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名稱：Depressive disorders 

ICD-10-CM：F32、F33、F34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雙極性燥鬱症的發病年齡早於單極性憂鬱症。前者可以早自孩童

時期約 5 歲到 50 歲的年齡皆可發病，亦有少數大於 50 多歲以上的年齡

才發病，平均發病年齡約 30 歲。而後者的平均發病年齡是 40 歲，約一

半左右的病人發病在 20 至 50 歲之間。根據最近流行病學的調查發現近

來 20 歲以下發病憂鬱症的比率（Incidence）有增加的趨勢。 

(二) 性別：女性憂鬱症的盛行率約為男性的兩倍。 

(三) 合併症：憂鬱症最擔心的就是自殺的問題。根據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的研

究，自殺死亡者有97%在生前有精神疾病，其中87%有達到重度憂鬱症

的標準。有三分之二的憂鬱症患者曾想到自殺，有15%的憂鬱症患者死

於自殺。 

 二、目的 Purpose 

    補充腦內所缺乏的神經傳導物質，以穩定情緒，使心靈獲得平安與喜樂。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憂鬱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神經內科醫師、心臟

科醫師和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身體檢查、會談精神症狀評估。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兩週內同時出現下列五項以上的症狀， 

(一) 終日、幾乎天天呈現憂鬱的情緒。 

(二) 很明顯地興趣或愉快感，消失活動量減少。  

(三) 因食慾差而進食少以致顯著地體重下降或因焦躁進食多而體重增加，或

者是幾乎每天食慾增加或減少。 

(四) 幾乎每天失眠或睡眠過多。 

(五) 幾乎整天激躁不安或遲緩呆滯。 

(六) 幾乎天天感到疲倦或全身乏力。 

(七) 幾乎成天感到無價值或過份、不適當的罪惡感。 

(八) 幾乎全天無法集中注意力，腦子空白感，想不出事情，猶豫不決。 

(九) 重覆地有死亡念頭，重覆地有自殺意念而沒有特殊的計畫，或自殺企

圖，或是有強烈的自殺行動的計畫。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焦慮症 

(二) 精神分裂症 

(三) 酒精依賴 

(四) 甲狀腺低下 

(五) 藥物導致憂鬱(類固醇、β-blocker, L-dopa, reserpine) 

(六) 神經疾患(失智症、中風、巴金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 

(七) 傳染病(流行性病毒、感染性單核球症) 

(八) 腫瘤 

(九) 其他內分泌疾患(庫辛氏症、愛迪生氏病)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憂鬱情緒：快樂不起來、煩躁、鬱悶  



(二) 興趣與喜樂減少：提不起興趣 

(三) 體重下降(或增加) ; 食慾下降 (或增加)  

(四) 失眠(或嗜睡)：難入睡或整天想睡  

(五) 精神運動性遲滯(或激動)：思考動作變緩慢  

(六) 疲累失去活力：整天想躺床、體力變差  

(七) 無價值感或罪惡感：覺得活著沒意思、自責難過，都是負面的想法  

(八) 無法專注、無法決斷：腦筋變鈍、矛盾猶豫、無法專心  

(九) 反覆想到死亡，甚至有自殺意念、企圖或計畫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世界得到憂鬱症的點盛行率是 3%，若由 2002

年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訪問全台兩萬多名樣本所作的調查，結果發現 15 歲以上民

眾 8.9%有中度以上憂鬱，5.2%有重度憂鬱 (高於 WHO 估計 3%)；65 歲以上 8.4%

達重度憂鬱，其次 15-17 歲 6.8%達重度憂鬱，估計憂鬱人口逾百萬。其中女性

10.9%，是男性 6.9%的 1.8 倍。但是憂鬱症就診率偏低，只有 2.3%。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液的常規檢查、電

解質、血糖試驗、甲狀腺及副甲狀線試驗、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等，經由這

些試驗可以過濾出甲狀腺疾病、低血糖及心臟病、胸部疾病等等。如果懷疑有藥

物濫用病史時，要做藥物監測試驗。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有自殺意念或自殺企圖，藥物副作用或調整困難、服藥順從性差、進食量太

少或體重明顯下降等。上述情況改善，尤其是沒有自殺的危險時，就可以出院，

然後繼續在門診追蹤治療。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憂鬱症的治療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心理治療，主要是支持性的，認知

改變為取向的心理治療。支持性的心理治療，支持憂鬱患者的自我強度，給予鼓



勵、肯定、說明、傾聽、同理與再保證。認知心理治療，則在於教導患者辨識並

改變不合理認知，發展新的思考模式。憂鬱症的藥物治療部分，這幾年有很大的

進步。新一代的抗憂鬱藥物，可以改善大腦血清素、或是正腎上腺素的調節分泌，

副作用很少，效果在 1-2 週心情就開始改善，3-4 週情緒就幾乎回到水平。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運動、光照療法、穿顱磁刺激治療(TMS) 

 十一、癒後 Outcome 

    不治療的憂鬱症症狀可能延至１年，接受治療的憂鬱症大約三個月症狀緩

解。首次發作，在治療緩解應至少再服藥半年。80%會復發，復發病人，應至少

再服用 3-5 年，多次復發病人，考慮終身服藥。重型憂鬱症患者有 10-15%會自

殺身亡。曾有自殺企圖者、憂鬱情緒嚴重者是自殺死亡最重要的兩個預測因子。

曾有自殺企圖再一次的自殺企圖機率高，憂鬱症患者有 15%死於自殺，自殺死亡

者生前達到憂鬱症狀況高達 87%。另外酒精與物質濫用及衝動性格、重大失落事

件也是危險因子。嚴重的身體疾病(例如癌症、洗腎..)，可能導致病人有負面輕

生的念頭，若合併以上兩個因子更要小心。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1-28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當病人情緒有所改善，沒有自殺企圖時，可以由家人帶外出，以進一步了解

在醫院以外以及與家人相處時的情緒變化。如果二次外出病人都覺得可以適應外

面的環境，家人也認為病情有改善，而且沒有自傷或自殺的危險，就可以準備出

院。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家人、朋友應該有的觀念與態度： 

(一) 儘可能的學習：了解憂鬱症及抗憂鬱藥物及相關正確知識。  

(二) 合理的期待：不給他過高的要求，給予合理的期待與鼓勵。  



(三) 無條件的支持：無條件的支持，不要立即想到回報。  

(四) 維持日常生活作息：自己的生活也要過下去，照顧他不是生活的全部。  

(五) 分享你的感覺：適當時仍可分享自己的感覺，或找他人宣洩自己的情緒。  

(六) 不要認為事情是針對你個人而來：有些無力與受挫，不要太個人化與自

責。  

(七) 尋求協助：鼓勵就醫，找尋適當的專業醫師，給予完整的處理。  

(八) 一起合作：與患者一起合作，共同度過。 

(九) 不要過度理性的要他「想開一點」，這只會造成他覺得您不了解他、只

會唱高調，他也知道要往好處想，但是當已經到達憂鬱症的程度，是很

難想開的。傾聽、同理、支持與陪伴是最鼓勵作的，隨著他感覺被了解

支持，可進一步建議他尋求醫療協助。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出院後 7-14 天後至門診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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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Bipolar Disorders 

ICD-10-CM：F30、F31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情感性精神疾病之分類： 

 

(二) 雙極性情感症為一種慢性、持續性的情感障礙，足以影響其生活及社會

功能的正常運作。病患終其一生曾持續三、四天或一週以上處於高亢期

(躁期)，爾後無論出現多少次低潮期(鬱期；至少兩週以上)，即為雙極

性疾病(Bipolar Disorder)。此二期在病程發展中，可交替出現，其高/低

潮期之比率，在第二型輕躁症或群譜性雙極症以低潮期為多。然何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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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高亢或低潮或正常期可維持多久卻是不可預測。如果持續性屢發低

潮期的話，我們則稱之為再發性憂鬱症(Recurrent Depressive Disorder)。 

(三) 年齡：雙極性情感症之發病年齡較單極性憂鬱症為早，分別為 20 歲前

期及 20 歲後期。然而臨床上病患可以在成年期、更年期，甚至老年期

發病。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之文獻，均發現病患通常在第一次發病 10 年

後才來看精神科醫師。 

(四) 性別：BD I 男、女比率相等，而 BD II 或 Bipolar spectrum 則女性高於

男性。 

(五) 臨床症狀：共病症有 

1. 身體疾病：[如甲狀腺功能異常、癌症]。 

2. 焦慮症：[如恐慌症(Panic Disorder)、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及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3. 物質濫用：國外文獻報告，雙極性疾患幾乎有 50%有酒精或其他非

醫療藥品之物質濫用，如安非他命、K 他命、快樂丸...等。 

4. 失眠：常為躁鬱症復發之早期病徵。 

5. 自殺：躁鬱症是所有精神病患中自殺率最高(約 25-60%)，台北榮總

之資料統計顯示 50-70%曾企圖自殺過，其中以第二型輕躁症之自

殺率最高(約 72%)，國外文獻亦指出未治療之躁鬱症疾患之自殺成

功率為治療後之疾患的 5 倍(分別為 29.2%及 6.4%)。 

 二、目的(Purpose) 

(一) 正確的臨床診斷，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二) 使高亢情緒下降，低潮情緒上昇以趨於穩定狀態。 

(三) 維持情緒穩定，預防再發。 

(四) 治療及預防共病症。 

 三、指引使用者：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躁鬱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神經內外科醫師、心

臟科醫師及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Assessment) 

    精神及身體疾病藥物史，包括類固醇或抗憂鬱劑；身體檢查，包括內分泌，

特別是甲狀腺機能以及面談評估。精神病史中，不可忽略短暫期輕躁症狀的詢

問。必要時可使用問卷，如情感症問卷(Mood Disorder Questionnaire；MDQ，

Hirschfeld,2000)。 

 二、診斷依據(Diagnostic criteria) 

(一) 躁症發作：高亢期三到四天以上，病患會呈現兩大類現象 

1. 情緒高亢、充滿自信與活力；或者 

2. 常反應過度、容易發脾氣、愛跟人吵架。 

3. 非常好動，體力充沛、無法靜下來。 

        並有以下七大躁期病徵中的「三項」以上者 

1. 個性浮躁，覺得自己很重要。 

2. 睡眠需求降低，每天二、三個小時就夠了。 

3. 話多的無法打住，讓人感到與其談話有壓力。 

4. 意念飛躍，思考跳躍、邏輯飛快。 

5. 注意力分散、不集中，無法跟隨一個思路太久。 

6. 非常好動，體力充沛、無法靜下來。 

7. 購物狂熱，買下單價非常昂貴的東西，或一次買非常大量的 小物

品。從事危險活動，如飆車或強烈的性需求，不顧後果。如果病患

嚴重，足以顯著影響其生活、工作、家庭及社會功能或因而住院治

療，就是典型躁鬱症(第一型)。如果不足以影響以上功能者，則為

輕躁症(第二型)。 



(二) 鬱症發作：以下五大鬱期病徵中，出現「五項」以上，其中必須「包括

第一或第二項」，且症狀持續兩週以上，足以影響其生活及社會功能者。 

1. 情緒低落。 

2. 對以前有興趣的事情不再感興趣，例如以前愛看電視，現在不愛；

以前以愛釣魚，現在不愛了。 

3. 出現認知症狀，例如反映、思考變慢，對事情失去判斷能力，常會

自責，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4. 失眠。 

5. 體重下降。 

6. 胃口不好。 

7. 體力變差。 

8. 行動遲緩。 

9. 有自殺傾向。 

 三、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焦慮症 

(二) 憂鬱症，特別是再發性憂鬱症 

(三) 情感性精神分裂症 

(四) 急性精神疾病發作 

(五)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 

(六) 器質性情感症 

1. 物質濫用，如安非他命、K 他命、快樂丸(Ecstasy)。 

2. 神經疾病：偏頭痛(Migraine) 

3. 內分泌疾病：甲狀腺功能異常(高亢或低下)、可體松(Cortisol)過高

(庫欣氏症)或過低(愛迪生症)及副甲狀腺異常。 

4. 傳染病：愛滋病(HIV/AIDS)、病毒性腦炎、感染性單核球症及流行

性病毒感染。 



5. 藥物引發：類固醇、L-Dopa、多巴胺 Agonist 如：Pramipexole。 

6. 癌症：胰臟癌、腦癌、肺癌。 

7. 身體免疫疾病：紅斑性狼瘡(SLE)、類風溼性關節炎。 

 四、疾病{病理}分期(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然有些躁鬱症會愈發，病情愈嚴重、頻率愈變多，稱為「續激發性」

現象(Kindling Phenomenon) 

 五、臨床病徵及症狀(Signs and Symptoms) 

躁症 

核心症狀： 

情緒亢奮 

躁動不安 

注意力無法集中 

意念飛躍 

言語壓迫感 

誇大或過度自信 

自我衝動控制不佳 

體力/運動量過高 

不需要睡眠 

鬱症 

核心症狀：情感低落，甚而有自

殺思考或行為，原來之情緒消

失、疲倦感。 

認知症狀：注意力不集中、自信

心喪失、缺乏動機、罪惡感及悲

觀。 

身體症狀：睡眠障礙、早醒且情

緒低落、胃口不佳/體重下降、情

慾缺乏、躁動或缺乏精力提不起

勁。 

        區別躁鬱症鬱期發作及憂鬱症或稱雙極性鬱症(Bipolar Depression 與 

    單極性鬱症(Unipolar Depression)：以臨床資料評估 

(一) 雙極性鬱症之家族疾病史中，躁鬱症和憂鬱症之發生率，幾乎相似約

10%及 15%，而單極性鬱症之家族疾病史中，躁鬱症少而憂鬱症多，分

別約 2%及 15%。 

(二) 雙極性鬱症之產後憂鬱症發生率較高，而鬱期時多半躺床、疲倦、缺

乏精力。 

(三) 如遇長期再發性治療困難型之憂鬱症時，要考慮有躁鬱症之可能性。 



 六、發生率及盛行率(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在 1991 年時，WHO 發表躁鬱症是在有工作能力之族群中，造成失能的排

名第六，比戰爭、比精神分裂症均排名前面，可見其重要性。其自殺成功率在精

神疾病領域中，亦排名第一(20-29%)。比重度憂鬱症(15%)及精神分裂症(10%)

更高。躁鬱症之 Lifetime 盛行率，由過去的 1%(躁鬱症第一型)增加到 6.5%(包括

第二型及群譜型)，而憂鬱症盛行率由 15-20%左右下降至 10-15%，其主因在於

過去被診斷為憂鬱症之個案，由於未能察覺期有過輕躁症狀而忽略，或因其病程

由憂鬱發作發展或有躁症發作而成為躁鬱症。 

 七、檢驗及其他檢查(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s) 

    實驗室之檢驗或檢查，是用來排除續發性之躁鬱症，如甲狀腺功能異常、

HIV/AIDS；藥物監測亦常，如中樞神經興奮劑，一般包括血液常規檢查、電解

質、血糖試驗、甲狀線及副甲狀線試驗、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等。如懷疑有

器質病因時，可進行 MRI/CT 掃描或尿中、血中藥物監測試驗。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住院條件：當有暴力、自殺或行為退化到無法自我照顧時，自當強制住院。

一般住院包括症狀復發、行為無法控制、服藥順從性差、病識感喪失，影響到其

家庭生活、工作及社會功能。當以上現象因住院治療而逐漸穩定改善至行為可以

控制，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增加時，即可出院，繼續門診追踪治療。 

 九、主要治療處置(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分為急性期及維持期治療二個步驟 

(一) 急性期：以藥物治療為主在躁期，則以情緒穩定劑[如鋰鹽/帝拔顛

(Depakine)等]或非典型抗精神病劑或二者合併為主。在鬱劑，則以情緒

穩定劑，加上樂命達(Lamictal)，必要時可以加上抗鬱劑，如 Wellbutrin

或 SSRI(要小心其可能引發躁症發作)或非典型抗精神病劑，如司樂康

(Seroquel)或安立復(Abilify)，避免使用三環抗憂鬱劑(TCA)。 

(二) 維持期：以藥物加上心理及社會治療情緒穩定劑，加上非典型抗精神



病劑或再加上樂命達。心理社會治療方面以 

1. 心理性教育為主(psycho education)不僅針對個人亦包含家人，以增

加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 

2. 社會節律性治療(social rhythm therapy) 

3. 個別人際關係及認知功能治療 

4. 家庭為核心之治療。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Adjuvant/Substitute treatment ) 

    光照治療、重複透顱腦磁波治療(rTMS)。 

 十一、預後(Outcome) 

    躁鬱症 90%之臨床病程為一緩解及復發之重覆循環過程。在一次發作之後，

每年平均再發率為 20%；如發作三次之後，其每年再發率可增至 40%。愈年輕

愈早發作之個案，快速發作型(每年超過四次以上)及女性，其預後較差。其自殺

率不管成功與否，至少或比重鬱症更差。因躁症發作而常引起人際關係、家庭生

活、工作之種種困擾，常使其生活不如意、生活品質下降。一但有兩次發作，則

治療及預防再發病，可能是一生之重要目標。 

 十二、住院天數(Length of Stay) 

    依病情之嚴重度平均四到六週，症狀嚴重時可達數月。 

 十三、出院計畫(Discharge Plan) 

    當病患病情穩定、無自殺意念或企圖，以及病識感增加，知道自己如何處理

此疾病問題時，即可準備出院。一般而言 

(一) 與病患及其家屬，有一家族座談會 

(二) 先讓病患回家，以進一步使其逐漸適應外在環境，並了解其與家人相

處之情緒變化 

(三) 如果病患適應良好，家人亦覺可以接受，沒有暴力或自殺危險，就可

以準備出院。 

 十四、出院衛教(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病患(最好家屬同來)要定期追踪，一開始兩星期，之後每個月。 

(二) 宜給予病患及其家屬：有關「躁鬱症之臨床相關議題」衛教，以加強

病識感及定期追踪之意願。 

(三) 宜給予「用藥之適應症及其副作用」之教育，以增加其服藥順從性。 

(四) 維持正常之生活作息，並隨時注意有無睡眠障礙。 

(五) 鼓勵家人給予適當支持，並了解病程以便給予適時的協助。 

 十五、出院追蹤(Discharge Follow Up) 

    出院後十四天到門診追踪，之後每個月追踪，告知病患隨時有病況變化隨時

回診，以便調藥。最好有一位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來負責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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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djustment disorders 

ICD-10-CM：F43、F43.2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可能發生於不同的年齡層。成年人罹患此障礙時比較容易

出現憂鬱心情、焦慮緊張感或兩者同時出現 ; 但兒童或老年人罹患此

障礙時則容易出現一些身體不適症狀。 

(二) 性別：女性會比男性更容易被診斷為適應障礙，又以單身女性為高危險

群。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 適應障礙症可能同時出現憂鬱心情或情緒(309.0)、

焦慮(309.24)、或同時出現憂鬱及焦慮兩種心情 (309.28)、或合併出現

行為偏差 (309.3)、或同時出現行為偏差及情緒不佳等 (309.4)。 

 二、目的 Purpose 

適應障礙指的是一個人對於近期發生 (通常指三個月內) 的生活壓力事件

產生的短期適應不良反應。這類壓力指的是那些普遍、每天都可能發生在不同人

身上的壓力。但病患的反應往往超過正常即可預測的範圍，且會對患者的人際互

動、學業、工作或家庭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治療的目的除了評估是否出現危險

行為外，也希望透過合適的藥物治療及心理治療，幫助病人度過當下困難的處

境，直到這些壓力消失時，所出現的情緒或行為症狀也可以跟著平復，或即使壓

力源依然存在時，患者可以發展出一套新的或不同的因應方式。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適應障礙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及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由受過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之醫師進行病史詢問及精神科相關症狀評估。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適應障礙，是指出現一件或一些生活壓力之後的一段時間，通常指三個月

