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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9 7 年 度 

「情緒（精神）障礙學生輔導研習(第二場)」 

實  施  計  畫 
 

一、依據： 

教育部 97 年 1 月 7 日台特教字第 0970002979 號函辦理。 

二、目的： 

1.探討應用行為分析的各種策略，協助教師輔導學生減輕及預防

其情緒性行為的發生。 

2.引介認知行為改變技術的原理及其運用，協助教師以自我教導

策略矯正學生偏差或不當行為。 

3.藉由實例的介紹，以討論及經驗分享的方式，增進教師在學生

情緒行為處理的能力。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承辦單位：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研習日期及時間：97 年 6 月 21 日（星期六）08：50-16：30 

六、研習地點：國立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樓五樓 A501 教室 

七、參加對象：輔導區雲嘉三縣市學前、國小、國中普通班教師、特

教教師、特殊學校教師，共計五十位（依報名先後順

序錄取）。 

八、研習課程表：如後附表。 

九、報名方式：採網路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frame.asp）報名至 97

年 6 月 11 日截止，依參加資格與報名先後順序錄取

研習人員。 

十、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縣市參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三)報名經錄取者，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三



天來電告知本中心，以便聯絡候補者；錄取者若無故

未出席，本年度不得再參加本中心辦理之其他研習。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請參加學員自行攜帶杯具等。 

（二）本校校區禁止機車進入，汽車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三）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研習開始逾 20 分鐘不予入場。 

（四）本研習全程參加者，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登錄 6 小

時研習時數。遲到 20 分鐘者及中途離席者恕不核發

研習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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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精神）障礙學生輔導研習(第二場)」 
 

 

97 年 6 月 21 日（星期六）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者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開    幕    式 
本校特教系 

江秋樺主任 

09:00～10:30 過動與其他行為障礙的認識與治療 
嘉義基督教醫院 

精神科劉俊宏醫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過動與其他行為障礙之心理行為治療 
嘉義基督教醫院 

吳進欽心理師 

12:10～13:20 中   餐   時   間  

13:20～14:50 個案討論會 
嘉義基督教醫院 

精神科侯育銘主任

14:50～15:00 休         息  

15:00～16:30 個案討論會 
嘉義基督教醫院 

精神科侯育銘主任

16:30～ 賦        歸  

 



過動與其他行為障礙的認識與治療

嘉義基督教醫院精神科

劉俊宏

2008.6.21

過動兒考前衝刺 回診尋求「聰明藥」
‧ 基測、學測及各級學校的期末考陸續登場，一些有過動傾向的學生紛紛

到醫院求診，希望藉助藥物，在考前專心複習功課，為考試加分！精神
科醫師指出，目前並沒有吃了可以讓頭腦變聰明的藥，但對過動症的孩
子，藥物確實可以幫助他們把心定下來，對成績或許會有助益。

‧ 就讀小六的小傑平常上課總是心不在焉，上學老是丟三落四，作業經常
忘了帶，經醫師診斷是注意力不集中過動症（ADHD），雖然醫生開了
藥，他老是有一搭沒一搭經常忘記吃，可是每次月考前，他就會主動要
求媽媽讓他吃「聰明藥」，因為吃了藥才能專心複習，本來課文看3、4
次才才記得住，吃了藥看1、2次就記住了。

‧ ■持續服藥 別只拿來應急

‧ 台大醫院精神部高淑芬醫師指出，每年考季都會有一些過動兒回診拿
藥，這些學生希望在考前用藥物幫忙集中注意力，以便考前衝刺出好成
績，不過，站在醫療的立場，醫師希望過動兒最好能持續服藥，同時學
習矯正行為，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而不是把藥物拿來應急之用。

‧ ■形成良性循環 即可停藥

‧ 三軍總醫院兒童青少年精神科主任葉啟斌醫師發現，ADHD孩子平均用藥
不到半年，治療就半途而廢，很可惜。他主張，過動症孩子最好持續服
藥2至3年，等行為已有明顯改善，並形成良性循環時，即可停藥。
2008/06/11 04:33 張翠芬台北報導

大綱

‧診斷名詞的演變

‧常見症狀及臨床診斷準則

‧病因 & Reasoning behind symptoms/signs
(症狀形成的理論)

‧盛行率、病程及預後

‧迷思

‧共病現象

‧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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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名詞的演變

• 1902 morbid defects of moral control
• Minimal brain damage(細微腦部損傷)

•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細微腦部功能失常)

• DSM-II( hyperkinetic reaction of childhood )
• ICD-9 ( hyperkinetic syndrome)
• DSM-III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
• DSM-III-R (ADHD)
• ICD-10 (hyperkinetic disorder)
• DSM-IV
註:DSM美國精神醫學會出版的精神疾病診斷統計手冊

ICD WHO國際疾病診斷分類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注意力不足過動障礙症的名稱與診斷分類在精神
醫學史上曾歷經多次的變更，較早的文獻，提到
兒童具有過動的症狀，但未發現有明顯的神經學
異常的病史或神經學結構異常的檢查結果，如此
的個案被賦予「細微腦部功能失常」(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之名詞(Clements，1966).

