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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概論 

學齡前 (0-6) 學齡期 

(6-12) 

青少年 

(12-18) 

發展性疾病 

(神經生理疾
病) 

發展遲緩 

自閉症類群 

(廣泛性發展疾患)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妥瑞症 

學習障礙 

思覺失調症 

躁鬱症 

社會心理相關 依附疾患 

分離焦慮 

教養問題 

行為疾患(對立反
抗疾患; 品性疾患) 

焦慮症 

憂鬱症 

拒學症 

焦慮症 

憂鬱症 

厭食症 

自殺 

網路成癮 



誰是需要協助成長的孩子? 

我有碰過這類的學生嗎?? 



小小兵學生 

剛入學一年級學生 

靜態課堂中動個不停 

上課愛講話 

課堂中起來走來走去 

頑皮 

總是打斷別人 

搶答大王 

金頂電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

d1rSjaSsg 



請問您通常怎麼協助這
類型的學生？ 

…  

 

 

 

           ??? 



協助和處理的架構 

 

孩子 

生理 

社會 心理 

醫療介入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諮商輔導 

環境調整 

學校安置 

家庭介入 



橘子學生 

剛升三年級、五年級
學生 學業成績變
差 

恍神 

常做白日夢 

東摸西摸、拖拖拉拉 

粗心大意大王 

忘記公主 

常合併焦慮、低自尊 

常延續到國中、高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zBMbGTDcRM 



請問您通常怎麼協助這
類型的學生？ 

…  

 

 

 

           ??? 



協助和處理的架構 

 

孩子 

生理 

社會 心理 

醫療介入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諮商輔導 

環境調整 

學校安置 

家庭介入 



旋渦鳴人學生 

問題學生：亂畫圍牆、
不交作業 

上課遲到 

憤怒、暴躁 

不服從老師或上課規
定、頂嘴、帶頭反抗 

挑臖、鬧事 

違反校規、翹家 

 

 

 



請問您通常怎麼協助這
類型的學生？ 

…  

 

 

 

           ??? 



協助和處理的架構 

 

孩子 

生理 

社會 心理 

醫療介入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諮商輔導 

環境調整 

學校安置 

家庭介入 



關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也許您認識我的孩子 

“也許您認識我的孩子.他就是那個總是
說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孩子” 

“他就是那個總是忘東忘西的孩子” 

“他就是那個像是褲子藏了隻小螞蟻,老
是動個不停的孩子” 

出自美國一位母親 Mary Fowler 
“也許你認識我的孩子” 

“Maybe You Know My Kid.” Mary Fowler 

 



從古到今，許多名人被後世科學家認為帶有
ADHD的症狀，但他們憑著自己的努力及旁人
的協助，成為偉大的人物或世界知名的巨星。 

只要相信自己、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挑
戰，人人都有機會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空。 

出自美國一位母親 Mary Fowler 
“也許你認識我的孩子” 

“Maybe You Know My Kid.” Mary Fowler 

 

也許您認識我的孩子 



也許您認識我的孩子 

 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童話作家 

 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7) — 作曲家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首相 

 愛迪生 Thomas Edison — 發明大王，發明電燈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 發明相對論及
原子彈 

 雪兒 Cher (1946-present) — 美國好萊塢影星、歌星 

 湯姆克魯斯 Tom Cruise(1962-present) — 美國好萊塢影星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 名偵探小說作家，著有東方
快車謀殺案等數十本推理小說  
 

出自美國一位母親 Mary Fowler 
“也許你認識我的孩子” 

“Maybe You Know My Kid.” Mary Fowler 

 



過動症的特長 

 原創性、創造力、創意
十足 

 美術天份 

 很聰明、機智 

 很會說話 

 獨特的幽默感 

 充滿個人觀點與魅力 

 跳躍思考 

 動機強 

 勇氣 

 體力、能量無窮 

 夢想家 

 冒險家 

 不按牌理出牌 

 驚人的堅持度和毅力 

 心腸、大方溫暖 

 直覺力強，直入事情核心 



不了解的人， 
           往往覺得他/她們…… 

漫不經心! 

討厭鬼! 

搗蛋鬼! 

愛唱反調! 

皮! 

其實，他們是生病了!! 

活潑好動! 