內，產生下列心理與行為反應：  

(一) 心情低落、沮喪、難過等 

(二) 焦慮、緊張、坐立不安、肌肉緊繃、顫抖、胸悶、心悸、喘不過氣等。 

(三) 行為失常或危險行為，包括：自殺想法、自殺或自傷舉動、攻擊與破壞

行為、飆車、酗酒、惡意或延宕一些職責所在之事、社交退縮、失眠、

不吃不喝等。 

    這些行為不一定會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出現，也不一定會在壓力減緩消失後馬

上平復。如果在壓力減緩消失後六個月內，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可平復，則稱為

急性適應障礙。然而如果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持續達六個月以上，則進入慢性適

應障礙。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心理問題鑑別診斷：包括憂鬱症、躁鬱症鬱期、短暫性精神障礙、廣泛

性焦慮症、體化症、物質濫用、壓力後症候群或其他精神科疾病。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臨床醫師必須評估上述心理精神症狀及行為表現

改變是否為某種身體疾病的表徵。 

(三) 部分出現適應障礙患者可能合併人格違常。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如果在壓力減緩消失後六個月內，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可平復，則稱為急性

適應障礙。然而如果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持續達六個月以上，則進入慢性適應障

礙。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如前 “診斷依據” 所述。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根據國外的研究，適應障礙的終身盛行率約為 2 ~ 8%，女性會比男性更容

易被診斷為適應障礙，又以單身女性為高危險群。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適應障礙的確認診斷需要由受過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之醫師進行病史詢問

及精神科相關症狀評估。然而為了確定診斷，同時有因為部分這類患者可能會服

藥過量、利用危險物品或出現危險行為而致患者自己出現生理傷害，醫師可能換

安排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血糖試驗、甲狀腺及副甲狀線試驗、心電圖、胸

部 X 光檢查等，經由這些試驗可以過濾出甲狀腺疾病、低血糖及心臟病、胸部

疾病等等。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藥物監測試驗。如果有需要時，醫

師也會安排電腦斷層或更進一步的影像學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有時為了提供病患良好的心理支持及身體保護，可能需要安排住院。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適應障礙的治療主要分為藥物治療及心理治療 

(一) 藥物治療：主要針對患者出現的臨床症狀給予合適的藥物種類與劑量，

例如：如果有心情低落或出現無助無望的現象，即可考慮使用抗憂鬱劑 ; 

如果出現焦慮緊張，則可短暫的使用抗焦慮藥物等。 

(二) 心理治療：利用支持性心理治療，提供病人心理支持，協助患者從壓力

中及早恢復，同時也可協助病患瞭解自己面對同樣模式壓力時習慣表現

的因應模式，進而修正。另外，透過一群有同樣遭遇的進行某些形式的

團體治療，以同儕走過來的經驗分享與支持患者，也可以提供部分療效。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如患者出現或即將出現自殺、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時則需考慮是否安排住院 

 十一、預後 Outcome 

    適應障礙預後大致良好，多數應可在壓力消失或減少後三個月症狀緩解。但



部分患者未來可能會出現情緒疾患或物質濫用等問題。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1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經由精神科醫師評估無立即自殺、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時即可安排出院，但

仍須繼續門診追蹤治療。如有臨床上需要時，也可搭配其他非藥物治療，例如心

理治療等。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出院時如已服用醫師開立的藥物，請配合服用。如想停藥，應先與您的醫師

討論。另外，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不少壓力與挫折，但是遇到這類事情時如果能

多冷靜數秒鐘，為自己多留數秒鐘的機會，減少傷害自己、衝動與傷害他人的行

為，往往可有效減少壓力帶來的傷害。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參、 文獻 

    Sadock BJ, Sadock VA, Eds. Kaplan & Sadock's Synopsis of Psychiatry:  

    Behavioral Sciences/clinical Psychiatry, 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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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ICD-10-CM：F42.8、F42.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適用的標的族群涵蓋患有強迫症 (300.3) 的所有患者，不限年齡與性別，但

排除因器質性因素引致之強迫症狀，及併發精神分裂症之患者。 

 二、目的 Purpose 

    強迫症主要症狀為重覆、持續、複發之思想、意念及行為，盛行率不低，但

常被患者忽略治療的可行性，因此就醫率偏低，會延誤患者之治療時效。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強迫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精神科醫師和他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以精神診斷性會談為主，需採取詳細病史、併發症狀、家族史、病症期間及

病情嚴重程度、既往精神疾病史、誘發及加重或減輕病情之相關因素、症狀所造

成各種社會功能之影饗及患者與家屬之因應模式等都需要仔細詢問。可用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Y-BOCS) 來評估其症狀嚴重度。若是兒

童，可用 Children’s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CY-BOCS) 來評估。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強迫症，主要的症狀是重覆出現、讓患者感到困擾、且浪費時間的思想、意

念、衝動或行為。 

(一) 強破思想或強制行為： 

1. 強迫思想的定義：  



(1) 重覆出現、讓患者感到困擾、且不恰當的思想、意念或衝動。 

(2) 上述症狀並非只是對於現實生活的過度擔憂。 

(3) 患者會嘗試忽略、壓抑上述症狀或使用其他思想或行為來對抗 

   之。 

(4) 患者可以理解這些思想、意念或衝動是來自其自己的心中。 

2. 強制行為的定義：  

(1) 患者感到由於某些強迫思想而認為必需執行或因有某種固定規 

   則而產生的某些重覆行為 (如洗手、檢查或排列) 或心思的活 

   動(如禱告、數數)。 

(2) 這些行為或心思活動主要是為了預防或減少壓力感，但是這些 

               行為或心思活動是過度出現，並且與其想預防或對抗的目的並 

               非一種合乎現實的方式。 

(二) 患者理解這些思想或行為是過度而且不合理的。 

(三) 這些思想或行為造成明顯壓力感、浪費過多時間、造成明顯功能障礙。 

(四) 如果併發其他軸一診斷，其強迫思想或行為並非只侷限於其他軸一診斷

所呈現的成份。 

(五) 此障礙並非由於藥物或一般內科疾病所直接引起。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精神問題鑑別診斷： 

        精神分裂症、畏懼症、憂鬱症、強迫型人格障礙症、慮病症、身體畸型 

    症、衝動控制障礙症等。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土雷症; 其他抽慉症; 顳葉癲癇; 腦炎或腦傷併發症。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大部份患者 (75%左右) 同時具有強迫思考及強制行為，一些患者若僅有強

迫思想，而無強制行為時，其強迫思想的內容常是與「性」或「攻擊性」相關的

思考內容。 

    強迫思想及強制行為的症狀內容基本上以下列四種型態為主： 

(一) 害怕被感染：最常見的症狀，因害怕被感染而重覆清洗，如洗手或避免

接觸某些物品，如出門必戴手套等。 

(二) 病態性不確定感：次見的症狀，因不確定感而導致重覆的檢查，如重覆

檢查瓦斯或門窗開關有無確實關好等。 

(三) 侵入性思想：第三種常見的型態，常見的是重覆想起某些與「性」，或

「攻擊性」有關的事件或畫面。 

(四) 要求對稱性：第四種常見的型態，要求對稱或精確，如一定要把物品放

在某一特定的位置等。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強迫症終身盛行率約2~3%。成年人男、女發生率相當，但青少年中，男生

較女生多。強迫症之平均初發年齡在22至35歲之間，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

人個案其初發年齡可以追溯到兒童期，50歲以後發病的較少。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強迫症的確認是以病史及精神會談為主。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

題。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藥物無法控制的嚴重患者。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強迫症的治療主要分成藥物治療以及認知行為治療 

(一)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以抗憂鬱劑為優先，其中又以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SSRIs) 

    如 fluoxetine、sertraline、fluvoxamine、citalopram 或 clomipramine 為第一線  



    用藥，治療好轉大約需要四至六週左右，最佳治療效果大約在用藥後八至十    

    六週，使用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的藥物劑量需比治療憂鬱症治療劑量要高 

    ，如 fluoxetine日劑量有時需至 60-80毫克。國外大規模的研究顯示服用SSRIs 

    日劑量如 fluoxetine 20-60 毫克、sertraline 50-200 毫克, fluvoxamine 100-300 

    毫克、paroxetine 20-60 毫克、citalopram 20-60 毫克或 clomipramine 200-300 

    毫克，約 40-60%的患者可獲得不夠的療效，在 Y-BOCS 的得分上可減少 

    20%-40%的總分。 

(二) 認知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對於強迫症有一定的療效，但是仍需合併藥物治療，針對強迫   

    症的行為治療方法包括減敏感法、思想中斷法、洪水法等。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藥物或非藥物治療： 

        如果單獨用上述藥物療效欠佳時，可加上典型或非典型抗精神病藥 

    物如 haloperidal、risperidone、quetiapine、olanzapine、aripiprazole 或 

    ziprasidone 來併用以加強療效，很嚴重的藥物治療無效的個案，可考慮住院 

    治療或身體治療(如深度腦部刺激、外科手術等，但這一些治療目前在台灣 

    並未執行)。 

(二) 支持性心理治療： 

        支持性心理治療也可以幫助患者適應他 (她) 的疾病。 

 十一、癒後 Outcome 

    大部份(約 80-85%)的患者病程呈現長期但起伏的病程，一般 20~30%的病患

治療後症狀可獲得顯著改善，40~50%可有中度改善，另有 20~40%的患者病情沒

有改變，或更惡化，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併發重度憂鬱症。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30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患者強迫症狀改善，即可出院，門診複診安排繼續藥物治療與認知行為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強迫症患者通常需要持續服藥，能規則服藥配合行為治療其對癒後較有正面

的影響。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至二週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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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Panic Disorder 

ICD-10-CM：F41.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恐慌症主要在青春期及成人期的早期發生，另一部份人發

生在 35~40 歲之間，有少數病患在兒童期發病，45 歲以後發病的較少。 

(二) 性別：不限。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 適用於恐慌症未伴有懼曠症(F40.02)懼曠症伴有恐

慌發作(F40.01)的病人。 

 二、目的 Purpose 

    恐慌症主要症狀為心悸、呼吸急促、焦慮及恐懼等，是急診室中的常客，常

被患者及第一線的醫生誤認為心臟病發作或有某些重大潛在的疾病，而做了許多

不必要的檢查，延誤了治療時效。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恐慌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神經內科醫師、心臟

科醫師和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恐慌症，是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有強烈害怕或不適感受，突然發生下列症狀

中四項以上，且非其他身體或心理問題引起，並且至少持續一個月以上的時間擔

心會有再一次的恐慌發作： 



(一) 心跳加速或心悸  

(二) 出汗 

(三) 發抖或顫慄 

(四) 感覺呼吸困難或窒息感 

(五) 嗆到感 

(六) 胸痛不適 

(七) 噁心或腹部不適 

(八) 頭昏、步態不穩感、頭重或快暈倒的感覺 

(九) 失去真實感或失去自我感 

(十) 害怕失去控制或即將發狂 

(十一) 害怕將死亡 

(十二) 感覺異常，麻木或刺痛的感覺 

(十三) 冷顫或臉潮紅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心理問題鑑別診斷： 

        焦慮症、情感型疾病、中毒（如咖啡因、安非他命等）及脫癮症等等。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不足;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不足; 嗜鉻細胞瘤;癲癇;  

    心律不整; 二尖辦脫垂; 急性心肌梗塞; 低血糖等。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是在毫無預警情況下，突然發生極度的恐懼、害怕和不適感，同時

伴隨著心悸、顫抖、出汗、呼吸急促或窒息的感覺、胸痛或胸部不適、噁心或腹

部不適、頭昏或頭重腳輕、真實感或自我感喪失、怕自己失去控制或發瘋、恐懼

即將要死去、感覺異常或發冷等症狀。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恐慌症終身盛行率約 1.5~5%。女生較男生多三倍。30~40%的恐慌症合併懼

曠症，以致患者有怕搭乘飛機，公共汽車，捷運，不敢開車或開車上高速公路，

嚴重的則不敢上街，電梯等等。在恐慌症患者中有 50%~65%會發生重鬱症。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恐慌症的確認是以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

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血糖試驗、甲狀腺及副甲狀腺試

驗、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等，經由這些試驗可以過濾出甲狀腺疾病、低血糖

及心臟病、胸部疾病等等。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藥物監測試驗。若

病患有持續性的心悸及心律不整等現象，需要做 24 小時心電圖。二尖辦脫垂可

由心臟超音波幫助診斷。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藥物無法控制。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含可能之合併症及副作用) 

    恐慌症的治療主要分成藥物治療以及認知行為治療 

(一)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以抗憂鬱劑為優先，其中又以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SSRIs)  

    為第一線用藥，治療好轉大約需要兩個星期左右，初期常併用高效價 

    benzodiazepines 如 alprazolam (Xanax® ;贊安諾® )，clonazepam (Rivotril® ;利 

    福全® )等可做為短期輔助緩解症狀。恐慌症好轉後仍不能斷然停抗憂鬱劑； 

    可在恐慌症消失後再服藥半年或一年，之後即可逐漸減少劑量直至停藥。 

(二) 認知行為治療： 

        首先是正確的認知，大多數的患者總是擔心恐慌症發作會使人失去控制 

    或心臟病發死亡，改變思考的認知可以幫助患者採用正面的思考模式來看待 

    恐慌症。行為治療是透過一個有計畫性的治療過程以及擬定實驗性治療情境 

    ，讓患者一次次的再度經驗恐慌症發作的情況，逐漸去瞭解接受的一種治療 



    模式。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藥物治療： 

        Venlafaxine (Efexor®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二) 心理治療： 

 十一、癒後 Outcome 

    恐慌症長期預後大致良好，一般 30~40%的病患預後良好，30~50%仍有一些

症狀存在，但可以維持正常生活及工作，僅有 10~20%的患者病情沒有改變，而

其日常功能亦受到影響。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1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患者恐慌次數減少至可接受並患者認知上已調整，即可出院，門診複診安排

認知行為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雖然恐慌症為慢性而起伏不定，能規則服藥配合知行為治療其預後良好。恐

慌症患者對咖啡因非常敏感，常喝了咖啡或茶後恐慌發作，故避免飲用咖啡、茶、

或任何含咖啡因的食物，酒也不能喝。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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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ICD-10-CM：F43.1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年輕成人盛行率較高。 

(二) 性別：不限, 但女性的終生盛行率比較高。 

 二、目的 Purpose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主要症狀為病人在經歷過創傷性事件, 出現持續再度體

驗事件的感覺, 持續避免與創傷性事件相關的刺激或對外界反應麻木,持續警覺

性增加等症狀, 症狀持續一個月以上, 會使病人明顯地不適或對社會, 職業及其

他重要功能層面造成影響; 例如: 經歷地震、海嘯等天災, 經歷戰爭, 空難,家暴

個案, 重大車禍, 燒傷的病人等, 要注意病人是否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早

治療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恐慌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 除了精神科醫師和其他科的醫師, 尤其是家庭醫

師、急診醫師、神經內科和外科醫師、婦產科醫師、骨科醫師及整形外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診斷標準如下：  

(一) 病人經歷過創傷性事件, 且出現下列兩種情形 : 



1. 病人經歷目睹或遭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事件, 且事件引起自己或

他人實際上或威脅性的死亡, 嚴重受傷, 或威脅到自己或他人身體

的完整性. 

2. 病人之反應包括強烈的害怕, 無助, 或驚慌.  

注意 : 在兒童可能的替代表現為混亂或激動的行為. 

(二) 此創傷性事件以一種以上下列方式持續再度被體驗  

1. 反覆且強制性地痛苦地回憶此事件, 包括影像, 思考或感覺.  

注意 : 在幼童可能反覆扮演與此創傷相關方面的主題. 

2. 反覆痛苦地夢見此事件. 

注意 : 在幼童可能作惡夢但不記得內容. 

3. 彷彿此創傷性事件再度發生時的行為或感覺 (包括感覺經驗再現, 

錯覺, 幻覺, 即發生瞬間重返過去經驗的解離經驗, 不論當時為清

醒或藥物中毒狀況). 

注意 : 在幼童可能出現與創傷有關的特異行為. 

4. 暴露於與創傷性事件相似, 或有象徵性之內在或外在情境時, 產生

強烈的心理痛苦. 

5. 暴露於與創傷性事件相似, 或有象徵性之內在或外在情境時, 產生

生理反應.  

(三) 持續避免與創傷性事件相關的刺激或對外界反應麻木(創傷前無此情

形), 具有以下三種以上之情形 :  

1. 努力避免與創傷性事件有關的思考, 情緒或對話. 

2. 努力避免會回憶起創傷性事件的活動, 地點, 或人物. 

3. 無法回憶起創傷性事件的重要部分. 

4. 對重要活動的興趣或參與顯著減少.  

5. 感覺與他人分離或疏遠. 

6. 情感範圍侷限 (如無法有愛的感覺). 



7. 對前途悲觀 (如不期待有事業, 婚姻, 子女或正常的壽命).  

(四) 持續警覺性增加的症狀(創傷前無此情形), 有以下二種以上之情形 :   

1. 難入睡或難持續睡眠. 

2. 易激動或憤怒. 

3. 無法集中注意力. 

4. 過分警覺. 

5. 驚嚇反應更強烈. 

(五) 以上 B.C.D 之症狀持續一個月以上 

(六) 症狀明顯造成明顯的不適或對社會, 職業及其他重要功能層面造成影 

響  

特殊標明如 : 

        急性 : 如症狀持續小於三個月 

        慢性 : 如症狀持續三個月以上   

        特殊標明如 :  

        延遲反應 : 如症狀開始於創傷性事件發生六個月之後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精神科方面的鑑別診斷： 

        疼痛症, 酒藥癮, 其他的焦慮症, 情感型疾病, 邊緣性人格違常, 解離 

    症, 佯病, 詐病等等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潛藏之頭部外傷, 癲癇, 酒精或成癮性藥物之使用, 急性中毒或戒斷之 

    表現等。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為病人在經歷過創傷性事件(例如: 經歷地震、海嘯等天災, 經歷戰



爭, 空難,家暴個案, 重大車禍, 燒傷的病人等,), 出現持續再度體驗事件的感覺, 

持續避免與創傷性事件相關的刺激或對外界反應麻木, 持續警覺性增加等症狀, 

症狀持續一個月以上, 會使病人明顯地不適或對社會, 職業及其他重要功能層面

造成影響.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終身盛行率約 8%, 一些有經歷創傷事件之高風險個案會

高至5-75%的終身盛行率; 會出現在任何年紀,但年輕成人有最高的盛行率; 女性

的終身盛行率也較男性高.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確認是以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

其他身體問題。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藥物監測試驗。如果懷疑頭部

外傷, 要做神經學檢查甚至進一步的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 除非症狀特別嚴重, 藥物無法控制, 或出現自傷傷人或有危

險行為之虞.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治療主要分成藥物治療以及心理治療 

(一) 藥物治療： 

1. 藥物治療以抗憂鬱劑為優先，其中又以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

(SSRIs)為第一線用藥 

2. 症好轉後仍不能斷然停抗憂鬱劑, 需再服藥一年之後即可逐漸減

少劑量直至停藥。 

(二) 心理治療： 

        包括:認知治療, 行為治療, 催眠等; 給予病人支持, 教育及發展出一個 

    處理和接受該創傷事件的因應機轉。包含兩個階段, 先利用影像等技巧,使病 

    人再去經驗過去之創傷事件, 再以放鬆技巧或認知方式教導病人壓力因應 



    方法.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輔助或替代之藥物治療： 

        Buspirone,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 &  

    Reversible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Trazodone, Anticonvulsant, Clonidine,  

    Propranolol 等.Antipsychotic 用於短期控制嚴重的 aggression and agitation. 

(二) 其他非藥物治療： 

心理動力治療, 家族治療, 團體治療 

 十一、癒後 Outcome 

(一) 可能在創傷事件後一週甚至三十年後出現症狀, 病程起伏 

(二) 未經治療者 30%完全回復, 10%者不變或更糟, 40%有輕微症狀, 20% 

有中度症狀, 一年後半數回復. 