‧早期之名詞「細微腦部損傷」(minimal brain 
damage)起源於對於曾受到腦部感染，頭部受傷，
腦部缺氧或中毒經驗的兒童常出現過動，注意力
不集中及衝動行為之症狀，類似過動症候群
(hyperkinetic syndrome)，但是對於許多過動症
候群的個案而言，並無法證實其曾有腦傷或前述
腦部病變之病史，亦並無結構性之腦病變，因此
認為這類兒童乃是僅有表現於行為上的腦部功能
失常，因此『細微腦部損傷』之名詞日後則又由
『細微腦部功能失常』(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之名詞來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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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I,DSM-III,DSM-IIIR,DSM-IV
ICD-9,ICD-10

‧(DSM－II，1968):兒童期過動反應(hyperkinetic 
reaction of childhood)，與 (1CD－9)其中所列的過動
症候群(hyperkinetic syndrome)類似，『過動行為』的
症狀為主要被強調的部份

‧(DSM－III，1980)，將這個診斷名稱重新更名為注意力不
足障礙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強調『注意力
不足』乃是最主要的基本症狀，

‧DSM－III不僅診斷名稱由DSM－II之[過動反應]改變成注
意力不足障礙症，並且將其再細分為

1.注意力不足障礙症，併發過動(ADDH)

2.注意力不足障礙症，未併發過動

3.殘餘型(residual form)注意力不足障礙症

‧(DSM－III－R,1987)又將其更名為注意力
不足過動障礙症(ADHD)，強調『注意力不
足』與『過動行為』的同等重要，而(1CD-
10)中對於精神與行為障礙之分類則仍延用
原『過動障礙症』(hyperkinetic 
disorder)之診斷名稱

‧(DSM－IV，1994)雖仍延用DSM－III－R之
診斷名稱，但其細分類則與DSM－III－R不
同。

DSM-IIIR

干擾性行為障礙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行為規範障礙症
(CD)

對立反抗症
(ODD)

注意力不足
過動障礙症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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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M－IV之注意力不足過動障礙症與DSM－III－
R不同的是獨立於干擾性行為障礙之外，

‧ 再細分為

1. 混合型(combined type)

2. 主要為注意力不足型

3. 主要為過動、衝動型

ICD-9  & ICD-10
‧ ICD－9將過動症候群之診斷下再細分為

1. 單純之活動量與注意力障礙(simple disturbance of 
activity and attention) 

2. 過動併發發展障礙(hyperkinesi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3. 過動行為規範障礙症(hyperkinetic conduct disorder)  

4. 其他、未分類之過動症候群，其中並未有列出明確的診斷準
則

‧ 而ICD－10則將前述ICD－9原有之過動障礙症細分類
1與3保留，但將2過動併發發展障礙剔除，且將明確
的診斷準則列出來。

常見症狀及臨床診斷準則
常見症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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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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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症狀--注意力缺乏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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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見症狀-- 過動型/衝動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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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見症狀--過動型/衝動症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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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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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準則:注意力缺陷
1. 經常無法密切注意細節,或在學校作業、工作、或其他活

動上經常粗心犯錯。

2. 在工作、功課或遊戲活動經常無法保持專注。

3. 經常無法專心聽別人講話。

4. 經常無法照指示完成功課、遊戲或日常事務。

5. 經常有困難規劃工作或活動。

6. 經常逃避或拖延、排斥一些需要全神貫注的活動,如:學校
功課或家庭作業。

7. 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必需的東西,如書本、作業簿、玩具、
文具。

8. 經常容易受外界刺激影響而分心。

9. 經常忘記日常的事物。

診斷準則:過動

過動-易衝動則是下列症狀中有六種以上,持續至少六個月，已

達適應不良並與其發展水準不相稱的程度

過動（Hyperactivity）

1. 經常手足無措、或即使坐在位子上也是坐立不安，頻頻扭動
身體,無法安靜坐好。

2. 在課堂中或是其他需要好好坐在位子上的地方,經常離開座
位。

3. 在不適當的場合經常過度地四處奔跑或攀爬。

4. 經常有困難安靜地玩耍或從事休閒的活動。

5. 經常處於活動狀態，好像裝了一個馬達,動個不停。

6. 多話甚至口不擇言。

診斷準則: 衝動

衝動(Impulsivity)

