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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癖好
與性格異常

馬大元 精神科醫師
新竹 馬大元診所

性別 – 生理發展

性別的由來
 性別在精、卵結合的瞬間已經決定

 性染色體XY：男性

 性染色體XX：女性

 胚胎早期，兩性的生殖系統發展相似

 第七週後，性別構造才開始個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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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 心理發展

性別認同發展階段
階段 年齡 性別概念 Piaget認知發

展能力
範例

一 學步～二歲 性別標誌使用 ＊以象徵符號
來認知，以概
念制定人物

小明玩車是男
孩，穿裙子是
女孩

二 四歲左右 性別是穩定性
的

＊運思前期：
單向思考並集
中在特定明顯
的外觀推理

小明是男孩長
大後變父親

三 五歲～七歲 性別是恆定性
的

具體運思，具
可逆性及恆存
概念

小明即使穿裙
子仍是男孩

四 七歲以上 性別是以生殖
器為基礎

具體運思期：
具可逆性及恆
存概念，以及
再代替概念

小明有ＧＧ所
以是男孩

佛洛伊德心性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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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認同與性取向
之異常發展

性別認同障礙
 定義：對本身的性別法接受，強烈且恆定
地認同另一種性別

 「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角
色」、「性傾向」之間之不一致，容易引
發心理障礙

 據歐洲統計有1/30,000的男性及1/100,000的
女性尋求變性手術

性別認同障礙 – 成因
 男、女性荷爾蒙對大腦之影響

 父母之養育態度及方式

 社會文化因素

 佛洛伊德：童年伊底帕斯情節未合理轉化

 父母離異、喪親、被虐等因素

性別認同障礙 – 症狀
 童年即開始出現下列症狀

 表明自己想成為或「是」另一種性別

 作異性的打扮

 幻想中或遊戲中作異性

 喜歡玩異性的典型遊戲

 偏好異性的友伴

 青春期後：確定自己應是另一種性別，希
望其他人以另一種性別對待自己

同性戀
 動物與人類均有同性戀之行為

 中國：斷袖分桃、龍陽之癖等

 外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亞歷山大等

 基督教文化興起後，同性戀被視為禁忌

 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同性戀又逐步解放

 1980出版之DSM-III，已將同性戀從心理疾病中排
除，將同性戀視為一種「不同生活方式之選擇」

 1981年發現愛滋病後，同性戀又引發社會大眾之
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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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的同性戀模式
 Accidental homosexuality
 Iatrogenic homosexuality
 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
 Ego-syntonic homosexuality
 Latent homosexuality
 Overt homosexuality
 Masked homosexuality

盛行率
 金賽博士（1948年）：10%的男性及5%的女
性為同性戀，37%曾有同性性行為經驗

 金賽將性向分成七個等級，0分是完全的異
性戀，6分是完全的同性戀，而絕大多數人
都平均分配在這之間

 近代統計：男性約4%，女性約2%
 男同性戀者多於青春早期即已察覺自身的
同性戀傾向，女同性戀者則較晚

 約56%的女同性戀者及19%的男同性戀者曾
有異性性交經驗

成因 — 心理因素
 佛洛伊德：同性戀為心性發展異常，幼年
時過度依附母親、未成功處理閹割恐懼、
未成功認同父親形象、手足競爭或是父母
養育中無形之抑制結果

 新理論： 一般兒童於3-5歲開始出現對父親
或母親的情色幻想，部分較敏感、封閉或
有特殊經驗的孩子會發展出不同的同性情
色幻想並持續到成年

成因 — 生理因素
 胎兒時期缺乏男性荷爾蒙或組織對男性荷
爾蒙反應較低

 女性於青春期前有過多男性荷爾蒙易出現
女性同性戀行為

 同卵雙胞胎較異卵雙胞胎有較高之同性戀
共患性

 有研究顯示下視丘某群細胞在男同性戀者
較小

同性戀者之特徵
 女同性戀較男同性戀者常維持一對一的關
係

 社會對於女同性戀者較少污名化或排斥

 未自我整合或未被接受的同性戀者，易出
現情緒或性格疾患

24

性倒錯
Paraph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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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t, intense, sexual arousing fantasies, 
sexual urges or behavior involving a particular 
inappropriate act or object which are not part of 
normative stimulation

According to majority
Sexual preference can be harmful to other people
Cause distress or serious problems for the paraphiliac
or persons associated with him or her