(三) 好的預後因子: 症狀來得快去得快( 病程小於六個月), 病前功能好,社

會支持度佳, 無共病其他身體、精神、或成癮之疾患 

(四) 年齡太小或太老的預後不佳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1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患者主要症狀(持續再度體驗事件的感覺, 持續避免與創傷性事件相關的刺

激或對外界反應麻木, 持續警覺性增加等症狀)減輕至可接受, 無自傷傷人或危

險行為, 即可出院，門診複診追蹤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症狀好轉後仍不能斷然停抗憂鬱劑, 需再服藥一年, 配合醫師之規則追蹤治

療, 或合併安排心理治療等其他治療。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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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Schizophrenia 

ICD-10-CM：F20.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思覺失調症多在25歲前發病，男性較早發。 

(二) 性別：男女比例相當，女性患者預後較佳。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主要症狀包括正性及負性症狀。正性症狀包括幻聽、

妄想、激躁、語無倫次、怪異行為等。負性症狀包括退縮、少語、退化

行為等。思覺失調症病人也常合併有體重增加及代謝症候群等內科疾

病。 

 二、目的 Purpose 

    思覺失調症為精神疾病中最嚴重者，造成思考, 知覺, 情感, 行為多方面功

能障礙。在精神科門診、急診及住院患者中佔相當比例，也常反覆住院。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思覺失調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精神科醫師及其他家庭醫師、急診    

醫師、神經內科醫師、和內科醫師等。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精神科診會談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DSM-5 之診斷標準 

(一) 在一個月內(或是成功治療者，略少於一個月內)顯著出現以下 2 項(或更

多項)症狀，其中至少有一項必須是 A1、A2 和/或 A3： 



1. 妄想。 

2. 幻覺。 

3. 胡言亂語(disorganized speech)，如經常離題(derailment)或不連貫

(incoherent)。 

4. 行為混亂(disorganized)或僵直症(catatonia)。 

(二) 負性症狀，即(i.e.)情緒表現或動機降低。 

發作(disturbance)以來，大部分時間一項或多項領域功能顯著比未發作

前降低，如工作、人際關係或自我照顧(在孩童或青少年發作時，無法

達到預期的人際、學業功能或工作表現)。 

(三) 發作的癥狀(sign)至少持續出現 6 個月。此 6 個月期間一定有至少一個

月【或成功治療者，略少於一個月)符合診斷標準 A(指活躍期的症狀

(symptoms)】，可包括前驅(prodromal)或殘餘(residual)症狀。在前驅或殘

餘症狀期間，發作癥狀可能只表現負性症狀或是二項或更多項列在診斷

標準 A 的弱化形式症狀(symptoms in an attenuated form) (例如怪異的信

念、不尋常的感覺經驗)。 

(四) 因為以下任何一點：1)活躍期沒有同時出現鬱症或躁症發作(major 

depressive or mania episode)，或 2)如果活躍期出現情緒障礙(mood 

episodes)，對疾病活躍期或殘餘期的總時期而言情緒障礙呈現時間 

        只佔一小部分(minority)，而排除(rule out)情感思覺失調症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DSM-IV-TR 舊名稱為情感性精神分裂症) 

        和憂鬱症或雙相情感疾病(bipolar disorder, DSM-IV-TR 舊名稱雙極 

        性疾患或躁鬱症) 伴隨精神病特徵(psychotic features)。 

(五) 此障礙非起因於物質使用【例如濫用的物質(drug of abuse)、治療藥物

(medication)】或其它疾病(another medical condition)的生理效應所造成。 

(六) 如果有自閉症類群疾病(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或童年期發作的溝通

障礙(communication disorder of childhood onset)病史者，只有在除了思覺



失調症其他必要症狀外，又出現明顯的(prominent)幻覺或妄想至少一個

月(或成功治療後略少於一個月)，才可額外下思覺失調症的診斷。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器質性精神症鑑別診斷： 

        包括內科疾病、藥物或物質濫用、癲癇、腫瘤等。 

(二) 其他精神疾病鑑別診斷： 

        包括情感性精神症、人格疾患、諉病或詐病等。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精神分裂病病程 

1. 前驅症狀期(prodromal phase)：在明顯發病前，即漸有生活適應障

礙，如社會關係退縮、表現怪異、交談有困難、情感表現不適當，

且日常生活及穿著缺少注意、人格變化等等。 

2. 症狀活躍期(active phase)：正性症狀( positive symptoms )較明顯，

出現妄想、幻覺、思考鬆散、語無倫次或激躁怪異行為等。 

3. 殘留症狀期(residual phase)：負性症狀較多，表情平淡、思考或語

言貧乏、生活退縮或無意志力，現象較為顯著，有些妄想及幻覺仍

會殘留。 一般說來，症狀活躍期仍可再發生，與「殘留症狀期」

交替出現。 

(二) 依病程分類: 

1. 陣發性，陣發間期發有殘餘症狀。 

2. 陣發性，陣發間期發無殘餘症狀。 

3. 連續性 (若主要為負向症狀請註明)。 

4. 單次發作，部份緩解 (若主要為負向症狀請註明)。 

5. 單次發作，完全緩解。 

6. 其它類型。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妄想(特別是奇異內容的妄想) 

(二) 幻聽(特別是批評性或對談性的聽幻覺) 

(三) 混亂的言語(語無倫次，脫離現實的言談等) 

(四) 有混亂的或僵直的行為 

(五) 負向症狀，如表情平淡、思考或語言貧乏、生活退縮或無意志力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盛行率約為 1%。大部分是年輕成年，在 15-25 歲發病，但也可能在任何年

齡發病。男女性發病的機會在各文化中相同，但女性初次發病年齡在 25 到 35

歲間，比男性的 15 到 25 歲較晚，一般來說女性患者的預後可能較男性佳。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思覺失調症的診斷以精神科診斷性會談、病史，並排除其他內科疾病、藥物

或物質濫用、癲癇、腫瘤等所引起。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題。實驗

室檢查包括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血糖試驗、甲狀腺檢測驗、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等，如果懷疑為藥物或物質濫用所引致，要做藥物監測試驗。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正性症狀之幻聽、妄想、混亂的言語或干擾行為嚴重致日常生活功能受損時

可安排急性住院治療。如病患無病識感且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虞時，依精神衛生

法可與監護人討論，安排強制住院。當症狀穩定時可辦理出院。可依病人病情功

能安排日間病房治療、門診職能治療或職業復健訓練。如病人仍有殘餘症狀或生

活功能退化仍需專業人員監護時可轉慢性醫院。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有關精神分裂病的治療可分為以下三部分： 

(一) 藥物治療：主要治療藥物為抗精神病藥物，包括傳統抗精神藥物與二代

抗精神病藥物。主要作用機轉為 dopamine 及 serotonin receptor。近年

來有許多研究針對 Glutamate 對負性症狀或認知功能的臨床研究或藥

物開發進行中。Dopamine 擷抗作用有助於控制正性症狀，而 serotonin



之調節作用可在副作用, 負性症狀或情緒部分有幫助。傳統抗精神藥物

較多錐體外徑路副作用，如頭、頸不自主傾斜,眼球上吊，四肢僵硬顫

抖,表情較呆滯及小碎步等、靜坐不能或不自主運動異常等。二代抗精

神病藥物則較多體重增加、高血脂、高血糖等代謝症候群副作用，增加

心血管疾病之危險性。另傳統抗精神藥物與某些二代抗精神病藥物有高

泌乳症副作用，造成停經、性功能障礙、泌乳、及骨質疏鬆等長期副作

用。而抗精神病藥物及治療錐體外徑路副作用的抗膽鹼藥物作用也可能

造成嘴乾、視力模糊、便秘、小便困難等。藥物的其他作用機轉也可能

有嗜睡、姿勢性低血壓、心臟傳導影響、敏感性皮膚疹、黃疸、白血球

低下、流涎、尿失禁、嗜睡、癲癇等副作用。 

(二) 支持性心理治療：當病人症狀穩定至有溝通了解能力時，心理治療能夠

給予個案支持，去面對處理因疾病引起之生活適應問題，及改善焦慮、

恐懼，以及增進生活功能及病識感。 

(三) 復健治療：精神分裂病可能造成社會生活功能退化。復健治療目的在幫

助病人重建社會可接受的行為，適應社會生活。透過規畫之活動達到治

療與復健的目的。主要的復健內容包括社交技巧、休閒活動及生活職業

訓練，以回歸社會或進入職場。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家屬衛教及支持: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反覆發作住院或退化症狀常造成家屬

長期壓力。患者與家屬互動關係也可能影響患者預後。家屬衛教及支持可增進家

屬對疾病的了解及處理問題的技巧。精神症狀的辨識與處理是家屬在面對患者時

相當需要的能力，包括有傾聽、同理、中立的態度、試圖建立現實感及病識感、

轉移注意力、就醫等。採取關心及一致的態度，儘量避免批評、敵意、過度介入

等情況。，家屬座談會也可認識其他家屬，經驗分享討論以增長照顧患者能力並

互相支持。  

 十一、癒後 Outcome 



    自 2005 年起國際間擬訂思覺失調症緩解( remission)標準，各國研究顯示約

有三分之一病人可達緩解標準。約有三分之一預後不佳，持續有中等度以上的症

狀及功能障礙，可能重複住院治療或須長期養護。造成復發最常見原因為藥物遵

從性不佳而反覆住院。較差預後相關因素為早年發病、無明顯誘因緩慢進行、負

向症狀較明顯者、病前功能較差、單身或支持系統不佳等。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急性住院一般約 28 天，依病情嚴重度及治療反應有差異性。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當症狀穩定時可辦理出院，預約門診追蹤。如常就醫不規則可是居住地區安

排居家訪視，長效針劑治療，或依病人病情功能需要安排日間病房治療、門診職

能治療或職業復健訓練。如病人仍有殘餘症狀或生活功能退化仍需專業人員監護

時可轉慢性醫院。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服藥不規則為最常見發病原因。與病患與家屬強調服藥遵從性的重要，教育

疾病症狀及復發徵兆，解釋藥物作用機轉及副作用出現時之處理方式並與醫師討

論。良好之規律作息及相關復健建議。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Up 

    7 至 14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病情、藥物療效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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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Delusional Disorder 

ICD-10-CM：F22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妄想症一般在成人中期或晚期初發，但在較年輕時也會發

生。. 

(二) 發病年齡約40歲左右，然而範圍自18-90歲都有。 

(三) 性別：女性稍高，許多病人是已婚且有工作。 

(四) 臨床症狀、合併症：妄想為最顯著或唯一的症狀，內容常與真實生活情

境有關，如深信被跟蹤或被下毒、或被暗中愛慕等等，其思考較有體系，

通常也沒有幻覺的症狀。這類病患可能合併憂鬱症狀，即使情緒平穩時

妄想依然存在。 

 二、目的 Purpose 

    此類病患較多疑，缺乏病識感，較困難自行就醫。然而受其妄想內容之影響，

社會功能及婚姻關係往往因此受到損害，應由家屬或朋友協助就醫，避免對個人

及其週遭環境發生嚴重傷害。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妄想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內科醫師及精神科醫師，但主要仍為精神科

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妄想症，基本特質是有一或多種非怪異妄想持續至少一個月，聽幻覺或嗅幻

覺即使存在也不顯著，內容通常會和其妄想主題有關,須排除精神分裂症且非其

他身體, 物質, 或心理問題引起，除了妄想的直接衝擊外，心理社會功能並未顯

著受損，行為亦無明顯奇特怪異之處。依照其妄想的主題，可分為以下七種類型： 

(一) 多情型: 妄想另一個人正深深的愛著自己，對方通常是知名人士或地位

較高的人。 

(二) 誇大型: 妄想自己具有誇大的價值、權力、知識、身份、或與神或名人

有特殊關係。 

(三) 嫉妒型: 妄想自己的性伴侶不忠實，懷疑其外遇。男性較多。 

(四) 被迫害型: 妄想自己(或親近者)受到某種方式惡意的對待，像被下毒，

被跟蹤等。 

(五) 身體型: 妄想自己有某些身體缺陷，認為身體有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疾病

或現象。 

(六) 混合型: 妄想內容具有上述各型一種以上的特徵，但並無任一種特別突

出。 

(七) 未註明型: 妄想信念無法確定或不能以上述特定類型來描述，則適用此

型。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神經退化性疾患,器質性腦病變,血管疾病,感染,代謝

疾病,內分泌疾病,營養缺乏,藥物,物質等。 

(二) 原發精神問題鑑別診斷： 

1. 思覺失調症及類思覺失調症疾患：妄想症沒有此類疾患之活躍期的

其他症狀，如明顯的視聽幻覺、怪異妄想、解構的語言及混亂的行

為。妄想症造成的職業與社會功能損害較小。 

2. 伴隨精神病性特質的情感性疾患：主要是情感障礙與妄想之間的前

後時序關係及情緒特質的嚴重度。妄想症的特質是情緒平穩時妄想



依然存在。 

3. 共有型精神疾患：症狀表現與妄想症類似，但其具有獨特病程，妄

想是受到親密關係的其他人影響而產生，當與其分開時，個案的妄

想會減少或消失。 

4. 妄想性人格疾患：人格疾患無明確或持續的妄想信念。 

5. 物質誘發之精神疾患：可由物質使用及妄想信念的發生與緩解二者

的前後時序關聯性佳以分辨。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是與真實生活情境有關的妄想，像病人深信被跟蹤、或被下毒、或

被傳染、或被暗中愛慕(對方通常是具有權勢名位的人)、被配偶或愛人欺騙、或

正有一種疾病發生等等，但這些是明明沒有發生卻偏信其唯有。這樣的症狀持續

至少一個月以上。通常病人的人格、整體功能沒有太大的障礙發生，其思考較有

體系，較沒有思考流程的障礙。個案通常也沒有幻覺的症狀，若有，也多是短暫, 

內容多和其妄想主題有關。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妄想症終身盛行率約 0.2~0.3 %。女生稍多。但一般罹患此病的病人不自認

有病，少主動求醫，除非家人強迫找醫生，因此其盛行率可能低估。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妄想症的確認是以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實驗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

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血糖試驗、甲狀腺及副甲狀線試

驗、心電圖、胸部 X 光及腦部影像檢查等。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

藥物監測試驗。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當病人不願接受門診或其他任何治療時，若因他的妄想關係已影響他的社會



功能，最好能住院治療。若因妄想而有破壞、自傷、自殺、傷人或他殺的傾向或

行為出現時，最好能強迫病人住院接受治療。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妄想症的治療主要仍以藥物治療輔以心理治療 

(一)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以抗精神病藥物為主，若遇病患抗拒服藥，應以建立醫病關係 

    並說明可能產生的副作用為優先。如果配合口服藥物治,可考慮注射抗精神 

    病藥物的長效針劑。其過去用藥反應史可用來做為選擇藥物種類的依據。首 

    次接受藥物者，建議可從每日 2 mg haloperidol 或 2 mg risperidone 開始，逐 

    步增加劑量，6 週左右若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可轉換另一類型抗精神病藥 

    物。然而在換藥前，需考慮其藥物順從性是否造成療效不佳。症狀穩定後可 

    維持相對較低的劑量。 

(二) 心理治療： 

        個別心理治療優於團體心理治療。可採取支持性、認知或行為治療等模 

    式，最重要者應是建立互信的醫病關係，如何讓病患達到滿意的社會生活適 

    應亦是治療重要的一環。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若合併情緒障礙，可輔以抗憂鬱或情緒穩定劑。 

 十一、癒後 Outcome 

    這類個案中約有一半患者可恢復，20% 可減輕症狀，而約 30%未見改善。

若是急性發作，高職業、社經地位、女性、30 歲前發作、病程短、發作原因和

環境因素較密切的人有較佳的預後。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左右。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待病患的妄想內容較為鬆動，無明顯自傷傷人之餘，即可出院; 出院後建議



定期門診追蹤，對於生活職業的適應障礙仍需逐步調整。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由於這類個案較多疑，缺乏病識感，對外界也比較不信任，加上有時家人或

醫療人員也被牽扯到他們的妄想內容裡面，使這類個案較難配合接受治療；家屬

最好能耐心地勸他就醫；勸他們暫時先不要針對妄想病症，也不要面質妄想的內

容，可以先跟病患說看病對於失眠，焦慮不安和憂鬱的心情會有幫忙，來幫助個

案就醫；等到他們的妄想症狀改善後，再慢慢指出妄想內容與現實不符的地方。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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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norexia Nervosa 

ICD-10-CM：F50.0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厭食症常發生在 10 到 30 歲的女性，平均發病年齡是 17 歲。 

(二) 性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診斷為厭食症。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 有些個案是剛好發生在壓力事件之後，例如轉學，

離家去外地求學，或是在身體、情感受創之後等等，但大部份仍為隱藏

而漸進性發病。 

 二、目的 Purpose 

    40%的厭食症病人，會自己催吐；而有些人會使用瀉劑、減肥藥或過度運動

來想辦法降低體重。也有在長期節食減肥，飲食型態先產生異常後，再逐漸發展

成厭食症的例子。雖然有人再三指出：因為媒體過度渲染“瘦即是美”的觀念，造

成厭食症的高盛行率，但是這點在研究上仍無法十分確定，因為此病仍有許多生

物面及心理面的因素待澄清，但只有理想的體重，才能應付日常活動所需，過輕

過重都不好。厭食症常常合併焦慮、憂鬱、強迫性想法、或完美主義個性一起出

現。也有研究指出：這類患者思考較固著、缺乏彈性；會極力想控制周遭環境，

但又無能為力；或是有長期情感壓抑，社交被動的情況持續出現。厭食症最讓人

擔心的是，已經危害健康，並造成身體機能改變或不良合併症出現，例如電解質

不平衡、貧血、無月經、蒼白虛弱、便秘、低血壓、心律過慢，甚至骨質疏鬆等

等，請務必留意小心。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適應障礙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及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由受過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之醫師進行病史詢問及精神科相關症狀評估。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拒絕維持最低體重或體重低於理想體重的八十五％以下 

(二) 即使體重過輕，仍強烈害怕變胖 

(三) 對自己身材有不恰當的評價 

(四) 已造成無月經或連續三次月經沒來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暴食症是一種精神上的異常，患者在生理上並不需要進食，但心理上卻有長

期飢餓的感覺。還有他們對自我的評價過度取決於體重及身材，因此非常害怕肥

胖，但卻又有食物成癮的現象。大部份的病者是中上階層的少女及年青女性，且

多為長期反覆在減重的人。 只要在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中，有一個星期內 2 次

以上的暴食和清腸動作，就屬於暴食症。 

(一) 相同 

1. 厭食症與暴食症，這二個疾病同屬於飲食疾患  

2. 患者都會相當在意自己的體重、身材、形象。  

3. 大部份的病患者有感情問題或情緒上不穩。  

(二) 差異 

1. 表徵：  

            厭食症外表會偏瘦，且是極端的瘦，暴食症則是瘦、胖、中皆有， 

        所以厭食症一看就可以看出，因為他們的體重通常低於標準體重的 85 

        ％以下，例如：標準體重 50 公斤的人，瘦到 42.5 公斤時還嫌太胖。  

2. 年齡：  

            厭食症通常發生在 10 到 30 歲的女性，平均發病年齡是 17 歲。暴         



        食症發生的年齡比厭食症的年齡稍晚。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如果在壓力減緩消失後六個月內，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可平復，則稱為急性

適應障礙。然而如果上述心理與行為反應持續達六個月以上，則進入慢性適應障

礙。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如前 “診斷依據” 所述。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厭食症近年來有漸增之趨勢，其發生在女性為 90-95%，特別是在已開發國

家的高社經階層人士當中，通常發生在 10 到 30 歲的女性，平均發病年齡是 17

歲。但在臨床上，偶爾會發現男性或學齡兒童個案。此外，某些特殊行業的人和

面臨高度競爭性及較高工作壓力的人，如運動員、醫科學生、芭蕾舞星等，得病

的危險性會增加。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過去認為決定動物是否進食的中樞是腦部下視丘，下視丘中的腹中核(飽食

中樞)及側核(餵食中樞)發出訊號決定進食與否，後來發現許多腦內神經傳導物質

對飲食行為有明顯的影響，例如厭食症病人腦脊髓液中的血清張素(serotonin)較

常人低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如患者出現或即將出現自殺、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時則需考慮是否安排住院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認知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是厭食症與暴食症的治療良策。認知治療