7. 經常在問題還未說完即搶著發言回答。

8. 沒有辦法等待或輪流。

9. 經常打斷別人的談話或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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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力缺陷、過動、易衝動等症狀應在七歲以前
即出現

• 至少在兩種以上之情境(學校、家中、外出場合…)
出現

• 已經影響其學業、社會或職業功能，造成損害

‧在下診斷之前至少要先排除廣泛性發展疾患，精
神分裂症、或其他精神疾病

診斷與鑑別診斷
‧病史與臨床會談

‧教師用與家長用篩檢量表與常模

• 學校相關資訊(聯絡簿、學業表現、同儕關係)
• 親師關係

‧症狀初始年齡、持續時間

‧不同情境下症狀為何

‧身體檢查及身體疾病史

‧是否有其他共病症(Developmental delay, 
Speech & language delay, LD ,Tics, Tourette’s
disorder,ODD, CD, substance abuse, 
depresion ,anxiety)

‧相關心理測驗評量(for detect individual strength 
and weakness)

‧ 並不是所有太好動、注意力不集中或衝動
的人都有ADHD

‧ 其他可能導致ADHD 類似症狀的有:

1. 低智商、學業低成就或學習障礙

2. 小發作癲癇引起的注意力喪失

3. 中耳炎造成的間歇性聽力問題

4. 因為焦慮或憂鬱而出現干擾或不反應的行
為

7



Etiology(病因)

‧神經影像學研究 (Neuroimage study)

‧神經生化學研究 (Neurobiochemistry study)

‧遺傳學研究 (Genetic study)

危險因子 (Risk Factor)

‧基因
‧懷孕時期母親過度喝酒,吸菸,使用藥物
‧早產
‧出生時體重過低(<2500g)或極低 (<1500g) 
‧缺氧
‧接觸過多有毒物質,如重金屬,鉛
‧身體疾病 (如甲狀腺,免疫力缺失,腦部損傷)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如不良的家庭互動,虐待

• ADHD通常不是因為

1. 看太多電視

2. 食物過敏

3. 吃太多糖

4. 不好的家庭生活

5. 學校不好

8



迷思：ADHD 是管教失當或社會環境
縱容的結果?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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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均已針對ADHD 制定明確的診斷及治療準則。

迷思：ADHD 是管教不足或
社會環境縱容的結果

事實: 

–ADHD為基因與環境相

互作用的所導致的結果.
–神經生物性 –

–大腦內神經化學失衡

–多巴胺及正腎上腺素

Barkley R. Sci Am. 1998;279:66-71.
Faraone S et al. Harv Rev Psychiatry. 1994;1:271-287.

事實 : ADHD是一種腦生理功能異常的疾病

ADHD病患的葡萄糖代謝活性明顯降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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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ing behind symptoms/signs
(症狀形成的理論)

‧近年來兩位學者分別提出ADHD症狀形成的新理論

‧Barkley認為ADHD患者主要是由於延遲反應
(delayed responding)的障礙，這種無法抑制反
應(response inhibition)的障礙，會導致個人對
於外來刺激自我調節的困難，因而產生過動、注
意力下足以及衝動之症狀，Barkley並認為其基本
原因乃是源於眶額葉皮質(orbital frontal 
cortex)及其與邊緣系統(1imbic system)之連繫
功能不足，結果導致對外來刺激之過度反應，因
而產生原發之過動行為與續發之注意力不足。

‧Hunt則提出有關ADHD之神經生物、神經生化與神經
行為方面相關之理論，他將ADHD之症狀以及相關之

成因分為下列四大項目：

‧認知--處理缺陷之系統(Cognitive-processing 
deficit system)

‧過度警覺系統(Excessive arousal system)

‧行為抑制障礙系統 (Impaired 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

‧報償缺陷系統(Deficient reward system)

盛行率
有關ADHD盛行率之研究結果，不僅由於不同文化種族而
有所差異，甚至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其結果也呈現相
當大的差異，原因則包含下列數項：

1. 所使用診斷定義、診斷標準的不同
2. 所使用評量工具或評量分隔點(cutting point)的不同
3. 所使用提供症狀病史之來源不同，例如，有些研究採用

父母提供之資料，有些則採用教師的資料，有些則使用
父母以及老師的資料

4. 所使用樣本的來源不同，例如有些研究樣本來自社區、
或學校，有些則來自臨床的個案

5. 所使用樣本之年齡不同，由於上述各點因素，有關盛行
率之數值可達倍數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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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DSM-IV所估計學齡兒童的盛行率為3％到5％
(APA ,1994)。

‧Australia根據DSM-IV所做的研究顯示，盛行率為2.4％.
（Gomez et al., 1999）.