台灣地區學齡兒童ADHD盛行率與就醫率 

 台灣有5~7%的學齡兒童患有ADHD，約有二十多萬的
小朋友受到此疾病的困擾 (台大高淑芬醫師研究: 7.5 %) 

 男童的罹病率是女童的三~四倍(9.2% vs 2.9%) 

 國一學生的盛行率更高達7.5% 

 

 

 

         

 

 

 

 20多萬名ADHD學齡孩童中，尋求正確管道就醫人數
僅約1萬人(5%) 

平均每個班級都至少有一個過動兒!! 



注意力不全 過動 

衝動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症狀 

 

• 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分為三種亞型 

注意力不足型 

過動衝動型 

複合型 

 

 

 

 

 

大家都習慣叫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小朋友 

為『過動兒』 

，但其實他們不見得好動! 



認識 ADHD注意力缺乏型  

 似乎根本沒注意聽 

 不易遵守指示 

 不易對需要集中精神的
工作維持注意力 

 閱讀時常常忘記讀到哪
裡 

 忘記讀過的東西，經常
需要重新閱讀 

 脫線且好像很迷糊 

 好像在做白日夢  

 無法開始進行工作 

 無法完整地完成作業 

 容易感到無聊 

 經常很懶散 

 

Rief S. The ADD/ADHD Checklist, 1998 



認識 ADHD注意力缺乏型 

 數學運算、拼字、寫
作規則或大寫及標點
符號經常疏忽出錯 

 

 學習技巧很差  

 不一致的表現 

 

 混亂 

 丟三落四，找不到報告或
書本 

 桌面、書包置物櫃可能非
常凌亂 

 缺乏或完全沒有時間觀念 

 健忘  

 不易記住事情 

Rief S. The ADD/ADHD Checklist, 1998 



認識 ADHD過動型/衝動型 

 無法坐著不動 

 踏步、用腳輕敲地板、
用手指敲打物體 

 坐立不安 

 玩弄雙手 

 製造不適當或奇怪的噪
音 

 走來走去 

 侵入其他人的空間 

 過度說話 

 經常不當地脫口說出答案 

 無法等待 

 經常打斷別人說話 

 無法讓雙手安靜下來 

 想要的東西立刻就要得到 

 打破東西 

Rief S. The ADD/ADHD Checklist, 1998 



認識 ADHD過動型/衝動型 

 知道規則及後果，但
仍重複犯錯 

 因為無法 “先停下來
想想”而惹麻煩 

 不等候指示就開始工
作 

 匆促完成工作 (特別
是無聊的工作)  

 不花時間修改作業 

 容易被激怒 

 喜怒無常 

 容易沮喪 

 容易失去控制 

 不易接受變化 

 社會技巧不成熟 

 無法為長期目標或報酬
而努力 

Rief S. The ADD/ADHD Checklist, 1998 



幫助始於發現! 

 孩子的機會始於 

 

 家長/老師的合理懷疑 + 醫師的專業診斷 



•好動 

•無法專注 
•容易跌倒或受傷 

•常和兄弟或同儕打架，少數會 
有破壞行為 

•動作笨拙，少數伴隨有協調性 

活動發展落後的現象 

• 上課時坐不住 

• 容易插話、搶著說話 

• 寫作業拖拖拉拉 

• 不會安排，丟三落四 
• 學習問題，成績落後 

• 容易出意外 

• 成績退步，學習動機減弱 
• 少數有逃課或暴力行為 
• 行為衝動，易叛逆頂嘴 
• 容易沉溺於網路 
• 自卑、結交朋友困難 

學齡前 

學齡期 

青少年期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他/她們在
不同時期都會表現出一些特性 



注意力不足 

過動 

衝動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分類 

複合型 

過動-衝動型 

注意力不足型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臨床診斷標準 

依美國精神科醫學會DSM-IV 

的臨床診斷標準  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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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DSM-IV診斷標準 

A. 核心症狀  

   1.注意力差   學習問題 

   2.好動 

   3.衝動 

    

