台灣能在國際上更為人所知。

此外，兩天的議程期間，收穫還真不少：

最近中國也跟隨著台灣的腳步，要開始實施精

神衛生法，但與當初的台灣相同，總是擔心人

權概念還不夠成熟之下，使得法條無法完全落

實。台灣這邊以宋維村教授為首的代表們，紛

紛提供了許多的想法，討論了過去在台灣執行

面上遇到的困難，並且針對重點一一分析探

討；另外在這次大會中我們發現，在生物精神

醫學和影像精神醫學的領域上，中國以突飛猛

進的腳步進行著廣泛而全面性的研究：還記得

自己在會議中隨口問了身旁的醫師，發現他們

投資在重點醫院的軟硬體設備和關鍵研究的經

費上，動輒都是數千萬人民幣的預算，不禁令

人感到瞠目結舌。除了欽羨他們的經費充裕以

外，也不禁想到未來在學術的發展上，台灣如

果不加把勁，很可能會被迎頭趕上！

第二天有關於心理治療的主題，在大會上

也獲得不少共鳴。該堂課程中也聚集了爆滿的

醫師與心理治療師，細細聆聽上海的杜亞松教

授分享自己的治療經驗與心得。或許是題目太

大，有很多內容都只能簡單帶過無法深究，但

在場許多聽眾都在演講結束後，不斷提出許多

深入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對照最近幾年自己

聽到許多治療師紛紛把重心逐漸轉到中國，發

現的中國的心理治療雖然還在起步階段，但或

許也正因如此，求知慾可是非常強烈。

兩天的學會有許多心得，其實不容易三言

兩語就分享完畢。期盼兩年後在古都台南的第

六屆學會交流，身為東道主的台灣，屆時能搬

出更多成果與大家分享！



4

專 欄 文 章

青少年物質濫用治療的進展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科   
林恩聖醫師

劉惠青醫師   

Curr Psychiatry Rep. 2011 October ; 13(5): 
416–421. 
Ken C. Winters, Andria M. Botzet, and 
Tamara Fahnhors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 USA

摘要

青少年酒精及物質使用在近幾十年來已經

成為公共衛生的問題，本篇文獻回顧及總結近

年來青少年物質濫用治療計畫的效果，包含以

下 4 個層面 (1) 針對青少年的治療服務 ; (2) 治

療形式的種類 ; (3) 復發和復原的比率 ; (4) 對

於以實證為基礎的評估及研究的需要。

引言

雖然青少年物質使用趨勢在這幾年起起伏

伏，最近仍有研究顯示青少年物質和酒精使用

比率令人擔憂。早期開始使用物質，會增加一

連串問題行為的風險，包括法律問題 ( 如販賣

藥物，和暴力相關的控告 )，使用物質後危險

駕駛，以及身體、性、及情緒虐待的危害。此

外，青少年物質使用問題也增加後期發展為物

質使用疾患 (substance use disorder) 的風險。物

質使用的青少年大多沒有接受治療，其中有許

多因素，包含 : 健康照護沒有涵蓋到，青少年

或父母對於接受治療低動機，缺少專門針對青

少年的治療計劃，不一致的青少年治療服務品

質，以及青少年前額葉皮質 (prefrontal cortex)

及阿肯伯式核 (nucleus accumbens) 不成熟，而

增加衝動及不顧負面後果的行為。

治療取向

過去針對物質使用疾患個案治療多採用面

質的方式，嘗試瓦解個案防衛機轉，這樣的治

療方式是針對成人設計，而青少年僅是被送到

專為成人設計的矯正機構，收容所或精神病院

接受治療。到了 1950 年代，醫院及教會才了

解青少年物質使用行為和成人的不同，需要不

同於成人的治療方法。例如 : 青少年較易一次

大量使用 (binge use)，較不易被發現問題，較

高的精神疾患共病率，較容易受同儕影響，以

及較關注眼前立即的問題等。在 1952 年，紐

約 Riverside Hospital 開啟了第一個針對青少年

成癮的治療中心，為專門針對青少年物質使用

治療的開端，然而一直到 1980 年代，大部分

的青少年仍是接受為成人而設計的治療。正式

的青少年物質使用治療計劃自 1980 年代才漸

成形，且緩慢的發展至 1990 年代。時至今日，

青少年物質使用的治療計劃，根據 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Medicine patient placement 

criteria 分為 5 個等級 :