‧北京所做的盛行率報告為1.3％到13.6％.（Tao,1991）.
‧台灣ADHD盛行率的研究，在民國70-80年間以DSM-Ⅲ-R為

診斷標準；
‧發現在臨床門診的盛行率為5%. （宋維村,1984）.
‧高雄市學齡兒童盛行率約為9.9%. （王雅琴,周文君,歐陽

瑞琳,1990）.
‧洪儷瑜在台灣學齡兒童所做盛行率研究為4.9-5%.（洪儷瑜,

民90）.
‧北台灣一項社區樣本研究（根據DSM-Ⅳ）所做的盛行率為

8.4%. （臧汝芬等人, 2002）.

‧高淑芬醫師發表在AJP研究，國一學生為7.5%.

‧高淑芬醫師以SNAP研究，小一~國三學生為7% .

‧Adult ADHD部分: 美國為4%，台灣為2.7%.

‧男女生的比率，在小學學齡兒童的男比女約9比1，在
門診病人的男比女約4比1. （APA,1994）。

‧在不同類型方面，過動衝動型的男女比為4比1；

‧在不專心型男女比則為2：1。

Epidemiology
• About 3-5% of school-aged population have full 

ADHD symptoms
• Another 5-10% have partial ADHD
• Another 15-20% of school-aged population show

transient behaviors suggestive of ADHD

50-60% residual symptom
(inattention,impulsivity)

2-3% of general adult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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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Impact of 
ADHD

學齡前 青少年 成人
學齡兒童 大學

行為問題

行為問題

課業問題

人際社會互動問題

自尊問題

課業問題

人際社會互動問題

自尊問題

法律問題

抽菸 物質濫用 受傷

課業問題

職業問題

自尊問題

物質濫用

意外受傷

職業問題

自尊問題

關係婚姻問題

物質濫用

迷思: 孩子長大就會擺脫 ADHD

‧事實 – 童年時期的ADHD 會持續到青春期，且經
常到成年期(高達50%以上)

‧事實 – 青少年的盛行率為 6%，而成年人的盛行
率最高可達 5%

‧雖然ADHD是兒童青少年常見的一種疾病，但是最
近的一些研究也證實這些ADHD的症狀是會持續到
大人

Barkley RA et al.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1990;29:546-557.
Murphy K, Barkley RA. Compr Psychiatry. 1996;37:39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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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年追蹤研究：注意力不全過動症會從兒童持續到成人嗎?

ADHD comorbidity(共病率)

‧數不清的研究証實ADHD患者常併發其他的精神疾病或行為
障礙，其中最早的文獻常探討的是ADHD併發行為規範障礙
症，對立反抗症與犯罪行為之研究，後來則發現ADHD亦常
併發焦慮症、憂鬱症，而近來的某些論點則著重於ADHD與
雙極症(bipolar disorder)併發之探討，此外，學習障礙
症(learning disorders)也是常與ADHD並存的發展障礙之
一。

‧Depression

‧Anxiety

‧Bipolar disorder

‧Learning disorder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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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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濫用 30%

ADHD的藥物治療

‧藥物治療並不能完全取代正規的行為治療

‧在輕度的ADHD，父母的衛教及適當的學校
安置處理，應優先於藥物治療

‧當ADHD患者出現嚴重症狀如：衝動，攻擊
的行為或無法遵守醫囑時，則需考慮藥物
治療

‧既使個案對藥物反應良好，仍必須教導個
案集中注意力及加強組織力的技巧。也要
加強家長行為處理的技巧。

迷思: 只要用行為療法即能有效治療ADHD

‧事實 –

‧美國國家心理衛生研究院及教育部共同主持的中立大

型的多元治療模式研究(MTA Study)證實: 

1) 單用行為治療效果不如藥物治療

2) ADHD為一個生理性疾病, 必須使用藥物才能有效

控制其“注意力缺乏,＂ “過動, ＂ “衝動＂ 等核

心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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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tion + behavioural
managementMedication (MPH) alone

• Behavioural management alone 
•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All treatment arms found to be effective*

Effective and superior to both:

MTA Study Results

*More effective 
than placebo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Stimulants Methylphenidate
(Recommended Amphetamine compounds 
First-line therapy) Dextroamphetamine

Pemoline

Non-stimulants           Atomoxetine

Antidepressants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Bupropion

Antihypertensives Clonidine (α2 agonist)
(對motor tic, overactive ADHD, 生長遲緩有效) 

Guanfacine
Wilens T, et al. ADHD, In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2002: 53.
Greenhill L. Childhoo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In: Nathan PE, 
Gorman J, eds. Treatments that Work.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1998:42-64.

ADHD的藥物治療

* Not all agents are available in some countries

v v Storage
vesicle

DA Transporter

Cytoplasmic DA

Methylphenidate 
blocks

reuptake

Presynaptic Neurone

Synapse
Wilens T, Spencer TJ.  Handbook of Substance Abuse: Neurobehavioral Pharmacology. 1998;501-513.