   ＊持續六個月以上 

B. 於七歲之前就有的症狀 

C. 至少在兩種情境呈現症狀 

D. 造成社會生活功能障礙 

E. 無法由 其它精神疾病來解釋  

行為問題、人際衝突、易發生意外、
青少年時期車禍多 



ADHD的診斷與評估方式包括 

會談 
•蒐集病史資料 
•心理發展及社會功能狀態 
•發展史 
•過去用藥情形 
•接受過的相關治療及其反應 
•曾做過的評估結果 
•家族史 

行為觀察 
•活動量大小 
•注意力長短 
•人際關係，與人之間的互動 
•身體有無異常反應 
•壓力反應 
•簡易智能評估 
 

評估測驗 
•IQ 
•神經心理評估 
•人格測驗 
•特教評估 
•注意力測驗 

生理檢查 
•腦波檢查 
•電腦斷層 
•X-ray 



完整評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資料蒐集對象包括：個案、家長以及學校老師 

 評估內容涵蓋： 

 生長發展史：留意幼時有否發展遲緩問題 

 身體疾病史 

 家庭史 

 學校教育史 

 問題行為/症狀呈現史：由個案主觀的看法澄清病識感、
建立關係；以及評估有否焦慮憂鬱情形 

 各種相關量表以及心理測驗報告的資料 



SNAP-IV Questionnaire  

(父   母   版   ) / (老   師   版   ) 

作   者  ：James M. Swanson, Ph.D. 等人 

譯   者  ：Susan Shur-Fen Gau (高淑芬), M.D., Ph.D . 

( 台灣精神醫學會雜誌Taiwanese Society of  Psychiatry, 2006 ;   

20(4):290-303) 



ADHD 的病因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定義 

 屬於發展的疾患 (a developmental disorder) 

 屬於神經內分泌影響所導致的行為疾患( is a 

neurobehavior disorder) 

 在生命早期就開始出現(Stars early in life) 

 症狀的表現是慢性且持續的(A chronic persisting course 

of symptoms) 

 功能的影響並不是暫時的(Impairment is not temporary) 

 

         

[Gadow&Weiss,2001,WillensBiederman&Spencer,2002,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0]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成因 

 確切的病因並不明 ->多種成因交互作用導致部分大腦病變 

 和基因遺傳有關的腦部發展的疾病 

 多巴胺攜帶基因（dopamine transporter gene, DAT1 10-repeat 
allele） 

 多巴胺 D4(DRD4 7-repeat allele), D5, D1受體基因 

 Taq 1 polymorphism of the dopamine beta hydroxylase gene 

 SNAP-25 gene 

 環境影響 

 懷孕中喝酒抽煙使用藥物、及週產期併發症 

 胎兒時期，大腦管理注意力及動作部位發育異常 

 有毒物質 

 發育過程損傷 

 受傷 

 基因-環境彼此相互影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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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ologies of ADHD 
From Joel Nigg (2006), What Causes ADHD? 

Heritable

LBW

FASD

Lead (high)

Smoking

Perinatal

Other (Toxins)LBW 

FASD 

Lead 

Smoking 

Perinatal 
Other 

Heritable (Genetics) 



家族遺傳性 

過動症的兒童，其父母有1/2的機會其中
ㄧ人也是過動症 

父母之一有過動症，孩子得到過動症的
機率變為30% 

父母二個均有過動症，孩子得到過動症
的機率變為50% 



注意力不全過動症的病因 

一種神經生理的疾病 

在1998年Barkley敘述 
“一種在大腦迴路中腦
神經發展問題, 這部份
的大腦迴路是負責抑制
功能, 及自我控制的” 

發生在大腦皮質額葉前
端 

 

大腦皮質額葉前端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成因 

前額葉以及相關的皮質下的結構中，
catecholamines（多巴胺、腎上腺素、
正腎上腺素）以及其他神經內分泌（血
清素）代謝功能問題所造成大腦執行功
能的問題 

這些神經分泌和動機、行為以及注意力
有關 

多巴胺(Dopamine):組織力，動機 

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 注意力 

 



ADHD  是生理上的疾病必需接受治療 ! 