1. 早期介入服務 : 包含衛教或短期介入服務。

2. 門診治療 : 按照治療計劃及進展，青少年參

與一週 6 小時 ( 或低於 6 小時 ) 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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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集門診治療 : 青少年白天參與治療但仍住

在家中，一週約 20 小時，總治療期間約 2

個月到 1 年。

4. 居住 / 住院治療 : 在一個居住環境下提供治

療服務，治療期間為 1 個月到 1 年。

5. 醫療性密集住院治療 : 針對青少年物質使用

產生的生理醫療及情緒問題，已嚴重到需

要 24 小時醫療照護，治療時間依治療狀況

決定。 

目前無論是住院或門診治療，大部份是採

取折衷治療，整合多項治療形式，以下介紹最

常使用的 5 種形式 :

1. Family-based therapy 家庭為基礎治療 :

目的為減少青少年物質使用，並藉由提出

相關家庭危險因子 ( 如不良的家庭互動溝通，

凝聚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來矯正問題行為 ; 

這樣的治療前提是認為家庭對於兒童青少年發

展，具有最深及最久遠的影響，家庭治療包含

青少年及至少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名。

2. Individual and group therapy 個別及團體治療 : 

其中以團體治療最常被使用

l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 認知行為

治療 :

藉由教導青少年辨別在物質使用之前的

刺激線索，鼓勵青少年發展自我管理及

因應技巧，使用各種策略來避免情境誘

導使用物質的渴望，發展溝通及問題解

決技巧。

l brief intervention/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BI/MI) 短期介入 / 動機式晤談 : 以個案

為中心 , 非面質的形式來協助青少年探

索關於他物質使用的不同面向，青少

年被鼓勵去審視使用物質的好處和壞

處，並設立目標來幫助他們到達更健康

的生活模式。治療者提供個人化回饋

(feedback)，並尊重青少年關於自我行為

的選擇自由權。治療者引導幫助個案檢

視並解決矛盾，鼓勵青少年負起行為改

變的責任。

l the contingency management reinforcement 

後效管理增強 

藉由獎勵青少年具有客觀的戒治證據

( 如尿液篩檢陰性 )，來鼓勵健康行為

的改變，這樣的治療認為物質使用及相

關行為是可操作 (operant) 的行為，並且

這樣的行為會被藥物相關的效應增強，

藉由這樣的操作制約理論，當對於戒治

有明確的鼓勵時，青少年物質使用將減

少。

3. Twelve-step program 12 步項目治療 :

以自助 (self-help) 及相互支持為治療基礎，

如同戒酒無名會的宗旨來操作，藉由 12 步項

目鼓勵精神及靈性健康的成長，個案們彼此支

持保持清醒。

4. Therapeutic community (TC) 治療性社區 :

認為社區是改變關鍵，並強調社區內彼此

互助、行為後果，並分享健康生活模式的價

值。對於青少年來說，是長期的居住性治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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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治療技巧包含個別諮商，家族治療，12

步項目技巧，生活及娛樂技能等。

5. Pharmacology 藥物治療 :

包含減少對物質的渴望 (craving)，嫌惡治

療，替代療法，治療潛在精神疾病。關於青少

年物質使用藥物治療研究較少，在成人的使用

是否能應用於青少年仍不清楚，因為青少年的

藥物副作用反應可能和成人不同。

研究及治療結果

Lipsey 等學者比較 55 個青少年治療計畫

的研究並進行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認為家

族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動機式晤談 / 認知行

為治療有較好的治療成效。對於這樣的發現仍

建議持謹慎態度看待，因其研究數量較少，及

許多研究設計對於干擾因子的控制並未理想。

2003 年 Drug Strategies 使用專家共識步驟，指

出青少年物質使用有效藥物治療的核心要素，

包含以下 9 項 :

