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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常見精神疾患之…

發展疾患
馬大元 精神科醫師

新竹馬大元診所

校園常見精神疾病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自閉症/亞斯伯格症
妥瑞氏症
憂鬱症、躁鬱症
精神官能症、壓力疾患

自閉症
Autistic Disorder

自閉症-前言
1943年，美國的肯納（Leo Kanner）醫師

發現了自閉症（Autism）這個族群，故又

稱肯納症

指由嬰兒時期即開始出現，以溝通、社交

發展障礙及侷限、重複之行為模式為主的

一群患者

自閉症–基本介紹
盛行率：2-5/10000
泛自閉症：1 / 45 (2017美國)
男：女 ＝ 3-5：1
女生症狀較嚴重

約6個月起呈現不同，也有1-2歲前發
展正常，之後急遽惡化的案例

病因：基因體質因素為主

自閉症–病因
基因：主因，占九成，約3-12個基因參與

– 同卵60-90%，異卵5-6%
表觀遺傳：甲基化失調

大腦發育與結構：如鏡像神經元

神經系統發炎與過氧化壓力

腸道健康、共生菌

教養方式 (非主因)
其他：懷孕時感染、接觸藥物或酒精、產傷
、癲癇、神經毒素 (如重金屬、農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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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uffin, Riley & Plomin, 2001

易脆X症(Fragile X Syndrome)

母親帶原(1/250)之性聯遺傳疾病，主因為
X染色體尾端的脆裂性CGG重複，為僅次於
唐氏症、排名第二之智障原因

男生罹患此症的機率較高(男1/1,000~
/1,250，女1/2,000~1/2,500)，症狀也比女
生嚴重

外表：頭、耳偏大，臉型窄長，拱起之上
顎，青春期後睪丸較大。

注意力不足、過動、社交發展問題、溝通
問題及固執行為

自閉症–症狀

三大核心症狀：

– 社交功能障礙：缺乏眼神接觸、無法發展親子
或同儕關係、無情感互動等

– 溝通能力障礙：語言發展落後、重複無意義之
言詞、言詞使用錯誤等

– 侷限、固著之行為、興趣或活動：固執的習慣
、轉圈圈、喜歡滾動物體等

智力：約70%智能不足

部分有特殊之記憶、算數或機械等天才

自閉症之心理特徵
同理心/系統化理論：極端男性大腦理論

心智理論：莎莉 / 安妮測試

管控功能障礙：工作記憶、規劃、抑制等

弱中央統合理論

亞斯伯格症
Asperger’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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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症