 造成ADHD 的主要問題來自腦部額葉的功能異常 

 ADHD的患者葡萄糖代謝活性明顯降低 

 （白、紅及橘色區域表示活性較高）  

                 

            American Academy of Clinical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Official Action.J.Am.Acad Child Adolese Psychiatry 



ADHD 不是管教失當或社會環境縱容的結果 

 

美國教育部、國家衛生院以及所有重要醫療
及精神治療、心理學與教育團體已將ADHD 視
為一種身體功能受損性疾病 

 

歐美各國兒科醫學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均已針對ADHD 制定明確的診斷及治療準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為什麼需要接受治療？ 

ADHD 的共病症與進程 



臨床症狀表現上的變化 

  - 時間 - 

注意力不足 

過動 衝動 



青少年ADHD 

意外車禍多  

愛開快車  

嚴重者: 愛抽煙與飲
酒 

藥物濫用機會: 高二
至五倍 

對立反抗症 

行為規範障礙症 

輟學   

  (29.3%: 10%) 

留校察看  

  (46.3%: 15.2%)  

開除 

  (10.6%: 1.5%) 



拒絕治療， 
讓ADHD的孩子長期處在不被認同的環境下， 
導致… 

就學情況 

  學習成就低 

  學習障礙、情緒障礙 

 46% 被學校退學1 

 35% 自動辦理退學1 

家庭生活 

其父母離異或分居的情形 

  是一般人的3-5 倍2-3  

手足發生肢體衝突的情形 

  是一般人的2-4倍4 

 

工作情況 

持續換工作、無法遵守指令 

由於其行為及社會適應不良 

平均每年損失USD10,0006 

社會適應力 

 有40%ADHD男性在16歲 

  以前被以重大罪行起訴5 

  52%有酒精或毒品濫用現象5 

 少年監獄中有70%是ADHD患者5 

 無法克制消費慾望 

 

1. Barkley, et al., 1990. 

2. Barkley, Fischer et al., 1991. 

3. Brown & Pacini, 1989 

4. Mash & Johnston, 1983. 

 

5. Why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on a legal page, 

6. NHTSA  2005. 

 



共病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高度共病症的疾患 

 共病症是指在一個個案身上同時具有兩個疾病診
斷 

 共病症的評估診斷以及治療非常重要 

 共病症的治療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並不同
，是各自獨立的 

 共病症的出現可能影響疾病的癒後(Co-morbidity 

may affect prognosis) 



ADHD 的共病症 
[ Co-Morbid Disorders in MTA Study (n=579)] 

對立反抗疾患 

40% 
抽搐疾患 

11% 

品性疾患 

14% 

ADHD  
alone 

31% 

焦慮疾患  

34% 

情感性疾患  4% 



對立反抗症(ODD) 

延續至少六個月的違拗、敵視、及反抗行為模
式 

期間出現四項以上的症狀： 
 1.常發脾氣 

 2.常與成年人起爭執 

 3.常主動反抗或拒絕聽從成年人的要求或規定 

 4.常故意激惹他人 

 5.常因自己的過失或不當舉止而責怪他人 

 6.常暴躁易怒或易受激惹 

 7.經常充滿憤怒與憎恨 

 8.經常懷恨或記仇 



過動症有哪些後遺症 

學習障礙、學習表現不
佳 

人際、家庭、親子關係
互動不良 

對情境理解能力差 

情緒疾患(憂鬱症、焦
慮症) 

自信心低落 

工作表現不佳 

婚姻或親密關係不穩
定 

人格異常(反社會型人
格異常) 

酒精、藥物濫用 

尋求刺激、危險行為、
法律問題 



為什麼要治療過動症？ 

 為了避免往後的後遺症 

 治療就是減少雜音、加強訊息 

 治療的目標是訓練腦子更聽我們的話，不讓腦子在需
要它的時候亂跑 

 不要讓特質變成一種困擾而影響生活 

 學習與症狀共存，過著充實快樂有自尊的生活 

 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做自己真好，將特質變成資產，
做自己擅長的事 

 過動症的人也可以成為成功的演員、作家、醫師、科
學家、律師、建築師、運動員、飛行員、賽車手、新
聞工作人員、行銷人員等等 



ADHD 的治療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治療原則 

 多重面向的治療計劃(multi-modal) 

 藥物治療合併行為治療效果最佳! 

 一定要治療共病症!! 