Amphetamine 
blocks

reuptake

Amphetamine 
blocks

中樞神經刺激劑在突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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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神經刺激劑（stimulants）
‧如利他能（methylphenidate）及右旋安非
他命（dextroamphetamine）等，均是治療
ADHD的第一線用藥。

‧中樞神經刺激劑藥效產生很快，容易調整
劑量，單一劑量也可看到反應效果，且大
部分的副作用是輕微的。

‧中樞神經刺激劑不但對ADHD的核心症狀有
效。實際上也可改善ADHD孩童許多方面的
問題。

中樞神經刺激劑的特質

‧中樞神經刺激劑在有效治療劑量下，其療效與劑量成線性
相關（特別是對行為方面及認知功能上）。不過要注意個
別差異還是存在的

‧只有注意力缺陷但無過動者，對中樞神經刺激劑也有相同
反應

‧中樞神經刺激劑對ADHD或ADHD合併攻擊行為是有效的，明
顯可降低語言及身體方面的攻擊

‧ADHD如果合併智能不足，中樞神經刺激劑可改善ADHD的主
要症狀，但對於學習障礙及社交功能，則藥物並無法改善

‧常見的副作用包括胃痛、失眠、頭痛、胃口較差、嗜睡
‧長期追蹤研究報告發現對生長曲線並無明顯之影響(drug 

holiday)
‧對ADHD合併tic的患童，中樞神經刺激劑並非絕對禁忌

中樞神經刺激劑的臨床益處

‧減少疾病的核心症狀
‧改善相關表現(如學業表現、同儕關係、侵犯攻擊行為
‧認知方面的效果：

–改善注意力的持續度（特別是對無聊的工作）。
–減少分心。
–改善短期記憶力。
–增加認知策略的使用。
–增加學校課業的完成。
–增加學業功課的正確性

• 社交方面的效果
‧肢體動作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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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使用療效評估

‧在評估治療效果之前，一定要先有家長及學校資料、行為
及學業表現等基本資料

‧跟父母老師有密切聯絡，瞭解個案服藥情形、學校月考及
行為問題，才能進一步調藥。評估療效的量表方面，老師
應每個星期評估一次，而家長要填兩份，一份是星期一到
星期五，一份是放假日的情況

‧結構化的副作用評估量表如stimulant side effects 
checklist (Gadow et al.,1991)可以用來評估副作用

‧持續評估療效，可以知道病人情況是否穩定，什麼時候可
以停藥，及減低藥物副作用的產生。

‧如果個案的症狀在學校以外是較輕微的，則可以嘗試在校
外不必服藥，或寒暑假停藥。服藥的長短，必須因人而異
且依據個案的行為及學校表現來決定

Stimulant(中樞神經刺激劑)在ADHD 的治療

6歲以上12小時

一天一劑

專思達
Concerta®

長效型
Methylphenidate

一劑維持

3-4小時

藥效

6歲以下, ADHD 
已經對日常生
活造成嚴重影
響之病童

適用對象

利他能
Ritalin®

商品名

短效型
Methylphenidate

有效成分

中樞神經刺激劑的迷思

‧迷思: 中樞神經刺激劑可能造成以後對藥物成癮

‧事實:50 年的研究結果顯示中樞神經活化劑具有治療效果，而
且在正確使用的情況下不會引起藥物上癮。使用中樞神經活化
劑劑適當治療 ADHD 能降低55%病人濫用酒精或其他非法藥物
的風險

‧迷思: 對中樞神經刺激劑反應良好證明一個人有ADHD

‧事實:中樞神經刺激劑可以讓很多人注意力較集中及較專心，
不管他們是不是ADHD，只是這些改善在ADHD的人身上較為明
顯。

‧迷思: 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就可以停藥

‧事實:兒童期需要藥物治療的孩子有極高比例進入青春期後仍
需用藥，甚至有不少個案進入成年期後仍需要藥物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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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oxetine(思銳)

‧中樞神經系統選擇性抑制突觸前腎上腺素傳導
（selective inhibitor of the presynaptic
norepinephrine transporter）的藥物

‧增加腎上腺素及多巴胺的濃度，特別是在前額葉
大腦皮質

‧Atomoxetine的使用方式可以一天一次或一天兩次
‧Atomoxetine曾被研究在治療ADHD合併焦慮的病人
（如generalized anxiety，separation anxiety
或social phobia)

ADHD的非藥物治療

‧行為治療
‧父母親職訓練
‧兒童認知行為治療
‧認知行為調整
‧個別支持性心理治療
‧家族治療
‧社交技巧訓練
‧學業學習技巧訓練
‧環境安排及治療性休閒活動
‧多重模式治療
‧飲食建議
‧其他治療模式

