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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童比例與全球統計數字相若，當中平均在

7歲至8歲被診斷有ADHD的男童比率最高

（9%）。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

資料顯示，在2010年確診的新症中，男女

比例約為3至4比1。

成因不能肯定但有高度遺傳性
ADHD的實際成因不能肯定，醫學

界較多認為是與遺傳有關。遺傳學研究顯

示，此病有高度遺傳性。ADHD發病個案中

有60%-70%與遺傳相關，若父母是ADHD

患者，孩子也可能有較高機會患上此症。

病理學上，腦部掃描顯示患者的腦

部發育和活動與正常兒童有明顯分別。醫

學研究發現，患者腦部的前額葉（Frontal 

Lobe）發展較正常緩慢，而前額葉與推

理、計劃、某些語言與運動、情緒及解決

問題能力相關。然而，實際的疾病機理仍

不明確，較多認為是前額葉發展較正常

緩慢而使腦神經傳導物質去甲腎上腺素

何謂過度活躍症？
「過度活躍症」的正確學名為「專注

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是

一種兒童精神科病症，患病的兒童在專注

力、活躍程度及控制情緒方面的能力，與

同齡的兒童有明顯差異，導致學習、社交

及家庭生活上出現障礙。

顧名思義，ADHD的病徵可分為兩

類：（1）專注力不足、（2）過度活躍及容易

衝動。大部分患者會同時出現兩類病徵，

但也有部分患者只出現一類病徵。

通常患者在4歲至5歲開始出現病徵，

進入小學階段更明顯。隨着年齡增長，腦

部逐漸發育成熟，大部分患者到了青少年

階段，其活躍及衝動的徵狀會有所改善，

但部分患者的病徵，特別是專注力不足的

徵狀，會持續至成年。

有研究發現全球約有3%-7%的兒童

患有ADHD，而本港6歲至16歲的ADHD兒

看見年幼子女精力特別旺盛、

異常好動但專注力較弱，家長可能

擔心，不禁問：「是不是患了過度

活躍症？」

過度活躍症是一種兒童精神

科疾病，需詳細評估才能斷症。雖

然藥物有助減輕病徵對小朋友生

活的影響，家長可能害怕讓孩子

長期服藥而迴避求醫，但如在求

學階段因延誤治療而妨礙學業和

社交發展，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可

能更大。故此，家長應與醫生積極

商討最佳的治療方法，瞭解藥物

的特性，依從醫生指示進行治療。

如何治療孩子的

過度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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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drenaline）和多巴胺（Dopamine）