什麼是性倒錯？

怎樣算不正常的性傾向？

「性倒錯」俗稱「性偏差」﹙sexual 

deviation﹚， 患者對於⼀般成熟的性愛活動

無法興奮或得到滿足， 而偏好某種異常的性愛

方式、特殊情境或事物。即性慾對象與性行為

之異偏差，如戀物癖、窺淫癖、觸摩癖、戀童

癖、暴露狂、SM等。

性倒錯 paraphilia

馬大元診所

對於性倒錯的新觀念：
強迫症光譜疾患

obsessive-compulsive spectrum disorder

馬大元診所

壓力、焦慮
ↆ

壓抑失敗
ↆ

偏差行為
ↆ

罪惡感、後悔
ↆ

沉寂
馬大元診所

30

衝動控制 (impulse control) 之生理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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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ommon among males than females 
(about 20 to 1 of males to females)
More often to people in the range of 15 –

25 years old
It is common for an individual to have 

more than one paraphilia

統計資料

Genetic
Prenatal influence of hormone in uterus
Hormonal abnormalities in adult
Brain abnormalities
Sexual molestation to child
媒體？網路？

病因

33

從心理與社會學觀點看
性犯罪及性倒錯的成因

• 佛洛依德理論

• 社會文化的影響

• 生長發育的經驗

• 制約過程 : children molester 95% ever being 

abused /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of sexual abuse

SEXUAL OBJECT

FETISHISM
FETISHISTIC  
TRANSVESTISM
PAEDOPHILIA

SEXUAL ACT

EXHIBITIONISM
VOYEURISM
SADISM
MASOCHISM
FROTTEURISM

性倒錯的種類

DSM Paraphilia分類
• 戀物癖〔使用無生命物體〕

• 觸磨癖〔觸摸及磨擦另一未表同意的人〕

• 暴露狂〔暴露生殖器〕

• 戀童癖〔針對未達青春期(第二性徵)的兒童〕

46% relapse
65% denied

• 性被虐待狂〔承受羞辱或痛苦〕

• 性虐待狂〔施加羞辱或痛苦〕

• 扮異性的戀物癖〔作異性打扮〕

• 窺淫癖〔觀察他人性活動〕

Sexual counseling may help with problem 
in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pposite sex.
Sexual dysfunction should be treated.
Hormonal – anti androgenic drugs such as 
medroxy progesterone widely used as a therapy to 
reduce sex drive. (unpleasant side effect – breast 
growth, headache, weight gain and reduction in 
bone density)
Encourage to use distraction to control any 
fantasy of abnormal sexual behavior.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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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

• 認知行為治療：victim identification、covert 
conditioning、orgasmic reconditioning、
masturbatory extinction、masturbatory 
satiation、aversive therapies、relaxation 
skills

• 再犯預防模式
• 動機式晤談
• 社交技巧訓練團體
• 12步驟團體
• 法治教育與兩性教育

37

因為性罪犯與性倒錯通常會合併法律與醫學上

的問題，並且具有慢性化及再犯率高 (45%)的特質，

台灣的法令均以醫療合併刑罰同時作矯治。

83年:修正刑法77條假釋條例

妨害風化受刑人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

86年: 性侵害防治法: 成立「性侵害防治中心」

87-11: 性侵害犯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88-5: 刑法九十一條之一

妨害風化受刑人判決前須經精神鑑定(裁判前

鑑定) ，若有治療之必要得入相當之處所強制治療。

39

高危險性累犯(sexual violent predator, SVP)及
性倒錯(paraphilia)是否需要藥物治療常具爭議，

因相關研究結論經常不一致。

目前美國較好的治療模式為預防再犯

(relapse prevention, RP) 的認知行為治療(CBT)
(60%) 與選擇性使用藥物 (15-20%) 。

美國對性倒錯的藥物治療依然存在法律及人

權的問題 (特別是未經患者同意)。雖然證據顯示激

素藥物治療能降低再犯率 (%？) ，但偏差性行為

的處理仍需奠基於病理基礎上來處理。
40

藥物治療的理由與目的
• 理由：

• Sexual arousal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androgen.