1.  篩檢並廣泛評估，瞭解物質使用青少

年及其家庭所經歷的所有問題。

2.  提供廣泛性服務，針對青少年物質濫

用問題，以及相關醫療、心理衛生、

家庭或教育問題。

3.  家庭的投入。父母對於青少年治療及

復原的投入，能夠增加治療成功的機

會。

4.  提供符合發展的服務及治療，以針對

青少年不同的需要和能力。

5.  發展能讓青少年願意投入並維持治療

的策略，協助青少年了解，關於他們

遭遇的問題尋求幫助的價值。

6.  工作人員的品質。參與治療的工作人

員，必須要有處理物質濫用問題青少

年及其家庭的相關知識及工作經驗。

7.  文化及性別差異。治療計劃應該考慮

到族群當中的文化和性別差異。

8.  治療後的支持。針對接受正式治療後

個案的照護計畫，能夠確保支持及治

療的成功。

9. 蒐集資料以評估治療結果。

然而由於無此主題的全國性資料，並

不清楚到底社區治療包含了多少這些

核心元素在他們的計畫當中。

復原

不幸地，在青少年中，個案重新回到物質

使用 ( 或復發 ) 經常發生，在治療酒精或物質

問題的青少年，有 1/3 到 1/2 個案在治療後追

蹤的一年內，都有可能再重新使用物質。目前

文獻對於青少年物質使用復發風險主要分為兩

大類變數 :

1. 治療變數 :  如出院時的狀態，與諮商

師建立的關係，治療後照護參與度。

在成癮界中對治療結果最有力的預測

因子之一，就是治療師和個案治療同

盟的品質。針對青少年的治療後照護

計畫也被證實可以降低復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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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治療成果。

2. 個別變數 :  較易復發的因素如精神科

共病疾患，缺乏家人投入治療，持續

受物質使用同儕影響，以及不良因應

技巧。

結論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篇研究顯示目前青少年物質使用疾患治

療，主要還是以心理社會為基礎的形式，其中

家庭系統為基礎的治療，以及動機增強治療 /

短期介入，和其他治療形式比較之下，得到最

多的經驗支持。

相較於專門針對成人的治療，關於物質濫

用青少年治療成效的性質和程度，我們了解得

仍不足，未來的研究需持續評估青少年治療的

成果，同時包含使用更標準化的評估工具。

另一個相關問題為強勢的面質方式對於青

少年是否有效 ( 過去長久使用在各種不同年紀

的成癮治療形式 )，或是不同的面質策略對於

青少年是否更有效。關於青少年物質使用疾患

的藥物治療也較少被發表，藥物可視為以心理

社會基礎治療的有效輔助治療，因此值得更多

研究。

本文已經點出一些重要的相關要素，如治

療後照護的投入，共病疾患，因應技巧，同儕

藥物使用，父母親的支持，和動機因素等。未

來關於以技術為基礎的治療後照護和治療服

務，青少年大腦發展，長期復原等，都是有潛

力但需要更多經驗探索的議題。

台灣青少年毒品使用現況與法律行政

流程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科   
吳俊漢醫師

黃郁心醫師   

1． 毒品施用涉及的法律行政流程

2．  目前台灣青少年非法用藥使用的

流行病學資料

3． 毒品使用者的特徵

4． K 他命使用者的特徵

1.	毒品施用涉及的法律行政流程

依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少年事件處理

法規定，第一次使用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

者，由法院裁定令吸毒者入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觀察、勒戒之期間最長 2 個月。觀察、勒

戒後，如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由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戒治

期間最少為 6 個月，最多不超過 1 年。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 年內再次

吸毒者，將科以刑責；若為 5 年後再吸毒，則

重新執行前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而未

成年族群則依規定單純施用毒品之少年均先送

觀察勒戒，其後，若經評估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則由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反之則