出現不平衡。

斷症：須出現六個或以上特
定症狀

大多數健康的小朋友有時候都會蹦

蹦跳、坐不定，或不專心做家課，單有這些

表現未必等於患上了ADHD。

ADHD的診斷需要由專業醫護人員

（包括兒科/精神科醫生及教育/臨床心理

學家等）經過謹慎、完整的評估，透過向家

長和老師瞭解孩子的情況，以及觀察孩子

在不同環境的表現，才可決定，有時可能需

要與醫生見面多次才可斷症。

斷症一般依據世界衞生組織的《世

界通用疾病分類手冊》或美國精神醫學學

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

所列出的條件：兒童必須出現六個或以上

的專注力不足及/或過度活躍和衝動的症

狀，而這些症狀在7歲前已經出現，並且持

續至少6個月，及在兩個或以上的場所（例

如家中和學校）出現，而這些症狀嚴重或

明顯地影響患者與成人和其他小朋友的關

係、學習、遊戲和其他日常活動，方可判斷

為患上ADHD。

學前兒童採用行為治療  
小學開始首選藥物治療

治療方法主要分兩種：行為治療和

藥物治療。

行為治療建基於學習理論，強調人的

行為是透過模倣和學習得來的，是一個有

系統及有計劃的治療方法。行為治療配合

家長和老師恰當的處理手法，透過獎罰使

患者學習自我控制的技巧，從而改善患者

的行為和心理問題，以及學習和社交上遇

到的困難。

藥物治療主要針對性改善症狀，提

高患者的專注能力及改善其過度活躍的症

狀，但並不能治癒ADHD。

雖然病徵會在4歲至5歲時出現，但

醫生一般不建議在此時開始藥物治療。對

於學前兒童，行為治療是首選的療法。

至於6歲或以上的在學兒童或青少

年，藥物治療會是首選療法，配合行為治

療效益更大，兩者同用亦可減少服藥的劑

量，或可減輕副作用。

要注意的是，家長不應為患者在學業

上訂立過高的目標，要明白治療目的不是

為了拿好成績，而是透過改善病徵，減少病

徵對生活的影響，讓患者可如一般小孩在

課堂上正常學習，發揮天賦及達到個人應

有的水準。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主要透過協助腦

中的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保

持平衡，使腦部的功能保持在比

較正常的範圍內。

本 港 常 用 的 一 線 藥 物

為 中 樞 神 經 興 奮 劑 哌 醋 甲 酯

（Methylphenidate）和非興奮劑托

莫西汀（Atomoxetine）。

醫生在開始藥物治療前，會為

患者進行身體健康評估，若患有心臟

問題或腦癇症，可能未必適合服用部分

藥物，所以患者不應自行買藥進行治療。

此外，服藥劑量和效果因人而異，醫生可能

需要觀察一段時間，調節劑量。

副作用一般在開始服藥初期出現，通

常都是輕微及短暫性的。

哌醋甲酯（Methylphenidate）

哌醋甲酯有短效、緩釋和長效劑型

的口服藥丸。緩釋和長效劑型每天早上服

用一次。短效劑型需要每天服用數次，但

在調節劑量時，可提供彈性。短效劑型的

建議每日最後服藥時間為下午六時，以減

少患者受藥物影響引致晚上失眠的機會。

哌醋甲酯藥物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病徵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及容易衝動

●  不留意細節

●  容易在家課或其他事情上犯不小心的錯誤

●  難以集中精神進行活動或玩耍

●  未能留心聽別人的說話

●  不能完成或緩慢地完成家課或工作

●  計劃工作或活動時感到困難

●  逃避或不喜歡需持久注意力的工作

●  常常遺失日常物件，例如書本、文具、玩具

●  容易受周遭事物（如影像、聲音）影響而分心

●  容易對事物生厭，失去興趣

●  善忘

●  發白日夢

●  坐立不安、煩躁、在座椅上扭動

●  常常在班房內離開自己的座位

●  需要安靜的情況下到處亂跑亂爬

●  難以安靜地玩耍

●  經常表現出精力過盛，像裝了馬達

●  說話過多或不停地說話

●  問題還未問完便搶着回答

●  難以等候自己說話的機會

●  經常打斷別人的說話或打擾別人的活動

●  暴躁、容易激動及發怒

●  承受壓力的能力低

治療「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藥物✽

藥物學名 
[1]

藥理
注意事項

 [2]
常見副作用 主要用藥禁忌

藥物
分類
[3]

哌醋甲酯 
(Methylphenidate) 中樞神經興奮劑

短效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10毫克至60
毫克。

較難入睡、食慾不
振、肚痛、腸胃不
適、頭暈、頭痛、精
神緊張、過敏反應、
噁心、心悸和輕微
血壓上升。
罕見的副作用：肌
肉痙攣、幻覺(多以
幻視為主，如家族
史中，有躁鬱症或
思覺失調者，須特
別留意)。

以下情況不可服用哌醋甲酯：
●	患有焦慮、精神緊張
●	青光眼
●	患有妥瑞症(Tourette's	Syndrome)
或有妥瑞症家族史

●	正在服用或過去14日內曾經服用
抗抑鬱藥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	患有嗜鉻細胞瘤
●	甲狀腺亢進症
●	嚴重的心絞痛
●	肌肉痙攣
●	對哌醋甲酯敏感

有以下情況的人士要小心使用哌醋
甲酯：
●	先天性心臟病
●	腦血管疾病
●	曾患有精神病、躁鬱症、抑鬱或自
殺傾向，或有上述家族病史

●	腦癇
●	情緒不穩定

DD

緩釋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20毫克至60
毫克。
可整粒吞服，或拆除膠囊把成分(呈
小珠狀)放在流質食物(例如蘋果蓉)
內吞服。避免放進溫暖的食物。不
可把成分壓碎、切開或嚼碎。