是利用會談方式，以生活中的環境做自我評估，使病人逐步了解飲食與

低自尊之間的關聯並且加以澄清修正。厭食症與暴食症個案最常見的錯

誤認知很多，例如「以偏概全」，認為自己唯一可以紓解壓力的方式只

有吃東西；或者「過度敏感」，認為別人都在批評她的體重；或者「過



度推論」，認為自己上個月胖二公斤，如此一年會胖二十公斤以上。認

知治療就是逐步修正這些錯誤認知。  

(二) 行為治療：讓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學會自我肯定及更多的社交技巧，並

接受放鬆訓練以逐步修正個案對「吃」本身的焦慮，也就是從小量、規

則飲食開始，挑選個案喜歡的食物、較不會敏感的食物，再逐漸增加量

及其他食物。  

(三) 心理治療：由於厭食症個案最困難處在於個案經常缺乏動機，暴食症雖

然有動機，但是挫折忍受力低，不能接受非立即見效的治療，所以心理

治療通常不易進行。  

(四) 藥物治療：厭食症的藥物治療中，會使用抗癲癇藥、鋰鹽等藥物。 

 十、預後 Outcome 

    預後非常分岐，有些病患可達痊癒之標準，但有些病患仍終生有後遺症。 

 十一、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1 天。 

 十二、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經由精神科醫師評估無立即自殺、自傷或其他危險行為時即可安排出院，但

仍須繼續門診追蹤治療。如有臨床上需要時，也可搭配其他非藥物治療，例如心

理治療等。 

 十三、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出院時如已服用醫師開立的藥物，請配合服用。如想停藥，應先與您的醫師

討論。另外，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不少壓力與挫折，但是遇到這類事情時如果能

多冷靜數秒鐘，為自己多留數秒鐘的機會，減少傷害自己、衝動與傷害他人的行

為，往往可有效減少壓力帶來的傷害。 

 十四、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參、 文獻 

    Sadock BJ, Sadock VA, Eds. Kaplan & Sadock's Synopsis of Psychiatry:    

    Behavioral Sciences/clinical Psychiatry, 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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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Somatoform disorders  

ICD-10-CM：F44.4、F44.6、F45.21、F45.22、F45.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這類的精神疾病包括:身體化疾患(somatization disorder)、轉化性疾患

(conversion disorder)、疼痛疾患(pain disorder)、慮病症(hypochondriasis)、身體畸

型恐懼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及未註明的(not 

otherwise specified)身體型疾患。 

    這類疾病的臨床表現、發病年紀、族群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的特色：身體

症狀的表現或嚴重度，超過一般醫學疾病可解釋的範圍；此外，除了慮病症男、

女相當外，整體而言女性罹病率較男性為高。據國外的研究報告：在一般族群中

身體型疾患的終生盛行率可能高達 16-30%，並且這群人有高於一般人 3 倍以上

的機會同時出現憂鬱及焦慮症。 

 二、目的 Purpose 

    身體型疾患是代表一群身體症狀無法以任何一種已知的一般性醫學疾病或

物質(substance)使用來做解釋的患者，其病痛並非患者自己佯裝出來。可能表現

出的身體症狀如: 疼痛、頭暈、癲癇發作、嘔吐…等等，症狀的表現類似內外科

疾病的症狀表現，但在探查之下，卻又找不出明確的內外科致病原因能夠加以解

釋，過去心理學家認為患者症狀的背後有心理因素的影響，存有無法解決的心理

衝突而造成患者表現出反覆的身體病痛。患者因而時常進出醫療院所以檢查身

體、治療其症狀，但通常難以得到控制，生活不堪其擾，且生活品質大大的下降。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身體型疾患因為可以表現出來的疾病症狀很廣，因此疾病指引的標的使用

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精神科醫師、其他內外科醫師(特別是：神經內

科、過敏風濕免疫科、腸胃科及心臟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評估、相關內外科理學及實驗室檢驗及心理會談。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身體化疾患 

1. 病史中有許多身體抱怨，在三十歲前即開始，發生於幾年的期間

內，導致尋求醫療或損害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的功能 

2. 下列每一個準則都必須符合，個別症狀可發生在此障礙病程中任何

時期： 

(1) 四種疼痛症狀: 至少牽涉四個不同的部位或功能。 

(2) 二種腸胃道症狀: 兩種疼痛以外的腸胃道症狀(如: 噁心、脹氣) 

(3) 一種性功能症狀: 至少一種性功能或生殖系統的非疼痛症 

(4) 一種假性神經學症狀: 如身體協調或平衡障礙、麻痺或肌肉衰 

              弱… 

3. 1 或 2 之成立:  

(1) 在適當的檢查後，準則 2 之任一項症狀無法以一種已知的身體 

   疾病、藥物使用的直接效應來完全解釋 

(2) 若存在相關的身體疾病、患者的身體抱怨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 

      損害的程度遠超過其身體疾病病史、實驗室檢查、理學檢查所能 

      解釋的範圍 

(二) 轉化性疾患: 類型包括運動性症狀、感覺性症狀、癲癇或痙攣 

1. 一種以上影響自主運動或感覺功能的症狀或功能喪失，症狀類似神

經科或其他一般身體疾病。 

2. 可判斷心理因素與此症狀或功能缺失相關，因為在此症狀或功能缺

失出現或惡化之前，有人際衝突或其他壓力源。 



3. 並非有意製造或假裝。 

4. 在適當的檢查後，此症狀或功能缺失無法以一種已知的身體疾病、

藥物使用的直接效應或文化背景認可的行為或經驗來完全解釋。 

5. 症狀或功能缺失不限於疼痛或性功能障礙，非僅發生於身體化疾患

的病程中，也無法以其他精神疾患做解釋。 

(三) 疼痛性疾患 

1. 表現一種以上解剖位置的疼痛，而且相當嚴重，需臨床上關注、處

理。 

2. 此疼痛造成臨床上重大痛苦，或損害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的

功能。 

3. 經判斷心理因素在疼痛的引發、嚴重度、惡化、或延續上扮演重要

角色。 

4. 此症狀或功能缺失並非有意製造或假裝的。 

5. 此疼痛無法以一種情感障礙、焦慮症或精神病疾患解釋，也不符合

性交疼痛的準則。 

(四) 慮病症 

1. 基於個人對自己身體症狀的錯誤解釋，而貫注怕正罹患或相信已罹

患某一重大疾病的想法。 

2. 縱使已經過適當醫療評估及再保證，此專注想法仍持續。 

3. 準則 1 的相信未達妄想程度，也並非侷限於對自己外觀的擔憂。 

4. 此專注想法造成臨床上重大痛苦，或損害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領

域的功能。 

5. 障礙總時期至少六個月 

6. 此專注想法無法以廣泛性焦慮症、強迫症、恐慌症、重鬱症、分離

焦慮症、或其他身體型疾患解釋。 

(五) 身體畸型恐懼症: 



1. 專注於自己外觀有缺陷之想法、雖然這些缺陷實屬想像；即使身體

外觀稍有異常，其擔憂之程度也過於嚴重。 

2. 此想法造成臨床上重大痛苦，對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的功能

造成損害。 

3. 此專注念頭無法以其他精神疾患更加解釋(如: 厭食症)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心理問題鑑別診斷： 

        恐慌症、焦慮症、憂鬱症、物質使用（如咖啡因、安非他命等）、佯裝 

    及身體妄想症等等。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以患者出現的症狀來做鑑別診斷；可能包括偏頭痛、癲癇、類風濕性關 

    節炎、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不足;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不足、嗜鉻細胞瘤、消 

    化道潰瘍、大腸激躁症、心律不整等。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為患者出現一般醫學疾患或物質使用無法解釋的症狀，並未患者所

佯裝，且無法由其他的精神疾患(如: 焦慮症、恐慌症、憂鬱症)來解釋，反覆出

現而造成患者有極大的痛苦或是社會、職業功能明顯受損。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整體而言，身體型疾患可能在一般族群中的終身盛行率高達 16-30%；以個

別的疾患而言，身體化疾患終身盛行率約 1~2%，女生較男生多五到二十倍。轉

化性疾患過去所做的估計，每年發生率約為 22 人/十萬人，任何年紀都有可能發

生，女性較男性高二到十倍。慮病症亦可發生於任何年紀，但 20 到 30 歲是發病

的高峰，男女發生比率相等，六個月的盛行率約 4-6%。疼痛疾患(pain disorder)

的發生率亦以女性為多，且有 25-50%的患者同時合併憂鬱症。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身體型疾患的確認是以病史、精神科會談及排除其他內外科疾病為主。實驗

室試驗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液、生化的常規檢查以及其

他免疫方面如甲狀腺及副甲狀線試驗…等等。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

藥物監測試驗。由於病人表現的症狀多元化，許多時候需要由相關的內外科專科

醫師的會診評估以排除可能的該科疾病。由於身體型疾病的精神科共病率(特別

是憂鬱、焦慮症)非常高，適時的轉介疑似的患者給精神科醫師評估及治療是必

須的。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嚴重症狀到需內外科住院急性評估處置。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身體型疾患的治療方面以求醫行為校正及認知行為治療為主，藥物治療則使

用於患者同時出現有明顯共他精神共病或部份的身體型疾患。 

(一) 求醫行為校正及認知行為治療： 

        患者出現反覆的求醫行為，除了身體症狀無法完全得到控制外，另一部 

    份的原因來自於對身體症狀扭曲的認知以及缺乏對醫療評估處置的信心，患 

    者認為身體症狀並非看診醫師說的”沒有問題”，而是”醫師沒有找到他的問 

    題”或是”沒有找到對的醫師來解決其問題”，才因而反覆的轉換醫療院所、 

    尋求醫療協助；因此，病因的詳細評估及解釋，醫病關係的建立，儘可能讓 

    患者維持同一位醫師來診治，定期針對病人的問題來追蹤、評估及再保證， 

    而診視時: 除非病患出現明顯及加重的症狀，否則盡可能避免做實驗室或影 

    像學等進一步的檢查，以減少患者不必要的聯想。 

    再來則是建立正確的認知，大多數的患者總是擔心症狀的發作是因為患有重 

    大或致命的身體疾病，改變認知使患者採用正面的思考模式及客觀的角度來 

    看待其症狀。 

(二)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的使用則是當病人出現明顯其他精神共病(如憂鬱、焦慮…等 

    症狀時)來開立，藥物治療以抗憂鬱劑為主，如: 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 

    劑(SSRIs)或是血清素-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SNRIs)，有部份正向的證據指 

    出後者可能對疼痛的控制效果來得更佳，治療好轉至少需要持續藥物使用四 

    個星期以上，若是病人出現高焦慮度，初期常併用高效價 benzodiazepines 

    如 alprazolam (Xanax® ;贊安諾® )，clonazepam (Rivotril® ;利福全® )等可做為 

    短期輔助緩解症狀。身體型疾患的臨床表現、病程及診斷治療上有其複雜性 

    及困難度，內外科醫師臨床上遇到無法解釋的身體症狀或是高度懷疑其有精 

    神病、情緒疾患之可能時，最好能適時會診或轉介精神科醫師加以診治。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藥物治療： 

        Venlafaxine (Efexor® )，Duloxetine(Cymbalta®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等。 

(二) 心理治療：人際衝突、心理問題、長期社會適應障礙可合併心理治療。 

 十一、癒後 Outcome 

    除了轉化性疾患之病程傾向於急性發作之外，其他的身體型疾患常多傾向於

慢性化，醫師正確的處置能控制患者的症狀表現，同時增加患者的生活品質，且

回復患者的正常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無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維持同一位醫師的診治，定期及規則的加以診視，對於病人的症狀適時再保

證以減少病人對於疾病嚴重度的不安。轉介或會診精神科醫師加以診治。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規律、正常的生活作息及飲食，適時、適度且定期的健康檢查，信任的醫病

關係建立。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規則於門診複診，評估症狀變化、藥物劑量及可能之副作用。 

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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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lcoholo-related disorder  

ICD-10-CM：F10、F10.10、F10.12、F10.121、F10.14、F10.15、 

F10.150、F10.151、F10.180、F10.2、F10.20、F10.21、F10.22、

F10.221、F10.23、F10.231、F10.232、F10.24、 F10.25、

F10.250、F10.251、F10.26、F10.27、F10.280、F10.282、F10.92、 

F10.921、F10.94、F10.95、F10.950、F10.951、F10.96、F10.97、

F10.980、F10.982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本文所適用的標的族群，不限性別、年齡、種族，但酒精關聯疾患男性盛行

率高於女性，山地原住民高於平地漢人。 

 二、目的 Purpose 

酒類是古今中外很常見的一種飲品，雖然使用後未必造成不良問題，但確 

實有為數眾多的人因酒精使用造成嚴重障礙。酒精關聯疾患範圍廣，盛行率高，

除對個人身體心理有重大影響外，往往也造成家庭與社會的嚴重負擔，因此，不

僅在臨床醫療上相當重要，也需要更多關注去處理這個問題。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酒精相關疾患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毒物科醫師、 

腸胃科醫師和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輔以身體及實驗室檢查。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依據 DSM-5，酒精使用疾患、酒精中毒、酒精戒斷的診斷準則如下： 

(一) 酒精使用疾患 

一種有問題的物質使用模式，導致臨床上重大損害或痛苦，在同一年期

間內出現下列各項中二項（或二項以上）：  

1. 使用酒精，常超出原先所想的量或時間。 

2. 對戒除或控制酒精使用有持續意願，或多次不成功的努力。 

3. 花費了許多時間於取得酒精、使用酒精、或由酒精作用中恢復過來。 

4. 對使用酒精有強烈的癮頭或慾望。 

5. 一再地酒精使用，造成無法實踐其工作、學業、或家庭的主要角色

責任（如：與酒精使用關聯而一再曠工或工作表珼不良；與酒精使

用關聯而曠課、休學，或被退學；疏於照顧子女或荒廢家事） 

6. 縱然由於酒精使用的效應已持續或重復造成或加重此人的社會或

人際問題，仍繼續使用酒精（如：配偶爭執有關酒精中毒的影響、

與人鬥毆） 

7. 因酒精使用而放棄或減重要的社會、職業、或休閒活動。 

8. 在酒精使用對身體有害的狀況下（如因酒精使用而功能損害下仍開

車或操作機器），仍繼續使用此酒精。 

9. 縱然已知道自己已有持續或重復發生的身體或心理問題，極可能是

酒精使用所造成或加重，此人仍繼續使用酒精（如明知飲酒已使原

先胃潰瘍惡化仍繼續飲酒）。 

10. 耐受性，定義為下列兩項中任選一項：  

(1) 需顯著增加酒精使用量以達到中毒或所欲效果。 

(2) 繼續原有酒精使用量則效果大幅降低。 

11. 戒斷，表現出下列兩項中任選一項： 

(1) 有此酒精特徵的戒斷症候群。 

(2) 必須使用酒精（或作用密切相關物質）以緩和或避免戒斷症狀。  



(二) 酒精中毒 

1. 最近喝酒 

2. 臨床上明顯的問題行為或心理變化在飲酒當時或之後不久產生 

     例如：不適當的性或攻擊行為、心情易變、判斷力受損。 

3. 在飲酒當時或之後不久，產生下列病徵或症狀一項（或一項以上） 

(1) 言辭含糊 

(2) 運動協調障礙 

(3) 步態不穩 

(4) 眼球震顫 

(5) 注意力或記憶力損害 

(6) 木僵或昏迷 

4. 此症狀並非一般性醫學狀況所造成，也無法以另一種精神疾患作更

好說明，包括其他物質中毒。  

(三) 酒精戒斷 

1. 在大量且長期的酒精攝取之後，停止或減少喝酒 

2. 在上述準則之後數小時到幾天之內，發展出下列兩項（或兩項以上） 

(1) 自主神經系統過度活躍（如出汗或脈膊超過每分鐘 100 次） 

(2) 手部震顫增加          

(3) 失眠                  

(4) 噁心或嘔吐 

(5) 暫時性視覺、觸覺、或聽覺之幻覺或錯覺      

(6) 精神運動性激動 

(7) 焦慮 

(8) 大發作癲癇 

3. 準則 B 之症狀造成臨床重大痛苦或社會、職業、或其他作要領域

的功能損害 



4. 此症狀並非一般醫學狀況所造成，也無法以另一種精神疾患作更佳

解釋，包括其他物質的中毒或是戒斷。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酒精中毒時，出現的運動協調障礙及判斷力障礙，要與某些一般醫學狀

況鑑別診斷，如：糖尿病酸血症、小腦運動失調症、多發性硬化症等神

經學狀況、或鎮靜劑中毒。 

(二) 酒精戒斷時，出現的生理症狀，要與某些一般醫學狀況鑑別診斷，如：

低血糖症、糖尿病酸血症、原發性顫抖。 

(三) 酒精誘發之精神疾患，要與其他物質誘發之精神疾患、一般醫學狀況造

成之精神疾患、原發性精神疾患等作鑑別診斷。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酒精關聯疾患常見的身心症狀如前診斷依據所述；而長期飲酒可能造成之 

身體異常包括： 

(一) 消化系統：包括胃炎、消化道潰瘍、脂肪肝、肝硬化、或胰臟炎 

(二) 心臟血管系統：低血壓 

(三) 周邊神經系統：肌肉衰弱、感覺異常、及周邊神經感覺減弱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在美國，90％的人曾經喝酒，40％的人曾因喝酒過度發生問題；酒精依賴 

的比例，男性為 10％，女性為 3-5％；酒精濫用的比例，男性大於 10％，女性大

於 5％。 

在台灣，近數十年來，酒精依賴患者快速增加，1940 年代，山地原住民酒 

精依賴盛行率為 0.1％，平地漢人為 0.01％；1980 年代山地原住民已上升至 10

％，漢人為 1％；1980 年代末期的調查，山地原位民酒精依賴盛行率又提高至

15-25％，漢人同樣也增至 1.5-2.5％。50 年間，酒精依賴患者增加達 200 倍之多。 



另根據統計，台灣酒精依賴患者約 15~25 歲喝第一口酒，25~40 歲成為酒精 

依賴，平均 44 歲就因肝病或消化系潰瘍死亡，比起國外酒精依賴患者平均死亡

年齡 60 歲，少了 16 歲的壽命。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長期使用酒精可能發現的實驗室異常包括： 

(一)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GGT)升高 

(二) 平均血球體積異常（MCV）升高 

(三) Glutamic oxaloacetic transminase(GOT)升高 

(四) Alkaline phosphatase(ALP)升高 

(五) Triglycerides(TG)升高 

(六)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升高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症狀嚴重時，可能需要在急診處理，以避免緊急之危險；待症

狀緩解，可出院。 

(二) 酒精戒斷 

 酒精戒斷症狀嚴重時，需要住院處理，並防範進展為酒精戒斷瞻妄。由

於酒精戒斷瞻妄可能造成嚴重生命威脅，對於長期經常使用酒精的病人，

停用酒精一週內，臨床醫師都要特別注意其酒精戒斷之症狀。 

(三) 酒精依賴、酒精濫用 

 治療酒精依賴或濫用的關鍵步驟，在於幫助病人承認並面對酒精對自己

造成的問題，之後才有戒酒的可能性。若無嚴重之身體或精神症狀，一般

而言，不需要住院治療。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的症狀可能從輕微到相當嚴重，可能造成昏迷、中樞呼吸抑