• Reducing sexual drive by interfering with the
hormone basis of Rx for Sexual offender

• 目的：

• 降低性慾 (減少性驅力) ….. androgen↓→ libido↓

• 降低性攻擊力(sexual drive)

• 減低無法自我控制的性衝動行為

41

性侵者之藥物治療選擇
(A) Antiandrogens

(a) Cyproterone acetate (CPA)
(b)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MPA)

(B) Estrogens
(C) Luteinizing Hormone-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 (LHRH agonists)
(D) Serotonergics (SSRI, TCA, Buspirone)
(E) Antipsychotics, Lith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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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異常
Personality Disorder

你天生就會吃東⻄嗎？

圖片引用自網路

如果吃東⻄這麼
基本的事情都是
慢慢學會並且逐
漸定型……

我們的感受、情
緒、思考與行為
模式是否是學習
而來的？

Tomas & Chess :
氣質 (temperament) 理論

氣質: 與生俱來，對外在人事物與環境的反應方式

1. 活動量 activity level

2. 規律性 rhythmicity

3. 反應域值 threshold

4. 反應強度 intensity of reaction

5. 適應性 adaptability

6. 情緒本質 mood

7. 趨避性 approach-withdrawal

8. 堅持度 persistence

9. 注意力分散度 distractibility

氣質沒有好或壞，雖然難以改變，
但卻可透過教養方式調整

父母也要了解自己天生氣質，成功
的教養就從調整自己態度與步調開
始。

適度對孩子的氣質提出讚賞，並引
導孩子的自我調整能力。

氣質與生俱來，可否改變? 好性格…
就像幼兒學走路，必須不
斷學習終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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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性格（personality）：⼀個⼈特質之
整體，包含內在的感知與思考模式及
外顯的情緒與行為表達方式，具穩定
性與可預測性
性格異常（personality disorder）：
持續且固著之性格傾向（personality 
trait）導致對環境之不適應及自己或
他⼈之痛苦稱之

性格異常之特徵
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前逐漸養成
⻑期不變
與所處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
常導致求學、工作、人際等功能障礙，但
自己並不因此感到焦慮
自我可接受，自覺沒問題(ego-syntonic)，
缺乏病識感(insight)
不覺得自己需要就醫或協助，拒絕改變

性格異常之分類
以孤僻或怪異為特徵之人格異常
– 妄想型人格異常
– 類思覺失調型人格異常
– 思覺失調型人格異常

以戲劇化、情緒化或多變為特徵之人格異常
– 戲劇型人格異常
– 自戀型人格異常
– 反社會型人格異常
– 邊緣型人格異常

以焦慮或害怕為特徵之人格異常
– 逃避型人格異常
– 依賴型人格異常
– 強迫型人格異常

其他人格異常
– 被動-攻擊型人格異常
– 憂鬱型人格異常
– 混和型人格異常

邊緣性人格異常
對人際關係、自我認同及情緒表達均呈現不穩定
衝動控制差，易涉及暴力、性濫交、瘋狂購物、飆
車、暴飲暴食、物質濫用等衝動行為
極度恐懼真實或想像中的「被拋棄」
強烈且不穩定的人際關係，善於操弄，過度兩極化，
始終在「理想化」與「貶抑」、「愛」與「恨」之
間擺盪
常出現「投射性認同」之防禦機轉
⻑期感到空虛
反覆之自我傷害行為
壓力下常有暫時之憂鬱、煩躁、焦慮、多疑、妄想
甚或解離症狀出現

自殺防治中心行政院衛生署委託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辦理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Saving Lives, Restoring Hope

青少年自殺/自傷高危險族群
憂鬱症
躁鬱症 (SMD, DMDD)
焦慮症
邊緣性性格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邊緣性智能 / 智能不足
自閉症 / 亞斯伯格症

自我傷害
三種類型：

 吸引注意型

 非解離型

 解離型

有用技巧：

 接納

 依附重建

 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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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會人格異常之特徵
易怒、好攻擊。
為了自己的利益忽視他人的感覺、財產、權力等。
對自己造成的破壞沒有罪惡感也不會自責，善用合理化或歸
咎他人。
時常觸法，行事魯莽，無責任感。
男性較女性為多，超過18歲才可給予這個診斷，常在15歲
前被診斷出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
年輕時常說謊、逃學、偷竊、反抗老師、⻑輩；⻑⼤後喜歡
喝酒、鬧事，且無法⻑期固定工作或求學。
多⾒於男性、且出⽣於低社會階級者，其家⻑特別是⽗親亦
常有同樣傾向。
從⼩⻑⼤於破碎家庭，缺少⽗⺟管教，自幼患有「注意⽋缺
症」為高危險群。

缺乏同理心
缺乏良知、自省與自責
不顧他人權益
自戀、自我中心
互動膚淺、現實，缺乏真誠
衝動與慾望控制能力不佳
反覆出現損人利己之行為

反社會人格異常之特徵

衝動型

老奸巨猾型

綜合型

反社會人格異常之三種型式

如：陳進興

如：……

如：連環殺⼈魔

圖片引用自http://www.parentingtheatriskchild.com/ASP.html

愛的能力

衝動控制
能力

道德歸因
能力

反社會性格形成之原因：
內在三大能力之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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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