長效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18毫克至72毫
克(不超過每日每公斤體重2毫克)。
必須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藥物外殼、
切開、壓碎或嚼碎服用。原因是其外
殼用來控制藥物的釋放速度，外殼在
體內不會被消化，而會在糞便排出；
如切開服用，外殼破損後藥物會即時
釋放及被吸收，可引致心跳加快、血
壓上升等不良反應。

托莫西汀 
(Atomoxetine)

去甲腎上腺素
回收抑制劑

體重70公斤或以下兒童及青少年：
最高劑量每天每公斤體重1.2毫克。

體重70公斤以上兒童及青少年：最
高劑量為每天100毫克。

胃部不適、噁心、嗜
睡、頭暈、疲倦、食
慾下降、情緒波動、
輕微血壓上升和心
跳加快。

以下情況不可服用托莫西汀：
●	青光眼
●	正在服用或過去14日內曾經服用
抗抑鬱藥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	患有嗜鉻細胞瘤
●	對托莫西汀敏感

如兒童有以下情況，要小心服用托
莫西汀：
●	曾經或現在有自殺念頭或行動
●	心臟病、高血壓
●	精神問題、躁狂、躁鬱症或抑鬱
●	肝病
●	腦癇

Rx

✽	 列出資料的目的是讓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
理解，消費者如欲使用藥物，應向醫護人員查詢，並遵照藥
物說明書或醫護人員的指示服用。

[1]		藥物學名(generic	 drug	name)即藥物的化學名稱，是國際
通用的藥物名稱。

[2]		表列劑量為兒童服用的建議劑量。

註 [3] DD：危險藥物：病人在配購藥物時必須出示醫生處方(處方
上需註明危險藥物的處方總數及劑量)。此外，危險藥物
不可由處方上指明人士以外的其他人代領(除非代領人
有收受人書面陳述授權)。

	 Rx：	醫生處方藥物：須經醫生診治後才處方的藥物。病人可
持處方到有註冊藥劑師監售的藥房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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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副作用包括食慾不振、較難入

睡、頭痛、精神緊張、過敏反應、肚痛，在

罕見的情況下，可能會有肌肉痙攣。

對腸胃、食慾和失眠的副作用，可透

過調節劑量和服藥時間來改善，例如把藥

物和食物一起服用、押後晚餐時間、把每

日最後服藥的時間提早等。

托莫西汀（Atomoxetine）

托莫西汀是一種去甲腎上腺素回收

抑制劑，一般處方給對哌醋甲酯產生嚴重

副作用或不能達到理想治療效果的患者。

需每天服用一至兩次，第二劑量可在晚上

服用。此藥的療效不及哌醋甲酯顯著。

副作用包括噁心、嗜睡、影響食慾。

醫護人員意見
專注力促進會主席王玉珍醫生

表示，根據其經驗，患者到了9歲，在學習

或成績、社交、自理能力及睡眠方面，會出

托莫西汀藥物

治療「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藥物✽

藥物學名 
[1]

藥理
注意事項

 [2]
常見副作用 主要用藥禁忌

藥物
分類
[3]

哌醋甲酯 
(Methylphenidate) 中樞神經興奮劑

短效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10毫克至60
毫克。

較難入睡、食慾不
振、肚痛、腸胃不
適、頭暈、頭痛、精
神緊張、過敏反應、
噁心、心悸和輕微
血壓上升。
罕見的副作用：肌
肉痙攣、幻覺(多以
幻視為主，如家族
史中，有躁鬱症或
思覺失調者，須特
別留意)。

以下情況不可服用哌醋甲酯：
●	患有焦慮、精神緊張
●	青光眼
●	患有妥瑞症(Tourette's	Syndrome)
或有妥瑞症家族史

●	正在服用或過去14日內曾經服用
抗抑鬱藥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	患有嗜鉻細胞瘤
●	甲狀腺亢進症
●	嚴重的心絞痛
●	肌肉痙攣
●	對哌醋甲酯敏感