‧針對兒童—

藥物治療

社交技巧訓練

行為治療（注意力訓練、情緒管理）

認知行為治療

應合各種取向之個別或團體治療

‧環境

親職管理、親職教育、家長支持團體、家族治療

教育介入（補救教學、學業調整、個別化教育方案…）

各種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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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治療

‧配合藥物所達成的短期效果

‧藥物治療之替代性治療方法

‧強調有效控制注意力、衝動行為、規則服
從、學業表現以及社會互動

‧建立良好行為：正增強、代幣、行為塑
造、社會性增強、自我增強…

‧減少不良行為：嫌惡、消弱、暫時隔離
法、區別增強、反應代償、處罰…

親職效能管理訓練

‧提供家長多元策略、技巧、方案

‧協助家長發展有效之問題解決技巧

‧配合行為治療的技巧

‧習得正向觀點看待孩童及自我（修正對孩童與自
我之看法）

‧家長既為協同治療者，亦為需要協助之對象

‧執行→監控、觀察→修正→再執行

‧整合家庭成員之互動與關係

‧助於改善家長之情緒調節

ADHD is not  (1)….
‧ADHD 不是吃出來的…..

‧ADHD 不是看電視看出來的…..

‧ADHD 不是教出來的…..

‧ADHD 不是長大就好了…..

‧ADHD 不是動夠了就好了…..

‧ADHD 不是外表看得出來的….

‧ADHD不是道德的問題…...

‧ADHD ≠ ODD(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 CD(Conduct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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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is not…..(2)

‧過動兒≠壞孩子….. 

‧過動兒不是沒有表現好的時候…..

‧過動兒不是從沒有專心的時候…..

‧過動兒不是智障兒…..

‧不是每一個過動兒都過動…..

‧過動兒的父母親不見得是離譜的父母親…..

‧過動兒的家庭不見得是問題家庭….. 

ADHD is…..

‧ADHD 是一個和腦神經生理有關的疾症

‧ADHD 是一個和遺傳有關的疾症

‧ADHD 是一個需要多元治療、多管齊下幫助
的疾症

老師可以為ADHD學生做些什
麼？

資料來源 : ADHD學生的教育與輔導

洪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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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自己的心態

1. 五要

2. 十不要

‧ 學習有效的教學與管理

1. 師生關係的建立

2. 環境的安排

3. 作息時間的安排

4. 教學的安排

5. 行為管理

調整自己的心態(1)

• 五要：

1. 接受挑戰的態度

2. 接受有關ADHD之知識與訓練

3. 建立親師合作關係

4. 加入治療團隊

5. 客觀的態度和科學的精神

調整自己的心態 (2)
‧ 十不要：

1. 不要輕易假設ADHD孩子的表現是偷懶

2. 不要輕易的假設ADHD孩子是故意

3. 不要放棄學生

4. 不要放棄行為改變技術

5. 不要忘記尋求資源

6. 不要忘記讓父母參與

7. 不要讓會澆冷水的同事在你身旁打擊你

8. 不要讓想影響你的教師用他過去的經驗影響你

9. 不要忽略了那些安靜、容易被忽略的學生

10. 不要害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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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效的教學與管理(1)

• 師生關係的建立

學習接納學生的ADHD

不要把學生的問題視為老師自己有問題

學習原諒

預防勝於治療

教導代替指責

注意學生的長處

學習有效的教學和管理(2)

‧環境的安排

–減少不必要的干擾

–給予必要的限制與提醒

–設計隔離座

–設計明顯的代幣制度記錄表

–設計安靜角或情緒區

學習有效的教學和管理(3)

‧作息時間的安排

–規律化的時間表

–提供適度的活動時間和空間

–不同階段有不同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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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效的教學和管理(4)

‧教學的安排

–善用各種學習管道

–有效的傳達各種訊息

–結構化的活動

–減少活動間的空閒時間

–縮短單元長度因應學生注意力時間的長度

–提供替代性的學習方式

–允許作業或考試的調整

學習有效的教學和管理(5)

‧行為管理

–執行行為管理代幣制

–利用忽略､隔離等技術處理不當行為

–教導學生利用策略自我提醒或教導

–教導社會技巧

–教導組織能力

–協助ADHD學生與同學建立正向關係

對立性反抗疾患

至少持續六個月出現違拗、敵視以及反抗的行為模
式，期間出現下列行為四項(或四項以上):

1. 時常發脾氣
2. 時常與大人起爭執
3. 時常主動反抗或拒絕順從大人的要求或規定
4. 時常故意的激怒別人
5. 時常因自己的過失或不當舉止而責怪他人
6. 時常易怒或容易被人激怒
7. 時常充滿憤怒與憎恨
8. 時常懷恨或記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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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行為障礙對人際關係、學校功課、或
在工作上造成相當重大的損傷。