 生理(Biological) 

 藥物治療的原則：診斷確立、依不同診斷給予
治療 

 心理(Psycho) 

 行為治療、支持性心理治療、個別特殊心理治
療 

 社會(Social)：家庭以及學校 

 人際互動技巧、學校適應、家庭適應 



多元化治療模式研究(MTA) 
Multimodal Treatment Study of Children with ADHD 

單用密集行為
治療組 
145人 

 

受試者共579人 

藥物、行為 

合併治療組 

145 

單用藥物 
治療組 

145 

例行性 
社區照護 

144 

 由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和教育部共同主持的大型中立研究。 

 目的為確認行為治療以及藥物治療的效果， 

    是否一定要用藥？行為治療是否有用？ 

 長達14個月，多中心，分成四組比較。 

單用藥物 

治療組 
(Tid-12hrs) 

145人 

 
145 

例行性 

社區照護組 

(Bid-8hrs) 
144人 

藥物、行為 

合併治療組 
145人 

 



MTA Study 發現 

  

X 例行性社區照護 

   單用密集行為治療 

   單用藥物治療 

◆ 合併治療 

過動衝動症狀 焦慮、憂鬱症狀 

整體社交技巧 親子衝突 

合併療法及單用 
藥物治療效果最佳 

 
合併療法及單用 

藥物治療效最能改善 
焦慮、憂鬱症狀 

 

合併療法最能提升 
孩童整體社交技巧 

合併療法最能 
降低親子衝突 



 治療核心症狀（注意力不足/過動/衝動）方面:  

 單用藥物治療組及藥物、行為合併治療組明顯優於
單用密集行為治療組和例行性社區照護組 

 合併治療組 = 單用藥物治療組 

    治療ADHD核心症狀，藥物是絕對必要的 

 治療非核心症狀（社交技巧、親子關係）方面： 

 合併療法提供相當程度的幫助 

 用藥次數方面： 

 一天三次(12hrs)單用藥物治療組的效果最好， 

  且呈現良好的耐受性  

  
MTA Study 結論 



 
治療ADHD的藥物選擇 

*無用於ADHD的適應症,  

**只有在美國有適應症; 2004 FDA 警告有肝功能受損的副作用; 2005 FDA 警告有
增加自殺傾向的副作用 

 第一線: Stimulants中樞神經興奮劑(活化劑) 

 Methylphenidate  （利他能、專思達） 

 第二線: Antidepressants 

 Tricyclics*, Bupropion*, Atomoxetine** 

 第三線: Alpha 2 Agonist 

 Clonidine* 

 Antipsychotics 

 Risperidone 



ADHD 治療藥物的反應率 

0 100 80 60 40 20 

% Responders 

Methylphenidate 

Amphetamine 

Pemoline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Bupropion 

MAOI 

Clonidine/ 

Guanfacine 

WilensTE,SpencerTJ.PresentedatMassachusettsGeneralHospital’sChildandAdolescent

Psychopharmacology Meeting, March 10-12, 2000, Boston, MA. 

80% 

50%-60% 



神經化學 病理生理學  

(Neurochemical Pathophysiology) of ADHD 

藉由 1)阻斷多巴胺及正腎上腺素被再吸收  

        2)增加神經末梢結節釋放多巴胺和正腎上腺素 

       提高神經突觸前多巴胺和正腎上腺素的量 

                   (Wilens & Spencer, 2000) 



 利他能(Ritalin)：methylphenidate的短效藥，30分鐘
發揮效果，持續3-5小時，有吃有效，沒吃沒效，半衰
期2小時，無殘留、成癮的問題，建議ㄧ天2-3次服用，
ㄧ次0.3-0.5 mg/kg，飯前飯後均可以，需認真學習前
服用，建議早上7：30，中午睡醒後，下午6點以前服
用。症狀干擾較嚴重者，建議假日也需服用，因為學
習、行為規範及人際關係的建立是持續的。 