以嚴重、持續的社交互動障礙及侷限、重
複的行為、興趣及活動為主要症狀

與自閉症之不同：語言、認知及自我照顧
發展技巧較自閉症佳

1944年由維也納的小兒科醫師漢斯•亞斯
伯格醫師所描述

亞斯伯格症

病因：未知，但與自閉症似有共通之遺傳
傾向。一般而言，如家中已有一名自閉症
病童，再生下一名自閉症或AS的兒童的機
率約在4-5%左右

男女比例約在10-15：1，以男性居多

每千名7-16歲的兒童中，約有3.6至7.1位為
AS，較自閉症患者為多（大約每一萬名出
生的新生兒中，有7-16位為自閉症患者）

亞斯伯格症 - 診斷標準

一、社會互動嚴重而持續的損害，至少具有下列中的兩項

：

1. 多種非語言行為（如眼對眼凝視、面部表情、身體姿

勢、及手勢）來協助社會互動及溝通上有明顯障礙。

2. 無法建立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同儕關係。

3. 缺少主動尋求和其他人分享快樂、興趣或成就（如：

對自己喜歡的東西不會炫耀、攜帶、或指給別人看）。

4. 缺乏社交或情緒的相互作用（如：不積極參與簡單的

社交娛樂或遊戲、寧可選擇孤單的活動）。

亞斯伯格症–診斷標準
二. 發展出相當局限重複模式的行為、興趣和活動，

至少有下列一項：

1. 專注圍繞在一或多種刻板而局限的興趣模式，

興趣的強度或對象至少有一為異常。

2. 明顯無彈性地固著於特定而不具功能性的常規

或儀式。

3. 刻板而重複的動作。

4. 興趣範圍非常局限，經常專注於一種狹隘的興

趣（如收集氣象資料或棒球比賽統計資料），或

專注於物體的某一部份。

亞斯伯格症–其他特徵
衝動控制不佳

固執不知變通，無法容忍他人不遵守規則、愛糾正

缺乏同理心，易對人或動物出現殘忍之行為

動作較笨拙、肢體僵硬、姿勢怪異、易緊張

某些感官過度敏感

無法分辨真實與虛擬的世界

仍會渴望人際關係，但社交技巧拙劣常導致重大挫
折

特殊的記憶、計算、機械或其他能力，鑽研冷僻的
知識 => 過度分享

亞斯特質
估計約佔人口的10%
男生約1/5，女生約1/50 (或更多)
四大罩門：
–忽略：見樹不見林
–極化：愛恨分明、過度投入
–衝動：故度分享、情緒暴衝
–僵化：⼀板⼀眼、缺乏彈性與適應⼒
其他特徵：感官、表情、姿勢、運動
情緒特徵：焦慮、憂鬱、急躁易怒、強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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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與亞斯–治療
目前之治療仍無法根本解決自閉症之本質

越早開始治療效果越顯著：六歲以前，效果
加倍；三歲以前，效果十倍！

以行為及人際發展介入治療為主

治療目標：

– 增加社交行為

– 減少怪異、無用、傷害性之行為

– 發展語言與非語言溝通能力

規律之環境與生活作息

對於行為與情緒問題必要時採取藥物治療

亞斯伯格症輔導原則
1. 尊重不同，教育其他師生與家⻑
2. 建立關係：接納、人盡其才、亞斯愛讚美！
3. 提升動機：你要的是什麼？
4. 視覺化提醒
5. 基本信念：凡事起頭難、但改變終究會發生
6. 彈性思考：你是什麼球？灰色 =安全色 (視覺化)
7. 基本功夫：請、謝謝、對不起
8. 進階功夫：觀察/觀察/再觀察、察覺NT世界是複
雜的、停看聽、衝動控制

9. 終極功夫：建立無敵資料庫、理解NT的言外之意
、見樹又見林、幽默、體貼

注意⼒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前言

據統計，約百分之3的男生與百分之1的女生

有輕重不一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也就是每

個班上多少會有一個。

並不是活動量大才算是過動症，也有小朋友

靜靜的，但是能量低、注意力無法持續，例

如總是無法聽進大人說的話。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病因主要是腦部功能的

細微障礙，有三大核心症狀：過動、注意力

不足、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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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統計

盛行率：3-4% (2018: 1/9)
男：女：3-5：1
第一胎之男生較常發生

病因：基因體質因素為主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病因
基因：主因，約佔75%
大腦發育落後
神經傳導物質異常：多巴胺、正腎上腺素、血清素
神經系統發炎
其他：懷孕時菸酒、神經毒素 (如重金屬、殺蟲劑)
、腦傷、食品添加物、教養等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症狀

三大核心症狀

– 注意力不足

– 過動

– 衝動控制不佳

常合併學習問題、品行問題、
情緒問題、尿床等

三大核心症狀
注意力不足
– 常忽視細節、粗心大意、常犯錯
– 無法持續專注於一件事、容易被外界刺激分心
– 無法完成或逃避工作或功課
– 缺乏組織能力
– 忘東忘西、常掉東西

過動
– 動來動去、停不下來、上課坐不住
– 無法安靜地玩
– 話多

衝動控制差
– 問題沒聽完就搶著作答
– 沒耐性輪流或排隊
– 常插入別人的談話或遊戲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病程

12到20歲間部分症狀可逐漸緩解

以過動症狀最先緩解，注意力不足最晚緩解

15-20% (較新研究50%) 症狀持續到成人

成人後之性格多衝動、易發生意外

易合併品行疾患、反社會人格、情緒疾患、
物質濫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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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共病症

對立性反抗性行為

40%
妥瑞氏症
11%

行為障礙疾患

14%

ADHD 
alone
31%

焦慮疾患

40%

憂鬱 20%

MTA Cooperative 
Group. Arch 
Gen Psychiatry 1999; 
56:1088–1096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
梁歆宜醫師