‧此種行為非僅發生於一種精神性疾患或情
感性疾患的病程中。

‧此種行為並不符和品行疾患的診斷準則，
若已在18歲以上，其行為也不符合反社會
性人格疾患的診斷準則。

品行疾患
重複且持續出現違反社會規範，或侵犯別人權益之行
為，在過去一年至少出現三項下列準則，且其中一項在
近六個月內曾出現。

(一)對人和動物的攻擊

1. 時常恐嚇、威脅別人

2. 時常主動找人打架

3. 使用會造成別人身體嚴重傷害的武器(如：球棒、
磚塊、破瓶子、刀、槍)

4. 曾殘忍的對待別人的身體

5. 曾殘忍的對待動物的身體

6. 當受害者的面偷走財物(如：行兇搶杰、搶奪皮
包、勒索、持武器搶劫)

7. 強迫別人與自己發生性行為

品行疾患(續)

(二)破壞物品

1. 故意縱火以造成嚴重的傷害

2. 故意破壞別人物品(縱火之外的行為)  

(三)欺騙或偷竊

1. 曾闖入別人的房子、建築物或汽車

2. 時常說謊以獲取財物或逃避義務(如：欺詐別
人)

3. 曾在受害者不知情下，偷竊價值不菲物品
(如：shoplif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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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行疾患(續)

(四)嚴重違反規則

1. 在十三歲以前開始出現，時常不管父母的禁
令，夜晚在外遊蕩的行為

2. 在與父母或監護人同住時，至少出現兩次逃
家在外過夜的行為(或是曾經長時間離家出走)

3. 在十三歲以前開始出現，時常逃學的行為

若已在18歲以上，其行為也不符合反社會性人格
疾患的診斷準則。

兒童期初發型

青春期初發型

庫金斯基等人（Kuczynski et al.，1987）
把最常出現在家長與子女、父母與孩子之間

的不順從行為，分為以下四點說明

‧1、充耳不聞消極抵制（Passive Noncompliance）：大人
的指令孩子聽不懂，或是聽懂指令但假裝不知道，此種消
極的不聽話，孩子並不顯示敵意，也不會發脾氣。

‧2、置之不理拒絕服從（Simple Refusal）：孩子確實聽
到指令且承認不去做，甚至以體態禍延與來表示其不願
意。此種拒絕不帶有敵意，也不會造成正面衝突，但若大
人施壓，孩子可能公然反抗。

‧3、直接抗命顯示敵意（Direct Defiance）：孩子公然挑
戰權威，將大人的指令置之度外。此情形容易爆發正面衝
突，若未及早處理，則亦使大人與孩子關係日漸惡化。

‧4、討價還價迂迴閃躲（Negotiation）：孩子對大人的要
求討價還價、提出問題打岔或尋找藉口來逃脫責任。此方
法較狡詐且易使大人受騙上當。

經常伴隨著對立性反抗疾患和品行
疾患的父母和家庭因素如下：

‧缺少父母的管教督導

‧父母缺少參與孩子的活動

‧使用嚴厲或幾進虐待的管教方式

‧前後不一致的管教方式

‧父母有反社會性的人格特質

‧父母濫用藥物(substanc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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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行為障礙的處理
1.透過關係建立的技巧，建立良好關係，引導進行雙向溝

通，並探討人際關係的原則。
2.運用行為管理的技術，常用反應代價、過度矯正、隔離或

暫停增強等方法，減少對立反抗的行為；並用正增強培養
合作互動的行為。

3.下達明確的指令前，先引起學生注意，使正確瞭解內容和
期望。指令要清晰明確、不嘮叨，並給予完成工作的合理
時間。

4.下達適宜的指令後，要認真有效的執行指令，的執行，並
運用行為後果管理的原則，培養孩子負責的行為。

5.實施親職教育，溝通父母教養孩子的觀念，避免下達含糊
的、重複的指令和爭辯，避免不必要的責問、威脅和發脾
氣，以減少激發反抗行為的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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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與其它行為障礙的治療

吳 進 欽

兒童衡鑑的特性

• multiple persons
•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 culturally sensitive and appropriate
• academic and cognitive skills

發展路徑

27



診斷與分類

• 發生率約17％～22％
• 1952年開始出現

• 當代診斷系統：DSM、ICD
• 內化型 VS 外化型

• 發展心理病理學 VS 心理病理學

注意力缺失決裂性行為疾患

• 注意力缺失/過動疾患

• 品行疾患

• 對立型反抗疾患

注意力缺失/過動疾患
（ADHD）

• 兩種症狀因素：注意力缺失、過動-衝動

• 6個症狀、持續6個月

• 泛情境

• 盛行率：3～7％，男高於女

• 三種診斷類型：注意力缺失、過動-衝動、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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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kley’s  Model