制、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甚至因而致死。 

處理嚴重酒精中毒病患，需特別注意其呼吸、體液酸鹼平衡、電解質、

及體溫。 

酒精中毒相關的問題也需要注意，例如跌倒、打鬥所造成的外傷，或天

冷醉倒造成失溫等現象。 

(二) 酒精戒斷 

 酒精戒斷的症狀亦可能從輕微到相當嚴重，顫抖及坐立不安大約在停用

酒精後 6-8 小時出現，精神病症狀大約在 8-12 小時產生，癲癇多在 12-24

小時內發作，而酒精戒斷瞻妄則多在 72 小時內發生；但在一週內，臨床醫

師對於酒精戒斷症狀都不可掉以輕心。 

 治療酒精戒斷症狀的藥物以 benzodiazepine 為主，開始先給予一起始劑

量，之後視病人臨床反能再逐漸調整，原則是：給予病人適度鎮定，而又

可喚醒的程度，以便醫護人員可做必要的檢查(Keep patients calm and 

sedated but not so sedated that they cannot be aroused for clinicians to perform 

appropriate procedures)。除了 benzodiazepine，carbamazepine 亦可使用於酒

精戒斷，劑量為每天 800mg，其好處是較低的成癮性。抗精神病藥物應避

免使用，因為可能降低癲癇的閾值。 

酒精戒斷瞻妄為臨床急症，未治療的死亡率高達 20%，死因多為合併的

身體問題，如 pneumonia, renal disease, hepatic insufficiency, or heart failure。

治療上，除了給予 benzodiazepine 外，也要補充適當的水份和營養，並防範

各種可能的合併症，對於酒精戒斷瞻妄的最佳策略就是預防其發生。 

本院常用的 benzodiazepine 為 lo razepam，給藥途徑包括口服、肌肉或

靜脈注射。發生酒精戒斷症狀時，可用口服 lorazepam 2-10mg every 4-6hr；

發生酒精戒斷瞻妄時，可用靜脈注射 lorazepam 0.1mg/kg at 2mg/min，唯實

際使用劑量需視病人原先慣用酒精量及給藥後反應做調整。 

(三) 酒精誘發持續性失憶 



指長期、大量使用酒精之後，所出現短期記憶缺損的情況，以往稱之為

Wernicke’s encephalopathy (a set of acute syndromes) and Korsakoff’s 

syndrome (a chronic condition)，前者在治療後可完全恢復，後者則僅有 20%

的病人可復原。 

治療原則，要給予高劑量 thiamine，初期以注射方式，之後可改為口服，

劑量為每次 100mg，每天 2-3 次。對於 Wernicke’s encephalopathy，給藥期

間約 1-2 週，而 Korsakoff’s syndrome 則可能要給藥 3-12 月。 

(四) 酒精誘發精神病疾患 

精神病症狀可能出現在酒精中毒、酒精戒斷、或酒精戒斷瞻妄時，要下

酒精誘發精神病疾患，必須先排除瞻妄，而且僅於精神病症狀遠超過通常

伴隨中毒或戒斷症候群之所見，及這些症狀已相當嚴重而應得到獨立的臨

床注意之時，才作此診斷，而捨棄酒精中毒或戒斷之診斷。 

臨床上較常見者為酒精戒斷之幻覺，治療原則與治療酒精戒斷瞻妄相

似，除了給予 benzodiazepine 外，也要補充適當的水份和營養；對於反應不

佳的病人，可給予抗精神病藥物。 

(五) 酒精誘發情感疾患、焦慮疾患、性疾患、睡眠疾患 

 必須從病程中考量酒精與其症狀之關聯性，鑑別是否為原發性疾患。 

(六) 酒精依賴、酒精濫用 

 除了前述身體及精神問題之治療，對於酒精成癮患者，一般的治療步驟

為：評估介入(intervention) 、解毒(detoxification) 、及復健(rehabilitation)。

所謂評估介入是指幫助病人承認並面對酒精對自己造成的問題，強化其戒

酒或接受治療的動機，之後則需進一步解毒及復健。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藥物治療： 

戒酒的輔助藥物包括 disulfiram, naltrexone 

(二) 心理治療：個別諮商及團體心理治療對於戒酒都有輔助之效果 



 十一、預後 Outcome 

有一些預測因子代表較好的預後，例如：沒有合併反社會人格、沒有合併 

其他物質濫用或依賴、穩定的工作、家庭支持度佳、沒有涉入法律糾紛、能夠配

合醫療等等。符合以上各項良好預後因子者，有 60%以上的比例能夠戒酒達 1

年以上的時間。反之，若是遊民或合併其他嚴重之藥癮的患者，則只有 10-15%

能戒酒達 1 年以上。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酒精戒斷之住院期間，建議為 1 週以上。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依酒精成癮患者之一般的治療步驟，由 intervention、detoxification、到  

rehabilitation，針對個人情況擬訂具體計畫。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在社會上，酒類的使用相當普遍，取得容易，大眾對於使用酒類的觀感也 

未必趨於負面，由於這些特別之處，往往使戒酒更加困難。因此，必須使酒癮患

者產生或維持戒酒之動機，必要時輔以藥物治療，而且需要有家庭及相關的支

持，才能提高戒酒之可能性。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依治療計畫，返院於門診追蹤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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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Opioid-Related Disorders  

ICD-10-CM：F11.10、F11.20、F11.159、F11.121、F11.23、 

F11.14、F11.150、F11.151、F11.281、F11.182、F11.9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適用於具鴉片類藥物相關疾患之處置，包括使用型態的問題與因使用所造成

的問題(如中毒或戒斷等)。排除合併急性或重大內外科疾患者。 

 二、目的 Purpose 

處理各項因鴉片使用造成的急慢性精神科相關問題，減少併發症與降低再濫 

用率。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適用於各科臨床醫師與其他醫療團隊成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急性中毒之個案：確認生命徵象，尤其是呼吸道是否暢通；是否有呼吸

抑制。是否有瞳孔縮小。注意是否有因打針造成的皮膚變化(needle 

tracks)。 

(二) 一般藥物濫用或依賴之評估：使用數量、使用方式、使用頻率、使用原

因。是否有耐受性？是否有戒斷症狀？是否有無法控制使用之狀況？對

生活與各項功能之影響？ 

(三) 還需評估是否合併其他物質？是否合併其他精神疾病？ 

(四) 若是懷疑鴉片類藥物造成之精神症狀，要能澄清精神症狀與鴉片類藥物

使用之相互關係。 

(五) 對長期使用之個案，需注意是否有其他併發症；如：腎功能異常、肺功



能異常或鼻中隔穿孔(吸食者)。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依照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五版，簡述如下： 

(一) 反覆使用物質,致無法扮演好個人角色。 

(二) 從事危險活動時反覆使用物質。 

(三) 屢次觸犯與物質有關法律問題。 

(四) 使用到已影響人際或個人問題,但仍持續使用。 

鴉片使用障礙症診斷標準 

(一) 時間：鴉片使用問題型態導致臨床上顯著苦惱或減損，在 12 個月內出

現下列至少兩項症狀及行為表現。 

(二) 行為表現： 

1. 長期大量使用鴉片。 

2. 對鴉片出現持續渴望或難戒藥現象。 

3. 耗費許多時間在取得、使用鴉片，或從其效用恢復。 

4. 強烈的慾望要抽鴉片。 

5. 反覆使用鴉片，致無法完成工作或擔負之重大義務。 

6. 反覆使用鴉片，致引起人際問題。 

7. 因使用鴉片，致減少或放棄社交、職業或休閒活動。 

8. 在危險環境下，反覆使用鴉片。 

9. 知道反覆使用鴉片引起之生理及心理問題，仍持續使用。. 

10. 耐受性或。 

11. 戒斷症狀。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若出現三項核心症狀﹕瞳孔縮小，呼吸抑制，昏迷不醒高度懷疑是鴉 

  片類中毒，但不能排除其他共病之可能性(如：頭部外傷，其他物質或 



  藥物影響或其他任何會影響意識之情況)。 

(二) 原發性之精神疾病。 

(三) 若已滿足鴉片類使用之物質相關疾患，此時若使用其他物質亦達診斷標 

  準並不是下多重藥物/物質之使用疾患，而是每一項物質均要列出。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鴉片類中毒：包括瞳孔縮小(或因過量抑制呼吸造成缺氧而放大），或底

下其中之一：意識不清或昏迷，言語模糊不清，記憶力或注意力下降。 

(二) 鴉片類戒斷：打哈欠、流鼻水、起雞皮疙瘩、盜汗、流淚、虛弱無力、

顫抖、發冷發熱、激躁不安、嘔吐、肌肉酸痛、腹痛或腹瀉、焦慮、知

覺異常、思考障礙、憂鬱、意識障礙、記憶力障礙、定向感障礙、睡眠

障礙、胃口差等症狀，在停用後幾分鐘至幾天內均可能發生；最常在停

藥 4 至 6 小時後發作。殘餘症狀：如失眠、心跳緩慢、體溫調節失調

或是對鴉片類的渴求可能會持續幾個月。 

(三) 鴉片類造成的情緒問題，通常以混合型為主；如：煩躁、過於豪爽以及

憂鬱。 

(四) 鴉片類造成的睡眠問題，以嗜睡較多；性功能異常則多是陽萎。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2 年年度報告： 

(一) 台灣地區各機構通報各年齡層藥物濫用之用藥類型，海洛因濫用盛行

率：小於 19 歲(ˇ3.2%)﹔20-29 歲(12.5%)﹔30-39 歲(58.1%)﹔40-49 歲

(79.1%)﹔大於 50 歲(68.2%)。 

(二) 102年全國調查 29歲以下﹕海洛因為藥物濫用之第四名﹔ 30歲以上﹕

海洛因為藥物濫用之第一名。 



(三) 為民國 97-102 年，連續 6 年通報藥物種類之首。 

(四) 用藥方式以注射為主 

(五) 102 年台灣全國查獲之海洛因為 288.2公斤，佔該年度總緝獲量之 7.9%。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可藉由檢驗尿液或血液中之濃度來確定是否使用鴉片類藥物，尿液檢驗

目前已經相當標準化；在初篩檢驗以及確認檢驗均有法規陽性閥值(300 

ng/ml urine)。 

(二) 病患對解毒劑 Naloxone 之反應也可協助判斷。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住院： 

1. 一般急性中毒與內外科併發症會在急診或內外科病房處理。 

2. 若是單純戒癮，目前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3. 本部一般鴉片相關疾患之住院標準為：有因鴉片使用造成的急慢性

精神科相關問題，導致個案有自傷傷人危險或自我照顧有困難者。 

(二) 出院： 

當因鴉片使用造成的急慢性精神科相關問題減輕，無明顯自傷傷人危險 

    或自我照顧困難。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鴉片使用造成的急慢性精神科相關問題採症狀治療，依其主要症狀給

予：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物或情緒穩定劑。若具有原發之精神疾病，

則依該疾病一般之治療準則處理。 

(二) 有自傷傷人風險時，可視需要給予保護性約束或自殺防範措施。 

(三) 雖鴉片類之拮抗劑(如：naloxone)可藉由降低鴉片類效果之方式(特別是

愉悅)來減低對鴉片類藥物之渴求，但目前並非戒癮的標準治療。 

(四) 一些精神科藥物，如：Memantine 雖然也有研究指出可減少成癮；但目



前尚非標準療法。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本部目前未提供美沙冬之減害療法或丁基原啡因替代療法。 

 十一、癒後 Outcome 

 無明確實證資料，但在缺乏個案管理與其他社會支持系統下預後不佳。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14-42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尋求更多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系統之協助。 

(二) 維持精神科長期治療，減低精神科疾病共病之影響。 

(三) 視需要轉介至有減害療法之醫療院所。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說明精神症狀與鴉片類藥物使用之關係。 

(二) 說明長期精神科治療之重要性。 

(三) 說明目前減害療法之現況與可能之轉介單位。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應長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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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Insomnia  

ICD-10-CM：F51.01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幾乎所有人一生當中皆有過短暫失眠的經驗，但盛行率隨

著年齡有增加的趨勢。 

(二) 性別：不限，但女稍多於男。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主要症狀為難以入睡、半夜經常醒來或早上過早醒

來無法再睡，白天合併有容易疲倦、易怒、專注力及記憶力變差等合併

症。 

 二、目的 (Purpose) 

    失眠會增加罹患憂鬱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的風險。以公共衛生的角度

而言，失眠可導致工作效率減低或請假(僅次於慢性疼痛)、生產力下降、人際關

係惡化以及增加交通意外事故的風險。因此正確的臨床診斷及治療除了能改善睡

眠品質，也可相對減少因失眠所可能間接增加的社會成本。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失眠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所有臨床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病史: 包含失眠的症狀與期間，病人的睡眠習慣與時程，睡眠中斷的可

能原因，失眠發生的頻率及時間，評估其他可能造成失眠的身體或心理

因素及評估病人本身對於自身睡眠品質的主觀看法。 

(二) 問卷評估: 如睡眠日誌 (Sleep Diary)、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白天嗜睡程度量表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及

生活品質問卷 (因不同版本略有差異)。 

(三) 客觀之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polysomnography)。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主要臨床症狀為入睡困難、睡眠中斷、早上過早醒來無法再睡或非恢復

性睡眠 (non-restorative sleep，即睡醒後仍感覺不足或疲倦)，其症狀每

周至少三次，至少持續三個月以上。 

(二) 睡眠障礙 (或白天伴隨之疲倦) 造成臨床上顯著之不適，或造成社會、

工作及其他功能的減退。 

(三) 排除因猝睡症 (narcolepsy)、睡眠呼吸疾患 (Sleep 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日夜週期睡眠疾患 (circadian rhythm sleep disorder)、或睡眠

中行為異常 (parasomnia)所引起的睡眠障礙。 

(四) 排除因其他的精神疾患 (如憂鬱症、焦慮症或譫妄等)造成的睡眠障礙。 

(五) 排除因生理因素或藥物的影響 (如物質濫用或藥物副作用)，或是身體

疾病所引發的睡眠障礙。 

 三、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 

    失眠需與其他睡眠疾患、精神疾患或身體疾患所造成之睡眠障礙作鑑別，可

以如下流程圖來表示: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短暫性失眠 (transient insomnia): 持續數日，通常為遇到壓力 (如考試

等) 或環境因素造成之情緒波動(如期待某事件發生結果)造成短暫失

眠。 

(二) 短期性失眠 (short-term insomnia): 持續數週，通常為遭受較重大壓力 

(如結離婚、分手、喪偶或經濟壓力等)。 

(三) 長期性失眠 (long-term insomnia): 數月至數年，甚至更久。通常與持續

造成失眠之身體及心理因素相關。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為入睡困難、不易持續睡眠，早上過早醒來無法再睡或睡眠後無法

評估睡眠障礙是否為

身體因素所引起 

常見如手術、心血管疾病、中風、糖尿

病、甲狀腺機能異常或惡性腫瘤等。 

評估睡眠障礙是否為

精神疾患所引起 
常見如情緒疾患、焦慮症、失智或譫妄。 

評估睡眠障礙是否為

藥物或物質濫用所致 

常見一般物質如咖啡因。常見藥物如中

樞神經興奮劑、類固醇、乙型阻斷劑(beta 

blocker)等。常見物質濫用如酒癮。 

評估睡眠前後是否有

手臂或腿部異常動作 

如不寧腿症候群(restless leg syndromes)

或是夜間週期性肢體抽動疾患(periodic 

limb movement disorder)。 

評估睡眠是否有打鼾

或呼吸停止情形 

如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評估睡眠是否日夜週

期異常狀況 

如長途飛行跨時區造成之時差、夜班工

作，或年齡造成睡眠週期提前或延後等

睡眠障礙 



感到精神飽滿及恢復活力。同時，白天合併有容易疲倦、易怒、專注力及記憶力

變差等症狀。統計上，失眠患者最常抱怨的問題是起床後仍然感到沒睡飽與疲倦。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一般人口的盛行率約 13%~15%，但盛行率與發生率隨著年齡增加有上升的

趨勢。亞洲睡眠協會 (Asia Sleep Research Society) 曾調查指出台灣 45 歲以上工

作人口中有 80%曾抱怨睡眠問題。台灣睡眠醫學會於 2006 年亦指出台灣 18 歲以

上人口慢性失眠盛行率為 11.5%。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失眠的診斷主要以病史及診斷性會談為主，輔以問卷及睡眠日誌。實驗室檢

查是用來排除其他身體問題或睡眠疾患。常用之檢查包括: 

(一)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polysomnography) 以評估入睡時間，睡眠分期的分

佈，睡眠效率，睡眠中肌肉活動情形或是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二) 新陳代謝檢查: 如甲狀腺功能、腎皮質激素 (cortisol) 或儲鐵蛋白 

(ferritin)。 

(三) 老年失眠病患亦可考慮腦影像學檢查以評估器質性病變 (如中風)或是

失智症(如阿茲海默氏症)等。 

(四) 其他因排除身體因素所必要之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失眠狀況難以改善 (如藥物無法控制) 或是因失眠導致

憂鬱焦慮甚至自殺想法等症狀。 

 九、主要治療處置(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失眠的成因複雜，因此治療前必須詳細尋找可能的致病因素。治療主要分成

良好睡眠習慣的建立、藥物治療、光照治療及認知行為治療: 

(一) 良好睡眠習慣的建立：改善睡眠環境，避免傍晚至夜間作激烈運動，規

律飲食及避免宵夜，戒菸，減少茶或咖啡飲用量及保持規律上床起床之

時間作息。 



(二) 藥物治療：藥物治療以鎮靜安眠藥物(benzodiazepine)為主，按照臨床症

狀及 benzodiazepine 的藥理作用，可以如下表來說明: 

適應症 藥理作用 藥物學名 

入睡困難 速效型 Triazolam 

  Zaleplon 

  Zolpidem 

  Zopiclone 

不易持續睡眠 中效型 Temazepam 

  Lorazepam 

  Estazolam 

  Zolpidem 

  Zopiclone 

早醒 中長效型 Temazepam 

  Lorazepam 

  Flurazepam 

Flunitrazepam 

  Estazolam 

早醒併焦慮症狀 長效型 Flurazepam 

  Diazepam 

  Clonazepam 

  Flunitrazepam 

(三) 光照治療： 

        光照治療主要用於調整睡眠週期的異常所引起的睡眠障礙。光照治療的  

    治療因子包括光照的時機，光照的強度，光照的波長等，分述如下: 

1. 光照治療的時機為早上的 6:00 至 10:00 (起床後兩小時內最佳)，可



有效使睡眠週期提前(即晚上產生睡意時間提早)。 

2. 光照治療效果與照光強度呈正相關，約 1000 流明 (lux) 以上即可

產生治療效果。通常的治療劑量為 2500 流明照射 2 小時，5000 流

明照射 1 小時或是 10000 流明照射 30 分鐘。 

3. 光照波長以 445-475nm 之藍光最有效(因視神經元結節細胞

ganglion cell 對此範圍之波長最敏感)，但紫外光宜濾除避免傷害。

實用上，強日光燈(符合項目 2 所指的強度)即可產生效果。 

(四) 認知行為治療： 

        主要原則包括: 

1. 刺激控制: 尋找並強化有關助眠的行為，避免與睡眠無關的活動，

嚴格限制在床上的活動，訓練加強大腦與床鋪之間關於睡眠的制約

反應。 

2. 睡眠限制：限制病患在床上的躺床時間，以增進睡眠效率。 

3. 放鬆訓練: 利用控制呼吸、肌肉放鬆來降低壓力反應，包括腹式呼

吸法、肌肉放鬆法、漸進式放鬆訓練、催眠及想像法等方法。 

4. 改變不良的睡眠信念: 減少對於擔心煩惱睡眠的認知強度，即改變

因失眠所帶來的自發性想法 (automatic thoughts)。。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其他藥物治療：如 sedating antidepressants, anticonvulsants,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二) 時相治療 (chronotherapy)：固定上床起床時間來調整睡眠週期。 

(三) 認知治療：著重於睡眠認知及對於失眠之預期性焦慮之治療。 

 十一、癒後 (Outcome) 

    失眠症預後大致良好，即使有殘存症狀，仍可維持正常生活及工作，僅有

5~10%的慢性失眠患者病情沒有改變，而其社會生活功能亦受到影響。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7-14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患者失眠症狀有如下改善，(1)主觀睡眠品質改善及(2)每週失眠次數小於三

次(晚)，即可出院。門診複診並安排相關非藥物治療(如認知行為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雖然失眠症可能持續一段時間，或可能成為慢性而起伏不定，應鼓勵病人改

善睡眠習慣，按醫師指示服用助眠藥物避免藥物濫用，並配合認知行為治療，則

預期失眠會有良好的治療效果及預後。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治療效果，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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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 opportunity for prevention? JAMA 

262:1479-1484. 