有以下情況的人士要小心使用哌醋
甲酯：
●	先天性心臟病
●	腦血管疾病
●	曾患有精神病、躁鬱症、抑鬱或自
殺傾向，或有上述家族病史

●	腦癇
●	情緒不穩定

DD

緩釋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20毫克至60
毫克。
可整粒吞服，或拆除膠囊把成分(呈
小珠狀)放在流質食物(例如蘋果蓉)
內吞服。避免放進溫暖的食物。不
可把成分壓碎、切開或嚼碎。

長效劑型：
每日建議劑量範圍為18毫克至72毫
克(不超過每日每公斤體重2毫克)。
必須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藥物外殼、
切開、壓碎或嚼碎服用。原因是其外
殼用來控制藥物的釋放速度，外殼在
體內不會被消化，而會在糞便排出；
如切開服用，外殼破損後藥物會即時
釋放及被吸收，可引致心跳加快、血
壓上升等不良反應。

托莫西汀 
(Atomoxetine)

去甲腎上腺素
回收抑制劑

體重70公斤或以下兒童及青少年：
最高劑量每天每公斤體重1.2毫克。

體重70公斤以上兒童及青少年：最
高劑量為每天100毫克。

胃部不適、噁心、嗜
睡、頭暈、疲倦、食
慾下降、情緒波動、
輕微血壓上升和心
跳加快。

以下情況不可服用托莫西汀：
●	青光眼
●	正在服用或過去14日內曾經服用
抗抑鬱藥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	患有嗜鉻細胞瘤
●	對托莫西汀敏感

如兒童有以下情況，要小心服用托
莫西汀：
●	曾經或現在有自殺念頭或行動
●	心臟病、高血壓
●	精神問題、躁狂、躁鬱症或抑鬱
●	肝病
●	腦癇

Rx

✽	 列出資料的目的是讓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
理解，消費者如欲使用藥物，應向醫護人員查詢，並遵照藥
物說明書或醫護人員的指示服用。

[1]		藥物學名(generic	 drug	name)即藥物的化學名稱，是國際
通用的藥物名稱。

[2]		表列劑量為兒童服用的建議劑量。

註 [3] DD：危險藥物：病人在配購藥物時必須出示醫生處方(處方
上需註明危險藥物的處方總數及劑量)。此外，危險藥物
不可由處方上指明人士以外的其他人代領(除非代領人
有收受人書面陳述授權)。

	 Rx：	醫生處方藥物：須經醫生診治後才處方的藥物。病人可
持處方到有註冊藥劑師監售的藥房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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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較明顯的問題。最重要是及早診斷和斷

症，及進行適當的治療。藥物治療必須配

合行為治療和因材施教的親子方法，才會

見效。約有60%患者的專注力不足的病徵

持續至成年。

一般而言，不建議學前兒童進行藥物

治療，但若病徵嚴重影響孩子的學習、行

為、溝通，導致成人無法教導，影響其在幼

稚園的活動或表現，或使父母心力交瘁，

便可能需要考慮接受藥物治療。

哌醋甲酯可能會令食慾下降，家長

或會擔心因而影響孩子的發育。王醫生指

出，有研究顯示，持續服用高劑量哌醋甲

酯的患者，到18歲時身高可能比預期的矮

一厘米左右，但這仍在研究階段，暫時未

有定論。

王醫生又表示，雖然理論上中樞神經

興奮劑可能會令人上癮，但哌醋甲酯發揮

藥力的速度較其他中樞神經興奮劑慢，而

這藥停留在體內的時間亦較其他興奮劑長

（4至5小時），故患者對此藥上癮的機會

不高。據王醫生的臨床經驗，正確服用哌

醋甲酯不會導致患者對藥物依賴或濫用，

故家長毋須擔心；相反，研究顯示藥物治

療有助減低患者濫用其他藥物及對其他事

情產生沉迷的風險。

部分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藥物教育資源中心

長效劑型的哌醋甲酯

藥 物 必須 整 粒 吞 服，

不可切開或咬碎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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