 70-80%病人的症狀可獲得有效的改善 

短效型的MPH-利他能 



 利他能(Ritalin)的副作用： 

 噁心感、食慾降低(有少許人是食慾增加)、體重減輕、
肚子痛、頭痛、睡不著、煩躁、焦慮、抽動、眼神呆
滯。 

 最多1/4的人有相關副作用，且為良性，剛開始服用或
加重劑量時出現，約1-2星期後會適應，可以減量作調
整，待適應後再增加劑量。 

 雖有些人於服藥期間，身高生長稍慢，未服藥時生長
速度會加快，並不影響成人身高。 

 有些人在藥效剛過時有症狀反彈現象。 

短效型的MPH-利他能 



 長效型的MPH-專思達 

專思達(Concerta)： methylphenidate的長效藥，
30分鐘發揮效果，持續8-12小時，緩釋效果，
較利他能較少出現副作用，因藥價昂貴，健保
規定嚴格 

使用專思達，需要時可在下午六點前加用利他
能 



過動症的藥物治療-思銳(strattera) 

思銳(Strattera)：atmoxetine HCl，正腎上腺素
回收抑制劑，長效藥，ㄧ天一次，提供全天持
續療效，無失眠問題，可能有嗜睡、胃痛、噁
心感、食慾降低等副作用，需每天持續穩定服
用，至少二、三週後才產生效果 



藥物副作用之比較 

副作用 安慰劑 思銳 利他能 

胃口差 10% 28%  ++ 34%  +++ 

頭痛 15% 18%  + 21%  + 

胃痛 9% 17%  ++ 18%  ++ 

神經質 7% 16%  ++ 20%  ++ 

失眠 18% 15% 36%  ++ 

嗜睡 8% 14%  ++ 11%  + 

嘔吐 5% 12%  ++ 4% 

噁心 6% 9%   + 9%   + 

頭暈 2% 5%   + 8%   + 



  

 

中樞神經活化劑 

 

非中樞神經活化劑 

 
短效型 

Ritalin(利他能) 

 

長效型 

Concerta(專思達) 

 

思銳  

Atomoxetine 

 
療效 

 

佳 

（80%以上有療效） 

 

佳 

（80%以上有療效） 

 

普通 

（50%有療效） 

 
使用經驗 

 

歐美推薦第一線用藥 

使用經驗50年 

 

歐美推薦第一線用藥 

使用經驗50年 

 

  

使用經驗5年 

 
作用時間 

 

一天服用多次 

作用時間4小時 

 

一天服用一次 

作用時間12小時 

 

一天服用一次 

 

開始作用時間 

 

快 

0.5~2小時以後 

 

快 

0.5~2小時以後 

 

慢 

2~4星期以後 

 副作用 

 

胃口差、噁心、失眠、
頭痛、肚子痛 

 

類似短效型，但較少
發生、安全性高。副
作用多為暫時性 

 

胃口差、噁心、失
眠、頭痛、肚子痛、 

嗜睡、自殺意念、
肝臟損害 

藥物治療之比較 



藥物治療的效果與極限 

 藥物治療能有效改善容易分心、過動、易衝動，也能
減少藥物濫用的問題 

 但對於違規、不理解社會情境、不了解別人的感受、
多話、愛插嘴、愛頂嘴、反抗、不守規範、偷竊、打
人、易怒、焦慮、退縮，無法改善，需藉助行為處理 

 治療核心症狀上，藥物治療優於行為治療 

 藥物治療加上行為治療是處理某些非核心症狀(自尊、
同儕關係、家庭功能、及社交技巧)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治療合併症(憂鬱症、焦慮症、抽動疾患)之重要性 



行為治療可以協助什麼？ 

改善社交技巧→改善人際互動關係 
減少對立反抗/攻擊行為→關係 

藥物合併行為治療對整體功能改善的效果較佳 



注意力易分散的孩子 

不同種類的刺激分散度不同  

觀察孩子容易受到何種外界刺激干擾而改變正
在進行的活動 → 調整環境  

分散度高的孩子容易因新事務而分心，不利學
習→ 調整環境、分段學習 

對策：學習環境應佈置簡單和安靜、適度應用
分段學習以及獎勵 



認知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需持續且內容適用不同環境 

行為紀錄卡： 

 紀錄明確目標行為產生的過程 

 訂定行為約定計劃 

 即時給予回饋 

環境調整： 

 觀察有否容易讓孩子犯錯的環境陷阱 

 協助調整環境讓孩子容易達成行為治療的約定
以促進良好行為 



認知行為治療 

注意力訓練 (閱讀、音樂、運動) 