2. Buysse DJ, ncoli-Israel S, Edinger JD, Lichstein KL, Morin 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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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CD-10-CM：F60.3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Among the 11 personality disorders listed in the newly published DSM-5,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 is the most researched one, as well a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in clinical practice, whether in the outpatient or inpatient settings. 

Patients with BPD constitute approximately 23% of inpatient admissions (Widiger 

and Frances 1989). Their use of hospitals and partial hospitals greatly exceeds that of 

patients with other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Bender et al. 

2001; Zanarini et al. 2004b). BPD is easily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found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 (Widiger and Frances 1989).This guideline 

will focus on clinical symptomatology and treatments of BPD.   

 二、目的 (Purpose) 

    To familiarize the clinicians about the phenomena and treatments of BPD 

patients.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The psychiatrists, and the other clinicians who ma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are 

for BPD patient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Clinical interview,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as well as assessment of suicidal 

and violent risks are essential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PD patients.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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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301.83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 pervasive pattern of instabi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lf-image, and 

affects, and marked impulsivity beginning by early adulthood and present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as indicated by fiv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一) frantic efforts to avoid real or imagined abandonment. Note: Do not include  

        suicidal 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 covered in Criterion 5.  

(二) a pattern of unstable and inten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haracterized by  

 alternating between extremes of idealization and devaluation  

(三) identity disturbance: markedly and persistently unstable self-image or sense  

 of self  

(四) impulsivity in at least two areas that are potentially self-damaging (e.g.,  

 spending, sex, substance abuse, reckless driving, binge eating). Note: Do  

 not include suicidal 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 covered in Criterion 5.  

(五) recurrent suicidal behavior, gestures, or threats, 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  

(六) affective instability due to a marked reactivity of mood (e.g., intense   

 episodic dysphoria, irritability, or anxiety usually lasting a few hours and  

 only rarely more than a few days)  

(七) chronic feelings of emptiness  

(八) inappropriate, intense anger or difficulty controlling anger (e.g., frequent  

 displays of temper, constant anger, recurrent physical fights)  

(九) transient, stress-related paranoid ideation or severe dissociative symptoms 

 三、鑑別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often co-occurs with Mood Disorders, and 

when criteria for both are met, both may be diagnosed. Because the cross-sectional 

presentation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can be mimicked by an episode of 

Mood Disorder, the clinician should avoid giving an additional diagno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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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ased only on cross-sectional presentation without 

having documented that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has an early onset and a long-standing 

course. 

    Other Personality Disorders may be confused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ecause they have certain features in common.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among these disorder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However, if an individual has personality features that meet criteria for one or more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addition to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ll can be 

diagnosed. Although 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can also be characterized by 

attention seeking, manipulative behavior, and rapidly shifting emotion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s distinguished by self-destructiveness, angry disrup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chronic feelings of deep emptiness and loneliness. Paranoid 

ideas or illusions may be present in bo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but these symptoms are more transient, 

interpersonally reactive, and responsive to external structuring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lthough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may also be characterized by an angry reaction to minor stimuli,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self-image as well as the relative lack of self-destructiveness, 

impulsivity, and abandonment concerns distinguishes these disorders from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lthoug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re both characterized by manipulative behavior, individuals 

wi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re manipulative to gain profit, power, or some  

other material gratification, whereas the goal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s 

directed more toward gaining the concern of caretakers. Both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re characterized by fear 

of abandonment; however, the individual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re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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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bandonment with feelings of emotional emptiness, rage, and demands, whereas 

the individual with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reacts with increasing 

appeasement and submissiveness and urgently seeks a replacement relationship to 

provide caregiving and support.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can further be 

distinguished from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by the typical pattern of unstable 

and intense relationship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Personality Change Due to a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 in which the traits 

emerge due to the direct effects of a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t must also be distinguished from symptoms that may develop in 

association with chronic substance use (e.g., Cocaine-Related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Identity Problem (see 313.82 Identity Problem), which is reserved for identity  

concerns related to a developmental phase (e.g., adolescence) and does not qualify as 

a mental disorder.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No pathology stage.  

    There is considerable vari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The most common pattern is one of chronic instability in early adulthood, with 

episodes of serious affective and impulsive dyscontrol and high levels of use of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The impairment from the disorder and the risk of suicide 

are greatest in the young-adult years and gradually wane with advancing age. 

Although the tendency toward intense emotions, impulsivity, and intensity in 

relationships is often lifelong, individuals who engage in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often show improvement beginning sometime during the first year. During their 30s 

and 40s, the majority of individuals with this disorder attain greater stability in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vocational functioning. Follow-up studies of individuals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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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outpatient mental health clinics indicate that after about 10 years, as many as 

half of the individuals no longer have a pattern of behavior that meets full criteria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BPD is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 and dysfunction in affective, behavioral, and 

interpersonal domains. Central to the psychopathology of this disorder are a severely 

impaired capacity for attachment (Levy et al. 2005) and predictably maladaptive 

behavior patterns related to separation (Gunderson 1996). When borderline patients 

feel cared for, held on to, and supported, depressive features (notably loneliness and 

emptiness) are most evident. When the threat of losing such a sustaining relationship 

arises, the idealized image of a beneficent caregiver is replaced by a devalued image 

of a cruel persecutor. This shift between idealization and devaluation is called 

splitting. An impending separation also evokes intense abandonment fears. To 

minimize these fears and to prevent the separation, rageful accusations of 

mistreatment and cruelty and angry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 may occur. These 

behaviors often elicit a guilty or fearful protective response from others.Another 

central feature of this disorder is extreme affective instability that often leads to 

impulsive and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 These episodes are usually brief and 

reactive and involve extreme alternations between angry and depressed states. Th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anger can be particularly difficult for the borderline 

patient. During periods of unusual stress, dissociative experiences, ideas of reference, 

or desperate impulsive acts (including substance abuse and promiscuity) commonly 

occur.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The prevalence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2%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bout 10% among individuals seen in out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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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clinics, and about 20% among psychiatric inpatients. It ranges from 

30% to 60% among clinical populations with Personality Disorders.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No specific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for BPD.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The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care is primarily a consideration of what 

level of support and structure the patient needs. The general principle is that it is never 

good to have a patient in a level of care higher than is needed. It is essential that 

administrators hold steady with expectations of patients and the key treaters remain 

constant, moving with the patient across levels of care.  

    Most borderline patients use brief hospitalizations (level IV) for crises but 

otherwise remain in outpatient (level I) care. The absence of either of these 

intermediary levels of care (level III & II) extends the amount of time needed at  

the hospital level. 



 九、主要治療處置(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Borderline patients are high utilizers of psychiatric outpatient, inpatient, and  

psycho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treatment of BPD 

universally notes the extreme difficulties that clinicians encounter with these patients. 

These problems derive from the patients' appeal to their treaters' nurturing qualities 

and their rageful accus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ir treaters' perceived failures. Often 

therapists develop intense countertransference reactions that lead them to attempt to 

re-parent or, conversely, to reject borderline patients. As a consequence, regardless of 

the treatment approach used, personal maturity and considerable clinical experience 

are important assets. 

    Much of the early treatment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value of intensive 

exploratory psychotherapies directed at modifying borderline patients' basic character 

structure. However, this literature has increasingly suggested that improvement may 

be related not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sight but to the corrective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a stable, trusting relationship with a therapist who fails to retaliate in 

response to these patients' angry and disruptive behaviors. Paralleling this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suggestion that supportive psychotherapies or group 

therapies may bring about similar changes (Appelbaum 2005; Piper and Ogrodniczuk 

2005). Evidence has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18-month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called "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 that took place in a 

partial hospital setting (Bateman and Fonagy 1999). In addition, a long-term phased 

model of psychodynamic therapy that combined hospital-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strategies was reported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hospital-based treatment alone  

(Chiesa and Fonagy 2000).At present, treatment of borderline patients typically 

includes cognitive-behavioral and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1). Linehan et al. (2006) have shown that 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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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consisting of a once-weekly individual and twice-weekly group regimen can 

effectively diminish the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 and hospitalizations of borderline 

patients. The success and cost benefits of this treatment, called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have led to its widespread adoption and to modifications that can be used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Schema-focused therapy is a newer cognitive therapy that has also 

been shown to be efficacious (Giesen-Bloo et al. 2006). 

    Although no one medication has been found to have dramatic or predictable 

effects, studies indicate that many medications may diminish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impulsivity, affective lability, or intermittent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sturbances, 

as well as irritabili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Soloff 2005). Most recently, studies 

have shown efficacy for atypical antipsychotics for dysphoria and aggression (Soler et 

al. 2005) and anticonvulsants for anger and aggression (Hollander et al. 2005). In 

general, the profusion of treatment modalit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mpiricism 

point toward the increasing use of more focused treat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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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Substitute treatment) 

    Family therapy and group therapy.  

 十一、癒後 (Outcome) 

    Roughly half of borderline patients have significant remissions of their overt 

psychopathology within 2 years. Levels of social dysfunction, severity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persistence of substance abuse are predictive of a worse prognosis 

(Gunderson et al. 2006). Overall, the longer-term course of BPD may be more benign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nd may be predicted from historical, clinical, functional, and 

personality features (Zanarini et al. 2006). About 10% of patients with the disorder 

commit suicide, however (Oldham 2006). 

 十二、Length of stay:  

    See the above Tab 5-1.  

 十三、Discharge Plan:  

    Closely monitor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fter discharge, and despite the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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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fully the Level III & II care can be implemented.  

 十四、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To inform the family about the BPD clinical symptomatology and treatment plan.  

 十五、Discharge Follow up:  

    The primary therapist and his/her team should cooperate in taking care of the 

BPD patient cl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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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CD-10-CM：F84.0-F84.5、F84.8、F84.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自閉症通常在三歲前就發生，然而並非所有孩子都能在三

歲前就被診斷，尤其是一些嚴重度較輕微，功能影響較少的孩子，常常

在年紀較大以後才被發現。 

(二) 性別：男女皆會發生，但男性為多，男性為女性的四至五倍之多。  

        臨床症狀、合併症： ICD-9適用於自閉症目前或活性期(autistic disorder  

current or active state, 299.00)及自閉症殘餘期(autistic disorder residual 

state, 299.01)的病人。ICD-10中將其分類於廣泛性發展疾患(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中，包括F84.0自閉症、F84.5亞斯伯格症、F84.8  

 及F84.9其他與未明示之廣泛性發展疾患。 

 二、目的 Purpose 

    自閉症主要症狀為社交溝通、人際互動障礙及重複固著的行為模式等，若醫

療人員不瞭解其特質，未有適當的準備與解釋，使得患者在因身體疾病就醫時，

沒有適當的溝通，可能造成患者無法配合，許多醫療處置因此無法施行，影響患

者治療時機，延誤了治療時效。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自閉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家庭醫師、急診醫師、內外科醫師、牙科醫

師和精神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會談、行為觀察及功能評估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患者通常在三歲以前，於人際互動、語言溝通及象徵性或想像式遊戲三者中 

至少一種出現有遲緩或不正常功能表現。另外，自閉症的症狀主要表現在兩個層

面，其中第一層面(社會互動、溝通層面)三項皆須符合，第二層面(重複侷限、固

著性的行為模式)至少要符合兩項以上。 

(一) 社會互動、溝通的品質障礙，下列三項皆須符合 

1. 社交-情緒相互性缺損：無法進行有來有往的對話；較少分享情緒

或表情。 

2. 社交用的非口語溝通行為缺損：口語及非口語溝通(眼神接觸及肢

體語言)的協調困難。 

3. 發展與維繫關係的能力缺損：有困難交朋友；對同儕缺乏興趣。 

(二) 重複的、侷限性的及固著的行為、興趣和活動，至少出現下列兩項以上

行為 

1. 以刻板化的或重複的動作，來使用物品或語言：刻板動作，排列或

輕彈物品，仿說等。 

2. 堅持慣例，儀式化的口語或非口語行為：困難接受改變，僵化思考

模式，儀式性行為，固定路線或食物。 

3. 高度侷限、固定的興趣，且強度或焦點異於常態：強烈依戀不尋常

的物品，侷限或持續重複的興趣。 

4. 對感覺刺激過高/低的反應，有著不尋常的興趣：包括疼痛/溫度、

聲音或材質、嗅/觸覺、光線或視覺等。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兒童期精神分裂症. 

(二) 智能不足合併行為問題 

(三) 混合型語言接收與表達障礙 



(四) 嚴重聽力障礙 

(五) 環境刺激不足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大部分自閉症的孩子在外觀上是不容易被看出來的，它是一種終生持續的疾

病。在人際互動方面，嬰兒時期可能比較不容意被逗笑，少主動性伸手要人抱，

較少眼神的接觸。在依附關係上，通常並不會完全沒有，隨著年紀增長，雖然退

縮行為會逐漸減少，但與同儕發展朋友關係的能力不足，通常會有不恰當或怪異

的互動行為。在語言方面，自閉症孩子通常會有語言發展障礙，不只是抗拒或缺

乏說話動機而已，有時會先學會說話但卻不瞭解語言的意義。他們常有語用的問

題，即使他們有一定的詞彙能力，也常不瞭解對方的意思而有不恰當的表達。在

固著行為方面，他們常執著於一些活動或遊戲方式，如旋轉車輪、排列等，抗拒

生活作息或規律的改變，對新環境適應困難。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自閉症終生盛行率約 1~3%。男生比女生多四至五倍，隨著診斷系統改變逐 

漸增加中。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自閉症的確認是以病史、會談及行為觀察為主。實驗室檢查是用來排除其它

身體問題，如聽力檢查、視力檢查等。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安排完整的發展評

估是需要的，以瞭解其各方面的發展狀況，並有利於之後早期療育內容的安排與

進行。一些標準化工具如 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Generic 

(ADOS-G) 、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 (ADI-R)能完整的評估病人各方

面的症狀表現，有助於診斷的建立。另外一些標準化的智力測驗或人際功能的評

估，則視患者治療的需求作彈性安排。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自閉症本身一般不需急性病房住院，通常因自閉症合併的情緒行為問題，如

情緒激躁、自傷行為或合併的精神疾病如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焦慮症、強迫症

等住院接受治療。出院的標準需待情緒行為問題及精神疾病症狀穩定後才能出

院。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自閉症的治療主要以增進其適當的社交行為、減少怪異的行為表現、改善其

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為主。以特殊教育介入及行為治療為主，藥物治療為輔。 

(一) 行為治療：  

        藉著持續的行為治療課程，促進其認知與語言能力，減少其不恰當行 

    為。父母的效能訓練，以增強父母對疾病正確的認知，協助其語言、認知及 

    社交能力的發展，增進其處理孩子情緒行為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二)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主要目的在治療自閉症合併的情緒行為問題，如攻擊行為、情 

    緒激躁、自傷行為、過動、強迫行為等。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對於自閉症患者接受各種不熟悉的治療處置時，事前的準備與良好的溝通是

很重要的。建議治療處置進行前，事先與家屬充分溝通，瞭解其特殊習性，以照

片、影片或實地參觀等方式，與患者充分溝通，循序漸進，幫助患者瞭解所有程

序，減低其焦慮與害怕，應有助於其對於治療處置的配合度及過程的順利進行。  

 十一、癒後 Outcome 

    自閉症是一個終生的疾病，長期預後因個人功能差異而有不同。一般來說智

商大於 70，5 至 7 歲間就有語言溝通能力者預後較佳。長期的研究發現，三分之

二的患者至成年以後仍有嚴重的障礙，通常需完全或部分依賴家人或機構生活，

三分之一患者能維持部份生活及職業功能，其中只有極少部份能正常獨立地生

活。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30-40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改善情緒行為控制力，增加患者對自己疾病的認知，協助父母處理孩子情緒

行為問題能力，訂立長期復健計畫。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增強藥物的順從性，學習人際互動的技巧，適當的情緒發洩管道。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副作用。 

參、 文獻 

1. Sadock BJ, Sadock VA, Eds. Kaplan & Sadock's Synopsis of Psychiatry: 

Behavioral Sciences/clinical Psychiatry, 11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2. Williams White S, Keoning K, Scahill L, Social skil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review of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J Autism Dev Disord  2007; 27: 1858-68. 

3. Volkmar FR. Lewis’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8 

肆、 編審人員 

編審 姓名 職稱 簡歷 

撰寫者 徐如維 主治醫師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經歷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公衛學院 流行

病學系博士後研究 

專長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審核者 蔡世仁 主任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精神學科部定教授 

經歷 臺北榮總精神部部主任 



專長 精神藥物學 

 

 

 

 

 

 

 

 

 

 

 

 

 

 

 

 

 

 

 

 

 

 

 

 



疾病名稱：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CD-10-CM：F9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 不限。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是最常見的兒童精神科疾患，臨床症狀在十二

歲以前即出現，伴隨年齡的增長，症狀的嚴重程度也會跟著改變。 

(二) 性別：男童罹患比率為女童的 3~4 倍。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常合併對立違抗(oppositional-defiant 

disorder)、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以及

情緒性疾患(mood disorder)。 

 二、目的 Purpose 

    專注力不足過動症的主要症狀為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活動量高、無法

靜坐、衝動控制困難及其他認知執行功能的缺損，且上述症狀顯著干擾個案，造

成人際互動、學業成就，社會功能以及家庭生活的困擾。雖然目前研究發現神經

生理因素為主要致病原因，但個案常被父母及老師視為困難管教或故意不合作的

孩子，而延誤接受評估與治療的時間。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精神科醫師、小兒科醫師、復健

科醫師、神經內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精神會談及精神狀態評估為主要的診斷方式，需由主要照顧者及校方提供完



整的生長發展史、疾病史及學校史；以進行診斷。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依照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診斷，ADHD 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為慢性疾患，主要臨床症狀在十二歲以前即出現，且持續影響個案的生

活，可分為三個註明(specify): 注意力不足顯著(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 

presenation)、過動衝動顯著(predominantly hyperactive-impulsive presentation)，以

及共同存在(combined presentation)。此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狀的表現會因外在

環境不同而有短暫改變;因此，同樣診斷的不同病人可能因為不同次分類，或因

為所處環境不同而造成症狀表現與嚴重程度不一樣，若再合併其他兒童青少年疾

患，會讓疾病的症狀表現變的更複雜。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精神問題鑑別診斷： 

        憂鬱症、焦慮症（包括創傷後症候群）、情感型疾病、自閉症及精神病 

    症狀（如妄想、幻覺）以及抽動症(Tic disorder)或妥瑞氏症(Tourette’s Disorder) 

    等。 

(二) 身體問題鑑別診斷： 

        包括聽障、視障、或睡眠障礙等。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依照 DSM-5 診斷判准整理如下： 

(一) 注意力不足的症狀:符合下列六項(或以上)的症狀、症狀持續超過六個月

以上且不符合其發展年齡的表現： 

1. 常無法注意細節或粗心大意造成錯誤 

2. 無法持續注意力專注做事或遊戲。 

3. 即使面對面也常常無法專心聽別人把話說完。 

4. 無法遵照指示，按時完成工作（需排除因為合併對立違抗行為，或



因為聽不懂指示而無法完成工作的情形）。 

5. 缺乏組織能力，常常無法有效安排工作或活動。 

6. 常常逃避、或排斥須專心才能完成的工作，譬如寫功課。 

7. 常弄丟物品。例如玩具、水壺、外套、學校作業簿、鉛筆等。 

8. 易被環境干擾而分心。 

9. 常忘記每天該做的事。 

(二) 過動 (包括肢體活動與口語活動 )/衝動控制困難的症狀 :符合

下列六項 (或以上 )的症狀、症狀持續超過六個月以上且不符

合其發展年齡的表現：  

1. 過動之症狀： 

(1) 常扭動或無法靜坐 

(2) 在教室或其場合，即使被要求靜坐仍常常離席 

(3) 會不適切地爬上爬下或跑來跑去。(若是青少年或是成人個案， 

可能僅出現坐立不安的主觀感覺) 