施以強制戒治處分。而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

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除處罰鍰外，並應限

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

講習。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

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處以罰鍰及毒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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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亦即將其視為虞犯，而交由少年法庭審

理，予以責付、觀護或保護管束等保護處分。

2.		目前台灣青少年非法用藥使用的流行病

學資料

整體言，近年來台灣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

情形日趨普遍，在一項 1991-1996 年的國中、

高中、高職校園調查當中，非法藥物使用之盛

行率為 1-2% (1)。周思源等人使用等比機率抽

樣，抽出國中 74 所、高中 22 所、高職 23 所，

共計 123 所學校，每一所學校每一年級抽一

個班級，共有 12,327 名學生完成問卷，結果

發現學生曾吸食或注射毒品的人數為 194 人，

盛行率為 1.6%，其中以高職生最高為 2.7%，

其次為國中生 1.4%，高中生最低 1.0%(2)。又

早在 2002 年間，台北市東區青少年服務中心

在街頭訪問 2,126 位青少年，在匿名問卷的調

查當中，發現在有逃學經驗者的藥物濫用的盛

行率介於 15-17.9％之間，無逃學經驗者亦在

3.1-3.4% 間 (3)。

由國衛院、國民健康局、食品藥物管理局

執行的 2009 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

中，該研究先以各縣市分層多階段等機率的抽

樣設計，逐階段抽出「鄉鎮市區」\「村里」、

「鄰」、「人」後，藉由經標準化調查訓練之

訪員，根據抽出之應訪樣本名單逐一拜訪，並

採用電腦輔助面訪系統以及電腦輔助自填問卷

完成食品藥物管理局（整併前之管制藥品管理

局）規劃之藥物濫用調查問卷。在其中完訪的

2,307 位 12-17 歲未成年人口中，首次使用非

法藥物平均年齡為 12.5 歲 (4)。

依法務部2011年少年兒童犯罪調查顯示，

其餘犯罪類型所佔比例逐年略有下降，但毒品

犯罪率自 2002 年後持續上升，目前占刑事案

件少年犯罪種類人數的 49.31％，高居第一位，

且較 2010 年增加幅度更高達 64.22%。而且毒

品犯罪在成人犯罪中顯示出容易導致其他犯罪

之發生，其再犯率更是居所有罪類型之首位，

使得毒品犯罪值得注意 (5)。

藥物種類

另據周碧瑟 (6)、陳為堅 (7) 等人橫斷式的

連續調查，台灣地區在校青少年用藥種類比例

順位已由 1994-1999 年間，以安非他命、強力

膠、搖頭丸、海洛因為多，至 2004-2006 年間，

以搖頭丸、K 他命、大麻為多，到 2007 年後，

已經為以 K 他命、搖頭丸、GHB 等為主。

3.	毒品使用者的特徵

而教育部統計之學生施用各級毒品歷年通

報件數，也顯示自 2004 年以來，第一級、第

二級、第四級毒品施用學生數變化不大，惟獨

第三級毒品施用人數卻呈十倍數增加；同時，

高中職學生自 97 年度起施用毒品人數明顯上

升，分析其使用非法用藥之動機以「好奇、趕

流行」為主，「同儕認同」次之。在 2009 年

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中顯示：未成年

族群首次用藥動機主要為「好奇、無聊或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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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64.3%)、「放鬆自己，解除壓力」(21.4%)

及「不好意思拒絕」(14.3%)；初次使用場所則

以「學校」占最多(23.1%)，「娛樂場所」(15.4%)