增強對時間的掌握：計時器、鬧鐘 

以視覺化的訊息協助自我提醒然後逐漸養成習
慣：貼紙條 

訓練對計劃的規劃以及執行力：整理書包的步
驟 

藉由討論、練習增進對周圍環境的覺察 

討論過去事件找出或學習替代行為、或預防再
次發生的方式增進對自我的覺察 



行為治療 

分析問題行為 【事件 行為 結果】 

訂立合理行為規範與約定 

尋找代替行為 

尋找行為增強物【有形獎勵、無形讚美或責
任感增強】 

列表 

連續 

一星期1-3行為 

 



個別特殊心理治療 

特別針對除ADHD外的其他問題 

 手足關係緊張 

 低自尊 

 憂鬱或易怒 

 焦慮 

需建立長期的治療性關係，長期治療才能看到
療效 



ADHD 的 T.E.A.M. 合作團隊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anagement) 

 ADHD 的 T.E.A.M. 

兒童 

父母親/照顧者 

教師 

其他學校人員 

醫師 

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家庭的協助 

 正確的疾病以及藥物衛教：孩子（依照不同年齡施予）
以及父母 

 定期評估藥物療效及副作用 

 觀察評估家庭狀況 

 協助尋找其他資源 

 協助父母辨認孩子行為和疾病間之關聯 

 教導父母如何觀察孩子出現的行為問題 

 教導父母評估環境和情緒對孩子的影響 

 協助父母和孩子訂定行為治療約定計劃 



學校教育的協助 

協助老師與同學對此疾病有正確的認識 

避免予以標籤化或對個案有負向情緒 

規則能以外顯的方式列出(海報、白板) 

協助訂定合理行為約定並執行之 

請老師成為治療的協助者 (藥物叮嚀與行為
治療的共同執行者) 



參考書目 

 分心也有好成績 (遠流出版公司) 

 過動兒父母完全指導手冊 (遠流出版公司) 

 行為障礙症兒童的技巧訓練–父母與治療者指導手冊 
(心理出版社) 

 分心不是我的錯 (遠流出版公司) 

 不聽話的孩子 (心理出版社) 

 注意力不足症候群 (宏欣出版社) 

 青少年的情緒障礙 (宏欣出版社) 

 當你的孩子需要精神藥物治療 (心理出版社) 

 兒童注意力訓練手冊 (張老師文化) 



廣泛性發展疾患 
VS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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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性發展障礙症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自閉性疾患 (自閉症 Autistic 

disorder) 

亞斯伯格疾患 (Asperger’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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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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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 

 

亞斯伯格症-寫給父母及專業人士的實用指南  

亞斯伯格症進階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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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的特徵 

一、人際關係的障礙 

二、語言和溝通障礙 

三、行為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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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障礙 

 缺乏學習認識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以及基本社交
應對的能力 

 不理人、不看人、對人缺少反應、不怕陌生人 

 不容易和親人建立親情關係 

 缺少一般兒童的模仿學習、無法和小朋友一起
玩耍 

 難以體會別人的情緒和感受，不會以一般人能
接受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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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溝通障礙 

 了解他人的口語、肢體語言、或以語言、手勢、
表情來表達意思等方面，有程度不同的困難度 

 常表現出鸚鵡式仿說、代名詞反轉、答非所問、
聲調缺乏變化等特徵 

 早年研究：約有一半的自閉症患者終身無法用
語言作為有效的溝通工具，但近年來有下降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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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同一性 

 和一般兒童不同的固定習慣或玩法 

 出門走一定路線，特殊固定的衣、食、住、
行習慣，環境佈置固定 

 狹窄而特殊的興趣 

 玩法單調反覆缺乏變化 

 稍有改變，就不能接受而抗拒、哭鬧 



今日小結~ 關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 有三大核心症狀: 

注意力不足、過動、衝動 

 ADHD 是生理的疾病, 若不治療則會出現更多
共病或後遺症 

 ADHD的核心症狀治療以藥物治療最為有效 

 ADHD的孩子需輔以行為治療來協助處理其行
為問題與生活規劃 

 ADHD的治療需要家長與老師的共同參與! 



協助和處理的架構 

 

孩子 

生理 

社會 心理 

學校 

醫療 家庭 



謝謝大家的聆聽！！ 

Q &A 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