(4) 無法從事較靜態的活動。 

(5) 常處於動態或像被運轉中的馬達驅使般動個不停。 

(6) 愛說話、話太多。 

2. 衝動控制困難的症狀 

(1) 常常在還沒聽完問題前即搶答。 

(2) 常常沒有耐心等待(如無法依序排隊等待)。 

(3) 常常插嘴或打斷他人(如突然打斷他人的交談，或忽然介入正在 

進行的遊戲) 。 

(三) 上述主要臨床症狀必須在十二歲以前就出現且造成困擾、必須在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場所出現、必須有明確地證據顯示，個案因症狀干擾造成其

人際互動、社會功能、或學業表現等功能的缺損。 

(四) 需排除上述主要臨床症狀的出現是肇因於如廣泛性發展障礙、精神分裂

症等其他精神科疾患。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最常見的兒童期精神科疾患，影響約 5-12%的兒童。

男童罹患比率為女童的 3~4 倍。約 50%的臨床個案合併對立違抗症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或行為障礙症 (conduct disorder)  ，

25-30%的臨床個案合併焦慮症，20-25%的臨床個案合併學習障礙。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主要是以精神會談為主，詳盡地收集來自於個案主

要照顧者如父母、學校老師以及其他照顧者的病史資料，並仔細與其他精神科疾

患作鑑別診斷是最重要的診斷工具。評估個案是否持續且長期地受注意力短暫、

過動及/或衝動控制困難干擾，導致生活功能、人際互動及學業成就的缺損，或

造成家人及他人的困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無法僅依心理測驗、理學、神經學檢

查或其他實驗室試驗作診斷，但是理學檢查可排除其他身體問題造成注意力不足

的情況(如聽障或視障)。心理測驗可以協助對患者的智能及在少外力刺激下的注

意力與衝動情況之了解；並非必要的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藥物無法控制或因合併其他精神科疾患造成個案本身或

家人的嚴重困擾。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以擬交感神經藥物(sympathomimetic agents)為主，包括中樞神 

    經興奮劑 ( CNS stimulants)以及非中樞神經興奮劑。 

1. 中樞神經興奮劑:最常使用的中樞神經興奮劑為 methylphenidate，

目前有短效型的利他能®  (Ritalin® )以及長效型的專斯達®  

(Concerta® )可供使用，主要的藥理作用是藉由減少多巴胺

(dopamine)的再吸收，延長 dopamine 在神經細胞突觸的作用時間，

可直接提升專注力維持，以及改善個案活動量、衝動控制的調控能

力。劑量與個案的體重顯著相關，但仍須配合臨床的觀察調整劑



量。此類藥品為管制藥品，需簽署管制藥品同意書。 

2. 非中樞神經興奮劑:目前可用於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非中樞神

經興奮劑為 atomoxetine (思銳® ; Straterra® )，藉由抑制正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再吸收，專一性增加正腎上腺在神經細胞突觸間

隙的濃度，增加注意力的維持以及衝動控制的能力，藥效可達二十

四小時，使用時不必簽署管制藥品同意書。目前健保所訂的給付條 

件已放寬，皆可做為一線藥物使用。 

(二) 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主要是以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為基礎，也就是 

    以清楚的賞罰原則增加好的行為，並減低不好的行為 (例如老師常使用的代 

    幣制度)。臨床上亦視需要替個案家長安排管理訓練(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PMT)，協助家長訂定有效的行為規範計畫。一般來說，行為治療對 

    於部分學齡前個案的效果較顯著。隨著年齡增長，個案需面對的學業負擔增 

    加，同儕間人際互動也漸復雜，若未配合有效的藥物治療，行為治療較無法 

    有效改善個案的臨床症狀。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SSRIs) ， bupropion，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modafinil，及 alpha-2 agonists。抗精神病藥物：對過動、

衝動，當 methylphenidate 效果不足時，或併有抽動症或 ODD 之個案，可以併

用 antipsychotics。 

 十一、癒後 Outcome 

    以發展的觀點來看，幼兒注意力的維持、活動量以及衝動控制的調節等能力

本來就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有所改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個案也一樣，其臨床

症狀在不同年齡層也會有所不同。目前的研究發現，兒童時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症狀嚴重程度及是否接受適當治療，與個案成人時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症狀的嚴

重程度顯著相關。雖然約 60%專注力不足過動症的兒童成年之後仍有受有一些症



狀的存在，但症狀的表現以及嚴重程度，會因為個別發展過程，以及社會環境的

經歷，表現出更多的變異性。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藥物無法控制，或因合併其他精神科疾患造成個案本身

或家人的嚴重困擾而必須住院，則住院天數以其共病的精神科疾患而定。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般患者接受規則門診複診治療即可。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般不需住院，除非藥物無法控制，或因合併其他精神科疾患造成個案本身

或家人的嚴重困擾而必須住院，出院後必須規則門診追蹤，同時治療注意力不足

過動證及共病之精神疾患。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般患者接受規則門診複診治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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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Social Anxiety Disorder 

ICD-10-CM：F40.1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社交畏懼症又稱社交焦慮症，患者暴露於可能會被他人注視或評價的情境

時，出現明顯的焦慮恐懼或要逃避的反應。這種焦慮與逃避會長期及反覆發生，

患者的學習、職業生活、人際互動及社會功能因而發生嚴重的障礙。所適用的標

的族群： 

(一) 年齡： 不限。社交畏懼症主要在兒童青少年發病，青少年時發病者大

幅提高。社區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平均發病年齡為 10-16 歲，臨床研究個

案平均發病年齡為 13 至 24 歲，21 歲以後的發生率即逐漸趨緩，25 歲

以後才發病的個案非常少見。但發病後大多持續到成人。 

(二) 性別： 女多於男，近年來國內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於青少年中有男女相

當的趨勢。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 適用於社交畏懼症 (300.23)、輕鬱症(300.4)、重

鬱症(296) 

 二、目的 Purpose 

    社交畏懼症患者盛行率很高，但症狀對外界干擾少，常被忽視，患者就醫率

低。初期可會因各種焦慮、恐慌及身心症狀就醫，日後受長期症狀影響，常導致

極度的社會疏離與就學就業障礙、憂鬱症及藥物成癮等合併症。在診斷時需提高

警覺，提供適度的治療。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社交畏懼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精神科醫師、小兒科醫師、和家庭醫學

科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面談與精神狀況檢查為主： 

  包括病史、發展史、學校/職業等社會史、人格特質、菸酒與物質使用 

    狀況、及精神狀況。 

(二) 問卷、心理人格衡鑑、及人際互動觀察為輔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社交畏懼症根據 DSM-5 診斷標準 (APA 2014)，下列條件皆需符合，方可診

斷。 

    個案對於暴露在一種或多種可能被別人檢視的社交情境，會感到顯著的恐懼

或焦慮，例如社交互動(如：交談、跟不熟悉的人會面)、被觀察(如：吃東西或喝

飲料)、及在別人面前表現(如：演講)。註：在兒童，此焦慮必須發生在同儕環境

中，而不僅是在與成人互動的時候。 

(一) 個案害怕他(或她)將要表現的行為或顯示出的焦慮症狀會受到負面評

價(如：將會感到羞愧或尷尬；將會導致被拒絕或冒犯他人)。 

(二) 這些社交情境幾乎總是引發恐懼或焦慮。 

        註：兒童的恐懼或焦慮可能是在社交情境下以哭鬧、發脾氣、靜止不動、 

        依偎、退縮、或無法講話等方式來表現。 

(三) 會逃避或帶著強烈的恐懼或焦慮，忍受著社交情境。 

(四) 此恐懼或焦慮與社交情境所造成的實際威脅及由社會文化背景來看，是

不成比例的。 

(五) 此恐懼、焦慮、或逃避是持續的，通常持續 6 個月或更久。 

(六) 此恐懼、焦慮、或逃避引起臨床上顯著苦惱或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領

域功能減損。 

(七) 此恐懼、焦慮、或逃避不是因為某物質(例如：濫用的藥物、醫藥)或另



一身體病況所產生的生理效應。 

(八) 此恐懼、焦慮、或逃避無法以另一精神疾病的症狀做更好的解釋，像是

恐慌症、身體臆形症或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九) 假如存在另一身體病況(如：巴金森氏症、肥胖症、因燒傷或受傷毀容)，

此恐懼、焦慮、或逃避明顯地與之無關或是過度的。 

        特別註明：限於表現時(performance only)：如果此恐懼只限於在大眾面 

        前講話或表現。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需與羞赧、選擇性緘默症、迴避性障礙症、分離焦慮症、高功能自閉症、精

神分裂型人格違常、強迫症、恐慌症合併懼曠症、泛焦慮症、憂鬱症、藥物成癮

症等進行鑑別診斷或共病診斷。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患者暴露於可能會被他人注視或評價的情境時，出現明顯過度的且持續性的

焦慮、緊張或恐懼的反應。例如在社交互動的情境或是需要在他人面前有所表現

與操作時，就會擔心會有負面的評價、或會遭受到困窘與羞辱。患者不僅於事發

前會出現預期性的焦慮，且會因過度恐懼而想要逃離，或刻意避開。患者本身或

多或少會意識到這種焦慮是過度且不必要的，但卻無法控制焦慮的發生。這種焦

慮與逃避的心態是長期、慢性及反覆發生的，患者的學習、生活、人際互動及社

會功能出現嚴重的障礙。不少兒青患者嚴重地社會性畏縮，耽心考試、害怕上學、

無法與人發展親近關係。 

    社交畏懼症依據 DSM-5，僅多了一項特別附註，表示焦慮的狀況僅發生於

表現時（performance only），即此焦慮畏懼僅發生於大眾面前表現或談話時表現。

依舊有的診斷標準 DSM-IV-TR 卻可細分為兩亞型，若僅發生需在一兩種公開性

社交場合的恐懼，是為侷限型(nongeneralized)或表現型社交畏懼症(performance 



type)；此項診斷標準的改變，暗示著大部分的患者若有著社交畏懼症，大多是廣

泛性的社交焦慮，較少單純侷限於表現時（performance only），希望此項診斷標

準的改變，能讓臨床醫師注意到社交畏懼症廣泛症狀的特質。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社交畏懼症是盛行率最高的焦慮症，在精神疾病佔第三位，僅次於憂鬱症與

酒癮。國外的調查研究顯示遠遠超出一般人所預期的，歐美學者報告社交畏懼症

的終生盛行率，在一般青少年與成人人口中約為 13%。歐美青少年終生盛行率約

為 6-7%，而一年盛行率約為 3-4%。1990 年代以後研究顯示此病在青少年及成人

的盛行率皆明顯增多(7-13%)。近年國內的國高中青少年終生之盛行率約為

11-15% 。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社交畏懼症以會談病史搜集及精神狀態、社會功能受損嚴重度評估為主，並

進行共病及鑑別診斷來確立診斷。另以可佐以社交畏懼症量表及精神症狀問卷來

篩選或了解症狀的嚴重度，或以心理人格衡鑑或與內在的心理防衛機制。若臨床

需要，經由血液常規檢查、甲狀腺試驗、心電圖、腦電波或相關檢查等，以排除

身體疾病的可能。如果懷疑有藥物濫用病史時，要做藥物監測試驗。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全日住院條件：若病情嚴重，合併嚴重畏懼上學、憂鬱症或藥物成癮或

脫癮時。 

(二) 全日住院出院條件：病情改善，輕度焦慮、憂鬱及無自殺、或急性身體

合併症。 

(三) 日間病房住院條件：若病情嚴重未達全日住院程度，但社會適應功能顯

著障礙，可至日間病房進行長期精神復健治療。 

(四) 日間病房出院條件：社會適應改善可回校上課或工作。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社交畏懼症的治療以藥物治療為主，以抗憂鬱劑為優先，目前以五羥色胺再



吸收抑製劑(SSRIs)為第一線用藥，劑量較治療憂鬱症為高，大約需要四至十二

個星期左右改善。五羥色胺及新腎上腺素再吸收抑製劑(SNRI)抗憂鬱劑，最近也

被納入治療用藥。社交畏懼症好轉後仍不能斷然停抗憂鬱劑；可在社交畏懼症消

失後再服藥一至二年，之後即可逐漸減少劑量直至停藥，然不少個案需長期服

藥。副作用視選用的藥劑及個人體質而異，大抵為輕度的頭暈、嗜睡、腸胃不適、

心悸，服用初期較常見。臨床醫者在社交焦慮症服五羥色胺再吸收抑製劑(SSRIs)

的初期，自殺意念與企圖並未增加，但初期仍需注意。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下列治療為輔助治療，單獨使用僅適用於輕度患者，至於中度與重度患者需

以藥物治療為主，再視狀況輔以下列治療。這些治療可在門診、住院或日間病房

進行。 

(一) 其他藥物治療： 

1. benzodiazepines：初期短暫或特殊情況臨時併用，輔助緩解焦慮症

狀。 

2. β-blocker: 初期短暫或特殊情況臨時併用低劑量，輔助緩解焦慮時

心悸與手抖等身體症狀。 

3. 可逆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RIMAs (Reversible inhibitors of monoamine 

oxidase subtype A)：短暫協助改善社交焦慮症狀。 

4. 抗精神病藥物：低劑量使用可協助降低人際敏感及負面思考。 

(二) 心理/職能治療： 

        單獨使用認知行為治療，僅適用於輕度患者，至中度與重度患者需以藥 

    物治療為 

1. 認知行為治療： 

            含認知與行為治療兩大因素。大多數社交畏懼症患者自信很低，社 

        交互動過度敏感，痛創的社交經驗、認知思考傾向負面及以偏蓋全、過 

        高的不現實期侍等偏差的認知，故認知行為治療在認知部份首先提昇其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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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察覺、協助其調整其思考模式、建立正確的詮釋及正面的認知，減 

        輕患者的社交焦慮及想逃避的心態。同時配合系統性減敏感的行為治 

        療，透過有計畫性擬定治療情境，讓患者一次次依害怕嚴重度由輕到 

        高，漸進式歷驗社交畏懼的各種情況，逐漸袪除對各種情境的社交恐 

        懼。 

2. 人際治療或社交技巧訓練： 

            患者的社會認知常較不成熟、僵化、或偏差、社交技巧在語言或非 

        語表達差，社會技巧訓練可改善其互動應對進退的能力。 

3. 團體心理／活動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與社會技巧訓練可個別施行，但乏臨場感，若以團體 

        治療方式進行認知行為治療與社會技巧訓練，經由團體同儕互動、觀摩 

        及操作，療效更佳。 

(三) 生物回饋治療： 

        協助患者掌握焦慮與身體反應症狀，學習放鬆的技巧，可增強其他治療  

    的效果。 

 十一、預後 Outcome 

    社交畏懼症長期預後視病情嚴重度而異，輕度的侷限型或表現型社交畏懼症

大致良好，可以維持正常生活及工作。僅有 10~20%的患者病情沒有改變，而其

就業及就學正常功能受到影響。亦有合併憂鬱症及藥物成癮。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8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患者社交焦慮及憂鬱症狀改善，無身體症狀，有病識感，即可出院，安排認

門診複診及相關治療。或由全日住院轉到日間病房進行長期的精神復健。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雖然社交畏懼症為慢性，能規則服藥配合知行為治療、社交技巧訓練、特教



及職業復健，可改善社會功能其預後良好。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14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藥物劑量及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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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Dementia 

ICD-10-CM：F03.9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失智症在年紀愈大發生率也愈高，一般而言，60 歲以後每 5 年成倍數增加，

故在 60-64 年齡層大約 1%的流行率，到了 85 歲以上則高達 40%。年老女性也是

一項危險因子，女與男之比例為 1.2：1 到 1.5：1 。家族中有一人罹患阿氏症則

其他一等親比正常人高過 4 倍的罹患率；而家族中有二人罹患阿氐症，則其他一

等親罹患的機率比正常人多 40 倍。 

    失智症在老年精神醫學之領域中，佔有其重要地位，在本科部臨床工作之經

驗中，所接觸之失智症病患多是具有精神症狀及行為障礙(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簡稱 BPSD)之患者。故此指引以適用於失智

症合併有精神行為症狀的病患為目標撰寫。  

 二、目的 Purpose 

    BPSD 可在失智症病程中任何時間發生，也是家屬照顧病患最重要的負荷來

源，有時可能造成對老年病患的虐待，使病患及家屬生活品質的下降，並提早送

病患慢性到安養院，增加照顧的費用，且加速認知功能退化，預後變差，加重日

常生活功能障礙。事實上，相較於失智症之認知功能障礙，BPSD 能夠得到有效

及安全的治療結果。 

    此外，除了失智症的認知障礙嚴重度及日常生活功能障礙，會被家人注意到

有失智症之可能，BPSD 的出現也是使家屬能認識到病患有失智症的一個重要因

子而帶來就醫，故對於 BPSD 之認識及處理，是治療及照顧失智症患者當前重要

的課題。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失智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精神科醫師、家庭醫學科醫師、急診科醫師、



神經內科醫師、老年科及高齡科醫師、老年精神醫學相關的工作醫療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對於失智症合併有精神行為症狀的評估可分為: 

(一) 認知功能評估 :  

        簡易認知測驗(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簡稱 MMSE)是目前被最 

    常廣泛在臨床上使用的認知功能障礙評估量表，包括對時間，地點及定向能 

    力，注意力及計算能力，立即與短期記憶力，語言能力，視空繪圖能力等， 

    共 11 個問題的評估，總分 30 分，受到教育程度及年齡影響，但在施測時也 

    受到患者當時精神症狀及合作態度與否影響，而患者視、聽障礙及鄉音等溝 

    通不良情形，也會影響施測結果，一般而言，正常無認知障礙者得分應在 

    24-30 分之間；輕度認知障礙為 18-23 分，中度認知障礙在 11-17 分，重度 

    認知障礙在小於 10 分。 

        知能篩檢測驗(cognitive abilities screening instrument，簡稱 CASI)可分為 

    長期記憶評估(10 分)，短期記憶(12 分)，注意力(8 分)，計算能力(10 分)， 

    定向感(18 分)，抽象推理(12 分)，語言能力(10 分)，空間概念(10 分)，思考 

    流暢度(10 分)，總分為 100 分，其中包括 MMSE 之問題可由 CASI 得到， 

    CASI 之得分亦受到教育程度及年齡影響。在未受教育者應以 49/50 分為界 

    斷分數，如小學程度則在 67/68 分，而大於 6 年以上的教育程度則界斷分數 

    在 79/80 分左右。 

(二) 日常生活功能評估:  

        日常生活功能評估，主要包括複雜的日常生活功能(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IADL)及個人日常生活功能(Person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PADL)，前者包括錢財處理、購買交易、乘坐交通工具、 

    打電話、服用藥物及做家事能力等；後者包括穿衣、洗澡、如廁、飲食及個 



    人衛生清潔能力等。另外還要評估患者的社交活動能力。 

(三) 嚴重度評估:  

        包括臨床失智症評估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簡稱 CDR)，阿氏失 

    智症功能性評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staging test of 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FAST) 。 

(四) 精神行為評估: 

        通常要評估 12 大症狀即精神病症狀包括妄想、幻覺、錯認；行為症狀 

    包括攻擊、重覆、迷路、日夜顛倒、漫遊、貪食、病態收集、不恰當性行為； 

    有無譫妄及憂鬱症狀等。 

(五) 身體疾病評估: 

        失智症患者也常有其他身體疾病，不論是急性或慢性，都應評估其嚴重 

    度及以前處理及治療情形，特別是視、聽力的評估在臨床上也很重要。 

(六) 目前用藥評估: 

        失智症患者也常因多重身體疾患，使用種類繁多的藥物，都應評估藥物 

    對於中樞神經的影響，以及藥物間的交互作用，特別是藥物的作用與副作用 

    是否會影響臨床上對於失智症的診斷與治療。 

(七) 安全危險性評估: 

        失智症患者因記憶力、定向感、判斷力及理解能力變差，自覺還能做以 

    前會做的事，譬如煮飯炒菜或燒開水，不認為會引起失火的危險性，出門過 

    馬路也自認為有危險性，故家中是否有易引起患者跌跤的危險性情形等，都 

    應詳盡評估。 

(八) 照顧者評估: 