及「家中」(15.4%) 次之；藥物來源以「同學、

同事或朋友」與「藥頭 / 毒販」占最多，兩者

皆為 38.5%。

而在 2008 年林健陽教授執行之新犯毒品

施用者的研究，因毒品犯罪而入各矯正學校、

少年輔育院及少年觀護所的 243 名未成年少年

族群中，顯示初次使用原因有「好奇」(72.4%)、

「一般朋友誘惑」(15.2%) 及「心情不好」(7%)，

其餘使用動機則包括「打發時間」及「男女朋

友誘惑」等，初次使用的地點逾半是在朋友

家，其餘在遊樂場所及自家中；藥物來源逾半

由朋友提供，而近 1/4 由藥頭提供；使用毒品

前曾接觸香煙、酒之比例皆超過 90%(8)。

4.	K 他命使用者的特徵

目前 K 他命漸為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趨勢，

多項國內研究皆顯示少年初次施用毒品種類以

K 他命最多，目前也是 19 歲以下年齡層濫用

藥物第 1 名，佔所有毒品種類中 59.3%(9)。

而據顏正芳醫師等人於 2004 年，針對

南台灣四縣市及三個都會區的調查，在都會

區及縣市中隨機選出 19 所高中職及 12 所國

中、10 所高中職及 11 所國中進行橫斷面研

究，受試者需完成 Q-ESU (The questionnaire for 

experience in substance use)、CES-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Studies-

Depression Scale)、ASLQ (Adolescent social life 

questionnaire)，分別評估過去一年吸煙飲酒使

用大麻與 K 他命的情況、憂鬱症狀的嚴重度、

與同儕互動狀況 ( 此量表中特別詢問「每日課

後與同儕相處多少時間」、「有無朋友在使用

搖頭丸、K 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海洛因」)，

另也詢問受試者對使用 K 他命造成的身心健康

危害程度之想法，在回收的 9,860 名青少年問

卷中顯示，K 他命使用者本身更易使用大麻、

香煙，周遭易有使用非法藥物的同儕，且對 K

他命之使用帶來不良後果的預測性較不使用 K

他命的人來得差，另外，起初雖有發現 K 他命

使用者不使用 K 他命的人較為憂鬱，但經邏輯

回歸分析後發現 K 他命使用與憂鬱的相關並不

顯著，可能原因包括：K 他命有抗鬱效果因此

使用者可能是自我用藥行為、K 他命之使用與

憂鬱為某一種混亂生活模式的共同結果，故尚

待縱貫研究來澄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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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期的 ADHD 與日後的藥物濫用

之相關研究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科   
陳苡芃醫師

臧汝芬醫師   

近幾年的世代研究，已經發現孩童期之

ADHD 為青少年及成人早期的藥物濫用疾患的

危險因子。由於早期辨認危險因子，對臨床及

公共衛生處理藥物濫用問題上很重要，故有需

要早期辨識孩童期之危險因子。以下三篇近期

發表的研究文獻，顯示 ADHD 與對立反抗性症

狀，與未來產生藥物濫用有相關，提醒臨床醫

師，需要早期覺察與預防。

在 2011 年 發 表 的 一 個 综 合 分 析 (Meta-

analysis) 研究裡 [1]，探討 ADHD 的孩童將來變

成酒精、大麻、尼古丁，及其他藥物濫用的

長期風險。此研究的進行方法為搜尋在 2009

年 10 月份，於 MEDLINE，CINHAL，PsycINFO，

EMBASE 資料庫之文獻並分析。主要收集前

瞻性世代研究，比較平均年齡為 12 歲，有、

無 ADHD 之兒童，並追蹤至青少年（尼古丁濫

用）、成人早期（藥物濫用有無合併酒精濫

用、大麻濫用，以及其他種藥物濫用）。由 2

個獨立審核者分別評估與收集文獻，並做交叉

分析。在 13 個被收入的研究中，其中有 5 個

為綜合分析，有 2 個評估酒精濫用 (N = 3,184)

與尼古丁濫用 (N = 2,067)，研究結果發現孩

童期的 ADHD，與成人早期的酒精濫用有相關

(Odds ratio(OR) = 1.35,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 

=1.11-1.64)，也與青少年中期的尼古丁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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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OR = 2.36, 95% CI = 1.71-3.27)。孩童期的