物質濫用 30%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藥物治療

主要是靠「中樞神經興奮劑」，約四分之三會有明

顯功效。許多家長會問，小朋友就已經太容易興奮

了，還吃「興奮劑」？其實臨床使用的「中樞神經

興奮劑」屬低劑量，作用在大腦特定部位，可以增

強注意力，抑制不當行為。事實上，小朋友不是藥

物治好的，而是使用藥物後，該學的東西有學會，

刺激腦部持續發展，自己把自己治好的。所以，若

是有改善，家長或老師記得要把功勞歸功於小朋友

自己喔！

興奮劑

主要作用：抑制腦中多巴胺及正腎上腺素
再回收及增加單胺類釋放，以增加中樞神
經的活性

臨床使用包括 methylphenidate (利他能、
專思達), dextroamphetamine, pemolin等
適應症：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嗜睡症 narcolepsy
– 減重

– 鬱症

興奮劑 – 副作用

腸胃道：食慾抑制、噁心、胃痛

自主神經：心跳加快、心悸、胸痛、頭痛

中樞神經：失眠、活力下降

成長：體重及身高發展落後

上述副作用多出現在特異體質或高劑量時，
一般使用副作用少

飯後使用或換用長效劑型可減輕副作用

正常使用不會造成成癮性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其他治療

 職能/心理治療：專注力、衝動控制、社交

訓練

 神經回饋療法

 運動

 營養補充：維生素、鋅、鎂

 降發炎：EPA
 減糖、減少色素/食品添加物

 家庭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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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瑞氏症

Tourette’s Disorder

妥瑞氏症 盛行率

妥瑞症的盛行率：1%
男生為女生的三倍以上

發作年齡從2歲到21歲，平均年齡5～7歲，

通常在發病的2～3年才會被診斷出

青春期時30～40%患者tic會自動消失，

30% tic顯著減少， 30%一些症狀會持續一

輩子

根據王煇雄、郭夢菲 (1999) 的判斷，台灣

可能每兩百位小朋友中便有一位妥瑞兒

妥瑞氏症為神經生理因素造成

症狀是源於腦基底核多巴胺（Dopamine）
的高反應性。

藥物治療 (多巴胺拮抗劑) 對於妥瑞氏症有
十分明顯的療效。

家族遺傳研究顯示，妥瑞氏症有近乎顯性
遺傳之強烈遺傳傾向，尤其對於兒子。

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強迫症有共通遺傳。

鏈球菌感染自體免疫後遺症也會引發妥瑞
氏症及強迫症。

DSM-IV 診斷標準

A. 疾病期間，同時或不同時出現多樣動作型一種或
多種聲語型的抽搐。

B. 抽搐幾乎一天發生多次（通常是一陣一陣）或間
歇發生在一年的某段時間，而症狀消失的時間不
超過三個月。

C. 此疾病會造成社交上、職業上，或其他工作上的
重大干擾。

D. 通常在十八歲以前出現症狀。

E. 非起因於藥物（例如興奮劑）或其他的疾病如
Huntington’s disease舞蹈症或病毒後腦炎。

抽搐(tic)的類型

• 動作型

• 聲語型

• 感覺或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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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型抽搐

1.簡單動作型
突然、短暫、無意義的動作。例如：眨眼、眼
睛動作、裝鬼臉、鼻子抽動、噘嘴、搖頭晃腦
、聳肩、緊縮肚皮、手腳晃動、手指移動等。

2.複雜動作型
緩慢地、較長地時間的固定不動、看起來好像
較有目的。例如：會有一些臉部的表情及往後
撥他的頭髮、持續地看著某個東西、碰觸東西
或別人、跺腳、或寫字、模仿別人的動作、猥
褻不雅的的動作、會合併搖頭晃腦和聳動身體
可能會同時出現、可能會有一些自然流露出強
迫性儀式的行為。