        首先要評估誰是較合適的照顧者，一般而言，在發病前和患者關係較佳 

    者，較有耐心及愛心者，能自我舒緩壓力情緒者，能自動尋求別人幫忙者， 

    都是適當的照顧者人選。其次要評估照顧者的精神負荷及情緒穩定性，是否 

    有憂鬱症狀的存在。最後還要評估患者在家或安養院照顧較好。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在臨床上診斷失智症(又名: 重度認知障礙症)，我們於 2014 年中開始採用精

神疾病診斷統計分類手冊第 5 版(DSM-5，2013)的診斷標準其條件如下： 

(一) 有證據顯示在一個或是以上的認知領域，有自先前的表現有相當程度退

化的現象:個人、相當熟識的人或是臨床醫師表示對於智能有相當程度

減退減退的擔心， 且認知功能測驗的表現,典型的和常模相比有兩個標

準差或是以上的減退(相當於位於第三百分位值以下)  

(二) 認知功能的減退足以影響病人的獨立性(也就是於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需協助，即較複雜的工作如付帳單或是吃藥等事宜)。 

(三) 認知功能減退不是只發生於瞻妄時。 

(四) 認知功能減退無法用另一個精神疾病來解釋(如重鬱症或是精神分裂

症) 。 

    目前為止，還未有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症狀(BPSD)的診斷標準。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失智症要和下列疾病做鑑別診斷包括正常老年人之智能退化、老年憂鬱症、

老年譫妄症、老年妄想症、老年精神分裂症、其他器質性疾病如藥物、酒精、腦

外傷等引起的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簡稱 MCI ;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簡稱 CIND)。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目前在臨床上，以阿氏失智症功能性分期評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Staging Test of 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FAST)，及臨床失智症分期評估量表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簡稱 CDR)應用較廣。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臨床症狀為認知功能障礙及智能退化，包括有記憶力，抽象思考能力，

定向力，判斷力，計算能力之障礙及人格的改變，有些患者會出現精神行為障礙

症狀包括妄想、幻覺、錯認、攻擊、重覆、迷路、日夜顛倒、漫遊、貪食、病態



收集、不恰當性行為、譫妄症及憂鬱症狀等。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一) 阿玆海默氐(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AD)佔 60%。 

(二) 血管性(vascular dementia，簡稱 VaD)佔 20%。 

(三) 路易氏體(dementia with Lewy body，簡稱 DLB)佔 20%。 

在國外對失智症之流行率研究大約介於 5-6%。在國內較大規模且較為嚴謹

的研究結果在 3-4%左右。其類型皆以 AD 為主，佔了將近 1/2 到 2/3 的失智症個

案，而 VaD 佔 20-25%之間，DLB 及其他失智症也佔了將近 20%左右。如以各年

齡層來看其流行率，則發現在 85 歲以前，每隔 5 歲則其流行率則相差一倍，譬

如 80-84 歲就比 75-79 歲多一倍(12% Vs 6%)；而 75-79 歲又比 70-74 歲多一倍(6% 

Vs 3%)；70-74 歲又比 65-69 歲多一倍(3% Vs 1.5%)。年齡愈大，發病的機率愈

高，例如 65 歲以上有 5%，85 歲以上則增加到 20%之機率。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失智症的病患必需要做下列實驗室的檢查包括 CBC， serum AST、ALT、

BUN 及 Creatinine，thyroid function tests(TSH 及 free T4)，VDRL，Vit B12 and 

folate，brain C-T scan。心理智能測驗必需要做簡易認知測驗(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簡稱 MMSE)及知能篩檢測驗(cognitive abilities screening instrument 

，簡稱 CASI)。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住院條件：必需符合失智症的診斷標準，合併有精神行為症狀(BPSD)，

這些失智症症狀已經達到影響病患的社交及職業日常生活功能，且造成

患者家屬及社區的負荷及干擾。 

(二) 出院條件：造成患者家屬及社區負荷及干擾的 BPSD 症狀，已改善或消

失，達到治療者、患者家屬及照顧者出院的期望。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失智症的治療包括認知障礙症狀及 BPSD 的治療處置： 



(一) 認知障礙症狀治療： 

1. 膽鹼酶抑制劑(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簡稱 ChEIs)是目前治療失

智症認知障礙的主流，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通過的藥物有 donepezil(aricept)，

rivastigmine(exelon)及 galantamine(reminyl)。其他包括

Metrifonate(pro-mem)，eptastigmine 等還在試驗階段，等待 FDA 通

過上市。aricept 每天有效劑量為 5-10 毫克，一天一次給藥；exelon

每天有效劑量為 6-12 毫克，分二次給與；reminyl 每天有效劑量約

16-24 毫克，一天分二次給與。這些藥物約對三分之一輕、中度的

患者的認知障礙有輕微的改善效果，其 ADAS-cog 量表得分，平均

可進步 2-3 分，此外 ChEIs 也能改善整體日常生活功能，減少精神

行為症狀，延長被送到安養院及減輕照顧者的負擔等優點，幾乎所

有藥物都有腸胃道方面的副作用如噁心、嘔吐、腹瀉等，這些副作

用大多發生在剛開始用藥時，故藥量慢慢增加，可降低腸胃道的副

作用。 

2. NMDA 受體拮抗劑 (N-methyl-D-asparatate recptor antagonist，又稱

antiglutamatergic agents)是一種非乙醯膽鹼作用之治療 AD 藥物，目

前臨床上以 memantine 為主要代表。每天服用 20mg 的 memantine，

對中、重度失智症之認知功能有改善的效果，可減少臨床衰退作用。 

(二) BPSD 的治療 :  

    在藥物治療方面，必需要遵守以下的一般原則： 

1. 當 BPSD 具有危險性及對生命有威脅性時，就必需要儘早積極性治

療。 

2. 要儘量選擇副作用較少及具有最低有效劑量的藥物。 

3. 因為失智症患者常伴隨有許多內、外科的疾病及其治療用藥，故在

選用精神藥物時，必需注意藥物間之相互作用。 



4. 在用藥期間，必須要隨時監視 BPSD 之反應情形，如 BPSD 已被控

制，則儘可能減低劑量以至慢慢停藥。 

        在精神藥物選擇方面，以抗精神病藥物為主，其他非抗精神病藥物為輔。 

1. 抗精神病劑: 抗精神病劑治療BPSD之目標為改善在照顧上負荷最

重的精神行為症狀，而不影響失智症患者的認知功能，日常生活功

能及生活品質，對於失智症之 BPSD 都呈中等程度的療效，對情緒

不穩，激躁不安，仇視，幻覺，不合作，疑心，睡眠障礙，攻擊行

為等症狀療效較佳非典型之抗精神病劑，除了和傳統抗精神病劑有

相同的療效外，更有較佳的耐受性及較低比率的 EPS，是治療 BPSD

的首選藥物。 

(1) Risperidone: 每天 1mg 可以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且無 EPS 副作   

   用，如每天 2mg 以上則有 EPS 出現，常見的副作用有 EPS，嗜 

               睡，周邊輕度的水腫。 

(2) Olanzapine: 每天 5mg 及 10mg 可以達到有意義的改善療效，最 

               常見的副作用是嗜睡及步態不穩，有效的平均劑量為 7.0mg/d。 

(3) Quetiapine: 有效的每天平均劑量為 200mg，主要副作用包括嗜 

               睡(32%)，頭暈(14%)，低血壓(12%)，而 EPS 只有 6%。 

2. 抗憂鬱藥物:目前治療失智症合併憂鬱症是以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

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簡稱 SSRIs)為第一

線藥物，特別在失智症早期或輕度失智較有效。 

3. 抗焦慮藥物：以 Benzodiazepines (BZD)為主要治療藥物，通常用於

失智症病患出現焦慮狀態、睡眠障礙、預知一些較易引起焦慮的場

合之事前用藥。最好選用半衰期短且無活性代謝產物的 BZD，為

最先之治療藥物，治療時間愈短愈好，以避免嗜睡、認知功能障礙、

步態不穩跌跤等副作用。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些非藥物治療可成為失智症的輔助治療，主要是對家屬及其主要照顧者實

施家族治療，可用以下的原則來進行： 

(一) 幫忙家屬及主要照顧者去接受失智症診斷，並幫助其應對現實上之限

制。 

(二) 提供一個熟悉而穩定的環境。 

(三) 維持固定且有結構性的日常生活作息。 

(四) 加強認知訓練，儘量鼓勵病患發揮其尚未退化的功能。 

(五) 矯正視、聽力。 

(六) 給予適應有效的應付策略，教育及訓練主要照者之照顧技巧 (讓家屬知

道何時要堅持病患合作，何時要退讓)，如不要直接和患者對質，指正，

批評或衝突；給與適度的自主性；儘量簡單化，單純化；多重指示，並

引導示範；良好行為之增強；縮小選擇的範圍；適度的刺激；持續熟悉

的技巧；避免引起病患焦慮之情形以降低重覆行為；分散注意力等以促

進照顧品質。 

(七) 當患者依賴增加時，要指導主要照顧之家屬，接受角色之改變。 

(八) 當疾病變嚴重時，應幫忙主要照顧者去應對傷慟過程，及調適病患安全

之限制和允許其自主性之間衝突的問題。 

(九) 要關心注意主要照顧者的身心健康情況，增加自我操控的時間。 

    非藥物輔助治療方面則由本科專業精神科護理師及職能治療師等，安排每週

3-4 次職能治療(包括認知刺激、藝術、音樂、運動治療等) 以及懷舊治療，對於

日落症候群合併日夜顛倒，則可以用光線治療，早、晚各一次，症狀可獲得改善。 

 十一、癒後 Outcome 

    失智症為一慢性退化性疾病，目前的治療只有症狀治療及減緩其退化速度，

並無治癒的結果，但相對於 BPSD 的治療，則可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不僅可減

輕家屬及照顧者的精神心理負荷，大大的提昇日常生活品質，且可延遲送進安養

院。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大約 28-42 天左右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依照出院時病患失智症症狀的嚴重度擬定出院計劃，如輕度失智症合併

BPSD，則可在家照顧，並定期回診追蹤治療；中度失智症合併 BPSD，則可在

家照顧定期回診或到失智症日間醫院持續照顧；重度失智症合併 BPSD，可申請

外籍看護工在家照顧定期回診，或到失智症安養院全日照顧。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給予家屬及照顧者下列的出院衛教 : 

(一) 教育家屬及照顧者認識失智症及合併出現的精神行為症狀，並指導如何

應對的方法及技巧。 

(二) 教育家屬及照顧者認識失智症合併出現的身體疾病，特別是感染性的肺

炎及泌尿道炎，並指導如何應因方法。 

(三) 教育家屬及照顧者認識失智症進行退化的下一階段(staging)為何，以便

家屬及照顧者及早應對。 

(四) 教育家屬及照顧者認識服用的藥物、劑量、每日次數及副作用。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出院後 7 天安排至門診追蹤治療，並評估病患服藥的順從性，藥物的副作用

及藥物的交互作用，藥物的療效及 BPSD 症狀的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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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Delirium  

ICD-10-CM：F05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 不限。在十八歲以上族群之點盛行率為 0.4%，在五十五歲以上

族群之點盛行率約為 1%。 

(二) 性別：男性是發生譫妄的獨立危險因子。 

(三) 臨床分類： 一般身體疾病引起的譫妄症(F05), 物質中毒引起的譫妄症

(F1x.03), 物質戒斷引起的譫妄症(F1x.4), 多種病因引起的譫妄症(F05.8)

及未分類譫妄症(F05.9)的病人。 

 二、目的 Purpose 

    根據 DSM-5, 譫妄症主要症狀為意識(awareness)障礙、注意力(attention)障

礙、認知功能障礙、急性發作及病情起伏(fluctuation)等，合併之症狀常有思想混

亂，知覺障礙(如出現錯覺或幻覺等)，精神運動亢奮，睡眠障礙及情緒障礙等，

常被第一線的醫生誤認為急性精神病發作。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譫妄症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急診醫師、內科醫師、外科醫師、骨科醫師、

精神科醫師和家庭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病史及精神狀態和認知功能評估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譫妄症，是一急性突發之症候群，其症狀有著不可預估的病情起伏，而且有



時有明顯的晚上病情加重(黃昏症候群)，且有下列的情形： 

(一) 意識(awareness)障礙合併專注度、持續力及注意力障礙  

(二) 認知功能改變(如定向感障礙、記憶障礙或語言障礙等); 或發生知覺障

礙(非原有失智症所有之狀況) 

(三) 此狀況於短時間(通常為數小時至數日)內發生; 且有著病程起伏的情形 

(四) 通常由病史、身體檢查或實驗室檢查中找到佐證; 證明此一狀況為身體

疾病、物質中毒、物質戒斷或多種病因所引起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譫妄症與失智症之鑑別診斷： 

        兩種疾病最大差異在於發病時間: 譫妄症為急性, 而失智症為慢性。 

(二) 譫妄症與精神分裂症或憂鬱症之鑑別診斷： 

        精神分裂症之幻覺和妄想比較持續; 且內容較有組織; 而且精神分裂症 

    患者並無意識障礙或定向感障礙; 譫妄症合併低活動症狀(Hypoactive  

    symptoms)時; 與憂鬱症相似; 但腦電波檢查可輕易分別兩者。 

(三) 其他精神病症如:  

短暫性精神病症(Brief Psychotic Disorder), 類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解離症(Dissociative Disorder)等亦必須要

鑑別診斷。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主要症狀是意識障礙，如意識程度下降，專注度改變，包括集中能力、持續

力、注意力等變差，另外，認知功能障礙，包括對時間及地點的定向感障礙，記

憶力變差，而且其發病過程為急性發作，而症狀可能出現短時間，且有不可預測

的病情起伏，通常病情於晚上較嚴重。另外，可合併思想程序的不規律，錯覺及

幻覺，精神運動遲滯及躁動，醒睡週期障礙，情緒障礙，甚或出現神經功能障礙



等。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譫妄症之盛行率為: 在十八歲以上族群之點盛行率為 0.4%，在五十五歲以

上族群之點盛行率約為 1%。因疾病住院患者大約有 10 - 30%發生譫妄，而在外

科加護病房及心臟加護病房患者大約有 30%發生譫妄，大約 40 – 50% 之髖關節

術後病患發生譫妄，最高發生率為開心手術術後之病患，在某些研究中高達 90% 

之病患發生譫妄，嚴重燒傷之病患中有大約 20% 發生譫妄，住院之愛滋病患者

有 30 – 40% 發生譫妄，疾病末期之病患中有大約 80% 發生譫妄。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譫妄症的診斷是以病史及心理會談為主。通常譫妄症在病床旁便可依其發病

的突發急性特質，加上簡易精神狀態檢查，如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便可以診斷譫妄症。此外，完整的身體檢查和神經學檢查可以幫助找出病因。實

驗室檢驗是用來確定其他身體問題。實驗室檢查包括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

血糖、肝及腎功能檢驗、甲狀腺功能檢查、血清梅毒反應、愛滋抗體檢驗、尿液

常規檢查、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腦電波檢查和血液及尿液藥物篩檢等，其

中腦電波檢查為必要之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譫妄症一般發生於已住院(內外科等)病患，其治療以病因之治療為主。俟其

病因及其他身體狀況穩定便可出院。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譫妄症的治療主要是要治療其原來的身體問題(underlying cause)，此外，其

他重要的包括提供身體上、感官上和環境上的支持性治療。在譫妄症的治療上，

有兩種症狀必須藥物治療，即失眠和精神病症(psychosis)。其中， 

haloperidol(Haldol)是治療精神病症的常用藥，根據病患的年齡、體重和身體狀況 

，開始的劑量大約 2 至 6 毫克針劑肌肉注射，而且視病患而定，若仍然躁動則可

每一小時注射一次，直到病患平靜為止，才改為口服藥物。此外，risperidone 等



新一代精神藥物亦可用於譫妄症的精神病症。對於譫妄症的失眠治療方面，可用

短效至中長效之藥物，如 lorazepam(Ativan)(但不宜用於腎功能障礙病患)，另外，

長效的藥物及巴比妥鹽應儘量避免使用，但可用於酒精戒斷引起的譫妄症。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其他藥物治療：Risperidone 等新一代精神藥物可替代 haloperidol。 

 十一、預後 Outcome 

    譫妄症大致上是短暫性的，只要原來的身體問題治癒，譫妄症可望於三到七

天緩解，但亦可能持續兩週之久。年齡越老，譫妄症可能持續越久。此外，譫妄

症病患的死亡率(mortality rate)較高。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28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譫妄症患者其原來身體問題治癒，即可出院，門診複診追蹤其精神病症及失

眠狀況。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雖然譫妄症為急性突發性狀況，但由於病患年齡較老，而且身體情況較差，

因此再發生機率高，故應長期門診追蹤治療身體問題，避免身體疾病惡化，以減

少譫妄症之再發。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7 天後至門診複診，評估失眠及精神病症等情況，以及藥物劑量調整和評估

副作用之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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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Mental Disorders Due to a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 

ICD-10-CM：F06、F03.90、F03.91、F07.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所適用的標的族群： 

(一) 年齡：不限，但因大於 65 歲之老年人較易合併有身體疾病，故於老年

人較常見。 

(二) 性別：不限。 

(三) 臨床症狀、合併症：適用於其他因身體疾病（不包括失智症及譫妄）引

起之精神症狀，包括因身體疾病引起之其他精神病疾患併有妄想

（293.81）、其他精神病疾患併有幻覺（293.82）、其他情感性疾患

（293.83）、其他焦慮疾患（293.84）及其他僵直性疾患（293.89）及

其他人格障礙（310.1）。 

 二、目的 Purpose 

    其他器質性精神病主要因其他身體疾病所引起之精神症狀，是因身體疾病住

內外科病人常見之合併症，容易引起病患行為障礙（如自行拔管等），干擾一般

正常醫療過程，危及病患之生命與安全，故有必要正確之認識與處理。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其他器質性精神病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括所有精神科、內外科及其他科醫

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精神科會談、病史、身體檢查及實驗室診斷為主。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其他器質性精神病，是因其他身體疾病引起之精神症狀，可以從病史、身體

檢查、或實驗室診斷發現精神症狀是因身體疾病所引起之生理結果，排除因精神

疾患所引起（如精神分裂症），並且非於譫妄期間所發生，包括妄想、幻覺、情

感疾患（如躁症及憂鬱症症狀）、焦慮症、僵直症、人格障礙及其他精神症狀。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要排除非身體疾病引起之精神疾患，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焦慮

症及人格障礙等，排除因酒精或其他藥物所引起之精神症狀，不包含因譫妄或失

智引起之精神症狀。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分期。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幾乎包括所有之精神症狀，如妄想、幻覺、躁症症狀、憂鬱症症狀、焦慮症

症狀、僵直症症狀、人格障礙及其他精神症狀。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不明。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因其他器質性精神病之致病原因與身體疾病相關，故需根據臨床病史、身體

檢查進行實驗室診斷，除基本實驗室檢查如血液的常規檢查、電解質、肝腎功能、

血糖試驗、甲狀腺及副甲狀線試驗、心電圖、胸部 X 光檢查外，並根據臨床判

斷，進行必要之腦波、頭部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或進一步進行其他專科檢

查（如心臟超音波等）。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般病患若已於內外科住院，因行為障礙嚴重（如自傷或暴力行為），在身

體狀況許可下，可考慮轉精神科病房處理行為問題，或與精神科醫師共同照顧。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其他器質性精神病之致病原因與身體疾病相關，應以治療引起精神症狀之相

關身體疾病為主，必要時可給予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物、情緒安定劑及抗焦

慮藥物等。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可根據相關情緒及行為障礙施予行為調適或心理治療，以作為輔助或替代治

療。 

 十一、預後 Outcome 

    因其他器質性精神病之致病原因與身體疾病相關，其預後取決於相關身體病

因。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與相關身體疾病有關。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其他器質性精神病引起之精神症狀可能使住院之內外科病患住院天數延長 

，故出院計畫應包括積極處理精神症狀。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因其他器質性精神病之致病原因與身體疾病相關，非傳統所謂精神病，並且

精神症狀可經由身體疾病之處理及相關精神藥物之治療得到改善，可給予相關衛

教，使病患能理解，並進一步接受適當之治療。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出院後除於身體疾病當科內外科門診複診外，並於精神科門診評估精神藥物

劑量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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