ADHD，與藥物濫用（不含酒精）(N = 593) 在

單一研究裡有高相關。此研究之結論為，孩

童期有 ADHD 與成人期的酒精與藥物濫用有相

關，也與青少年期的尼古丁濫用有相關。

在 2011 年發表的另一個 综合分析 (Meta-

analysis) 研究中 [2]，評估了孩童期之 ADHD 與

終生的 (lifetime) 藥物使用（尼古丁、酒精、大

麻）以及藥物濫用 / 依賴（尼古丁、酒精、大

麻、古柯鹼，與其他）之相關性。這是個前瞻

性追蹤研究，針對有、無 ADHD 的孩童，將來

直到青少年期或成人期後，有無可能藥物濫用

來做研究。研究結論為有 ADHD 的孩童，統計

上有意義地，將來較可能使用尼古丁及其他物

質（酒精並沒有此相關性）。有 ADHD 的孩童，

更可能未來產生藥物濫用或藥物依賴疾患（如

尼古丁、酒精、大麻、古柯鹼或其他物質）。

即便排除性別、年齡、種族、文獻出版年份、

取樣來源、及診斷 ADHD 之 DSM 的版本，這

些因素，都無法排除 ADHD 的孩童，未來更可

能產生藥物濫用或藥物依賴疾患的結果。這

些發現顯示有 ADHD 的孩童比沒有 ADHD 的孩

童，更可能去發展為藥物濫用。即使這些研究

中，有地域上及方法學上之不同，但這些證據

仍支持 ADHD 的孩童，增加藥物濫用的風險。

有一些研究考慮到 ADHD，與共病因素的影

響，譬如，是否共病 (Comorbid) 破壞性行為疾

患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 會 影 響 ADHD

孩童變為藥物濫用的結果，此問題並沒納入本

次的綜合分析討論。總之，假如 ADHD 的孩童

又有共病破壞性行為疾患，會使 ADHD 病童與

藥物濫用的相關，更加複雜化。

在 2012 年發表的一篇前瞻性世代研究

[3]，探討了 ADHD 孩童，共病 (Comorbid) 其他

行為問題，對未來發展成藥物濫用的相關性。

此篇研究認為過去關於 ADHD 病童，與藥物濫

用之相關性的研究裡，有三個重要缺點，會干

擾問題的分析 :(a) 大部分研究沒有區分 ADHD

病童之過動與注意力不足症狀，分別帶來的影

響，(b) 大部分沒有控制相關的問題行為因素，

(c) 大部分未考慮女孩因素。因此，此篇研究

的目標是澄清，孩童期之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

狀，對於成人早期物質濫用及依賴，其各別獨

特的相關性。在這個以人口為基礎的縱向研

究中，有 1803 位參與者 (814 位為男性 )，年

齡在 6-12 歲之間，孩童的母親及老師，每年

評估 ADHD 孩童之問題行為。研究結果發現，

這些年齡在 6-12 歲之 ADHD 病童，在 21 歲時

的物質濫用 / 依賴的盛行率為 : 尼古丁濫用為

30.7%，酒精濫用為 13.4%，大麻濫用為 9.1%，

古柯鹼濫用為 2.0%。以四種主要症狀作比較

( 注意力不足；過動；對立反抗；焦慮 / 憂鬱 )，

其中尼古丁依賴在統計上重要的預測因子，為

注意力不足 (OR: 2.25; 95% CI: 1.63-3.11) 與對立

反抗症狀 (OR: 1.65; 95%: 1.20-2.28)。只有對立

反抗症狀，足以預測大麻依賴 (OR: 2.33; 95% 

CI: 1.40-3.87) 以及古柯鹼依賴 (OR: 2.97; 95% CI: 

1.06--8.57)。對於酒精濫用 / 依賴，最好的預

測因子，為對立反抗症狀，但統計上意義只



12

在邊緣 (OR: 1.38; 95% CI: 0.98-1.95)。小學期之

經常的對立反抗症狀，是成人早期物質濫用 /

依賴的預測因子。此研究分析認為孩童期的

ADHD 與物質濫用 / 依賴之間的相關性，其中

ADHD 病童的對立反抗症狀，為很有意義之歸

因。然而，注意力不足症狀仍然是尼古丁依賴

的重要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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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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