聲語型抽搐
1.簡單聲語型

快速、發出沒有意義的聲音與吵雜音。例如
：清喉嚨、咳嗽、擤鼻涕、吐口水、發出尖
叫聲、似犬吠聲、似豬的咕魯聲、吸吮聲、
像是動物的聲音及數不清的其他聲音。

2.複雜聲語型

突然、較有意義的言辭，相當多樣化的，包
括其音節、字眼、慣用語等，就像是隨時會
突然改變其說話的速度、節奏。例如：回音
現象、穢語症。

感覺或心理上的 抽搐

大部分的妥瑞症患者(約有80%)在即將
發病前都有徵兆。

這些前兆就像是要打噴涕前會鼻子癢的
前兆一樣 ，譬如因為眼皮酸而眨眼睛、
因脖子和肩膀酸而搖頭、聳肩，也有感
覺到緊繃感、肌肉緊張、刺痛。

甚至覺得別人對他搔癢而去抓別人的幻
魅式抽搐。

妥瑞症患者專注於某一行為時，抽搐常會

暫時消失（如: 彈鋼琴、看錄影帶、玩）

熟睡、酒後，抽搐症狀也多半會消失

後天的環境因素不會引起妥瑞症，但是壓

力、無聊、疲憊、興奮、感冒發燒等則會

明顯加重抽搐的發生頻率、強度

妥瑞症的其他併發症
(王煇雄、郭夢菲 ，1999；彭素玲，2001)

強迫症 40%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50%
侵略性

學習障礙

自我傷害行為

睡眠異常

妥瑞兒練國術 打出世界金牌

【聯合報】2007.05.23 記者：阮南輝／基隆市報導

基隆市成功國中學生洪睿陽從小被誤認為過
動兒，小四時檢測出罹患妥瑞症，小六起家
長安排他打拳消耗體力，沒想到歪打正著，
上個月在世界盃國術錦標賽，摘下國中組北
拳套路金牌。

念國三的洪睿陽，從小就有擠眉弄眼、身體
抖動的情形，有時晚上會抖到無法入睡。他
說，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有妥瑞症，上小學時
常會不自主地眨眼、聳肩，有時還會咳一聲，
也曾在上課時突然從座位站起來大叫，結果
被老師認為是調皮搗蛋，常被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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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y

學習障礙 – 定義

學習障礙係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導致
學生在聽、說、讀、寫、算之學習，表現出
注意力、知覺辨識、記憶、理解、推理或表
達等能力有顯著困難者。學習障礙為統稱一
群不同心理歷程異常之類型，如閱讀障礙、
書寫障礙、數學障礙、知動協調異常、注意
力缺陷、或記憶力缺陷等。學習障礙並非因
感官障礙、情緒障礙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
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直接造成之結
果。

學習障礙 – 特徵

終其一生、持續的障礙

主因並非環境或個人智力、情緒、動機、
聽力或視力等因素

心理歷程困難：隱形的障礙，即使努力也
很難克服

對特殊學習方式的依賴（特教的需求）

DSM-IV 學習疾患（learning 
disorder）分類

閱讀疾患（reading disorder）
書寫疾患（disorder of written expression）
數學疾患（mathematics disorder）
其他學習疾患（learning disorder NOS）

DSM-IV 其他發展疾患

運動技能疾患（motor skills disorder）
– 發展性運動協調疾患（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溝通疾患（communication disorder）
– 表達性語言疾患（expressive language disorder）
– 接收性-表達性混合語言疾患（mixed receptive-

expressive language disorder）
– 音韻疾患（phonological disorder）
– 口吃（stuttering）
– 其他溝通疾患（communication disorder NOS）

學習障礙 – 統計資料

約影響5%之學齡兒童

所有需要特教資源的兒童中，有一半屬學
習障礙

閱讀疾患：4%，男＞女

書寫疾患：4%，男＞女

數學疾患：1%，女＞男

常於小學中年級後才發現

各種障礙常合併出現或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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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 – 病因

遺傳因素

懷孕與週產因素

後天因素：感染、癲癇、營養不良等

大腦功能因素

學習障礙 – 診斷

和別人比：某項學習成就顯著低於同年齡
之學童

和自己比：經實際測驗顯示，某項能力確
實低於其整體智商

學習障礙 – 影響

成績差、上課難以專心、不得師長歡心

挫折度高、學習意願低落

無信心、人際關係欠佳、親子關係緊張

被誤認為偷懶、笨

後續之情緒、行為等問題

馬大元
新竹 馬大元診所院長

(03) 5794698 (我去就是了，走吧)
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創會理事長

前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院院長

前國軍新竹醫院精神科主任

前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臉書搜尋：
馬大元診所粉絲專頁

YouTube訂閱：
馬大元頻道

即知即行
游刃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