過動案例

• 7歲男生，小一

• 重覆說的事還是會忘，如每天叮嚀要帶功課回家
寫，但還是幾乎都沒帶；訂正的考卷、隔天要考
試的科目也常忘記帶回家，沒有要用的卻帶回家

• 上課插話不舉手就急著發言、找同學講話，同學
不和他講話，他就自言自語，被班長登記；考試
別人交卷，他還沒有寫完，就急著交，老師要他
回去繼續寫，他多寫一題後，還是沒寫完就要交
卷；吃飯的時候，東張西望，一餐要吃很久。座
位常被安排在老師旁邊或功課好同學旁邊。

品行疾患

• 症狀因素：攻擊他人或動物、破壞財產、
欺騙或偷竊、嚴重違反規範

• 一年內3項，6個月內一項

• 盛行率：2～10％，男：女約4：1
• 類型:Moffitt（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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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性反抗疾患

• 否定、反抗、不符從、否認權威

• 通常在6歲前發病

• 25％會發展成品行疾患

• 危險因子：家庭衝突、社經地位差、父母
的反社會行為

Loeber & Ha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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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症處理

• 看、聽、讀、複誦能力的訓練

• 建立提示線索

• 小聲自我對話

• 自我檢查

處理的重要概念

• 立即鼓勵

• 明確結果

• 管理一致

• 有賞有罰

• 接納問題行為

過動的治療-MTA

• 藥物治療

• 行為治療：兒童中心、學校為主

• 混合治療：藥物治療合併行為治療

• 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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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 過動症狀：藥物治療、混合治療效果比較
好

• 對立症狀、社交能力、親子關係：混合組
比較有效

• 家庭社經地位對於行為治療的進行有重大
影響

行為改變技術的特點

• 以行為來定義問題

• 強調學習的經驗

• 關心環境因素

• 日常生活的可用性

• 重視家庭作業

• 強調記錄

記錄的重要性

• 良好的溝通

• 進展的速度

• 具體訓練方法及觀察方向

• 因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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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

• 「增強」是指出現一個行為之後，伴隨了某一個
後果，讓行為出現的次數或機率增加

• 在行為出現之後，伴隨一個喜歡的結果，因此更
會做出該行為，稱為「正面增強」。

• 出現了某一行為，導致不喜歡的結果減少或消
失，因此你出現該行為的次數將會增加，這稱之
為「負面增強」。

代幣制度

• 是一種以代幣為基礎的增強計畫

• 代幣的選擇

• 被換取的實質增強物，稱為「輔助增強
物」或「後援增強物」

• 具備立即及延遲增強的特性

代幣制度的執行

• 決定目標行為

• 決定代幣形式

• 選擇輔助增強物

• 兌換輔助增強物

• 代幣數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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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制度的優點

• 可以度過獲得實質增強物之間的時間延宕

• 可以同時對數個目標行為給予增強

• 不用擔心要同時準備不同增強物

• 比較不會出現所謂的飽和現象

• 比較不會干擾正在進行的活動

• 適合在團體中執行

代幣制度的案例

• 診斷：注意力缺失/過動合併對立性反抗疾
患

• 要減少的目標行為

A：亂發脾氣 B：吵架（打架） C：頂嘴

D：誣賴別人 E：不聽話（勸導）

• 要增加的目標行為

A：不發脾氣 B：可以聽話 C：整理書
包、抽屜 D：自動完成功課

• 第一週：好行為12，不好行為6
• 第二週：好的行為20（目標15），不好行
為5（目標4）

• 第三週：好的行為20（目標20），不好行
為5（目標5）

• 第四週：好的行為17（目標20），不好行
為3（目標5）

• 第五週：好的行為19（目標17-20），不好
行為1（目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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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週：好的行為15（目標18-23），不好
行為7（目標1-2），出現罵治療師的行為

• 第七週：好的行為18（目標18-23），不好
行為2（目標1-2）

第二階段

• 第一週：好的行為16（目標24），不好行
為6（目標0-2），沒有罵髒話，但有負面
言行

• 第二週：好的行為20（目標24），不好行
為16（目標3，增加了整理書包），沒有負
面言行，治療師給予額外獎勵

• 第三週：好的行為25（目標24），不好行
為2（目標2）

• 第四週：好的行為22（目標24），不好行
為15（目標2），沒有攻擊言論

• 第五週：好的行為17（目標24），不好行
為13（目標2，13個是不整理），討論不整
理的定位

• 第六週：好的行為22（目標18-23），不好
行為0（目標2，18個不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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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好的行為21（目標18-23），不好
行為0（目標2）

• 第八週：好的行為21（目標18-23），不好
行為0（目標2）

• 第九週：好的行為20（目標18-23），不好
行為0（目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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