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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小兒自閉症？

自閉症有什麼症狀？

自閉症是系列性自閉疾病中最常
見的一種發展規律性障礙。自閉症的
症狀包括社交上的障礙，與他人交流
上的困難，以及其他異常，例如：重
複和單調的行為愛好。ASD還包括艾
氏綜合症、萊氏綜合症，兒童期崩解
性症和待分類的廣泛性發展障礙，專
家認為每1000個新生兒中有三到六個
患有自閉症，男性患病的機率是女性
的四倍。

自閉症有三個主要的症狀：自閉
症兒童有社交障礙，語言/非語言交
流困難以及異常、重複、單調的行為
愛好，這些症狀程度從輕微到嚴重不
等。
自閉症的一個顯著症狀是社交障
礙，通常父母是首先察覺患兒的自閉
症特徵的，早在嬰兒期，自閉症兒童
就可能對他人毫無反應或長時間專注
於某樣事物，他們也可能一開始發展

CAIPA DOCTOR MAGAZINE SPRING/SUMMER 2009

正常，但逐漸開始對社交活動失去興
趣。
自閉症兒童可能對別人喚他的名
字沒有什麽反應，而且時常也不敢和
他人的目光接觸。他們很難理解他人
的感受，因為他們不能理解社交上的
暗示——比如聲調或表情，他們也不
會去觀察別人的表情並作出正確的判
斷，他們缺少情感的互動。
許多自閉症患兒會有不斷重複扭
轉或搖晃身體甚至傷害自己的行為，
比如咬自己或用頭撞硬物，他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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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考量時，人為因素仍無法完全解釋近
10年的案例增加原因，因而環境因素
值得加以考量。
另外，據2009年2月WebMD醫學新
聞報道：新研究結果顯示，每5位早產
超過3個月的兒童中，就有1位在2歲時
自閉症異常（ASD）篩檢呈陽性，研究
者們表示，他們將必須進行長期以及臨
床診斷，才能進一步了解這個症狀在早
產族群中的重要性。

自閉症症狀會隨著生長
而變化嗎？
比一般孩子晚學會說話，且時常以第
三人稱稱呼自己。自閉症患兒不懂得
如何與其他兒童交往，部分患兒只會
談論自己狹隘的感興趣話題，毫不關
心說話對象的興趣和感受。
許多自閉症患兒對疼痛非常不敏
感，但卻很容易受到聲音、觸摸及其
他感官上刺激的影響，這種異常的反
應可能也是其行為障礙（如拒絕被擁
抱）的原因。
自閉症患兒在某些身體方面比常
人受損傷的風險要高，調查顯示，大
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自閉症患兒長
大後會患上癲癇。

如何確診自閉症？
每個自閉症病人的病情和症狀差
別很大，有時候別人未必一定注意到
自閉症症狀（尤其是受輕微影響的兒
童），通常醫生會根據一系列常見行
為來判斷這個兒童是否患有自閉症。
這些行為包括：
◎ 無法和同齡人結成友誼
◎ 無法開始或持續與他人對話
◎ 缺乏想像力和社交技巧
◎ 語言貧乏，表達重複和異常
◎ 極 其專一且影響到其注意力的
興趣愛好
◎ 常常過分關注於某些事物
◎ 難以改掉一些特殊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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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是一種複雜的疾病，需要
一次綜合的檢查包括神經檢查，行為
觀察和認知語言上的測試。由於聽力
障礙可能會導致類似自閉症的行為，
有語言障礙的兒童應接受聽力測試。
患有部分自閉症症狀，但並未達
到自閉症診斷標準的兒童，通常被認
爲是患有待分類的廣泛性發展障礙；
有自閉症行為，但語言能力屬正常範
圍甚至超常的兒童通常被診斷為艾氏
綜合症。

對於許多自閉症兒童來說，自閉
症的症狀隨著年齡和治療會減輕。部分
自閉症兒童成人後能過上正常或接近正
常的生活。在三歲之前的生長早期，有
語言能力倒退的兒童很可能患上癲癇和
其他易驚攣發作的腦病。青少年期間，
自閉症患者可能會有憂鬱症及其他行為
上的障礙，這些孩子的父母應隨時做好
調整治療方案的準備。

自閉症的病因是什麼？

目前沒有可以完全治愈自閉症的
方法，適當的治療和行為輔導可以針對
性地緩解其症狀，並營造一個適合患兒
的環境。最好的治療方法是針對自閉症
最主要症狀的療法和輔導，比如：社
交障礙、語言/非語言交流困難以及異
常、重複、單調的行為愛好。
教育/行為輔導療法：治療員可以
通過集中且具培養性的療程來幫助兒童
發展其社交和語言能力，對家長和患兒
兄弟姐妹們的家庭輔導可幫助他們面對
自閉症兒童給家庭帶來的種種困擾。
藥物治療法：醫生有時會以抗
憂鬱症藥物來應對患者的緊張、抑鬱
和異常、重複、單調的行爲愛好；抗
精神病藥物則用來應對患者的嚴重行
為障礙；抗驚厥藥物可用來治療驚
攣；stimulants則是用來治療注意力缺
乏症兒童的藥物，對衝動和多動症狀常
常很有效。n

科學家並不清楚自閉症的起因，
但很有可能與基因、環境有關，他們
認為有一些基因可能與自閉症有關。
部分調查顯示自閉症患者大腦有一些
部分存在異常，還有一些則發現自閉
症患者有相當異常數量的血清張力素
等神經遞質，這些異常顯示自閉症可
能是由胎兒於早期生長時其控制大腦
和神經系統發展的基因突變而引起
的。
2009年1月，一項新的研究顯
示，過去10年間僅加州一地，持續
增加的自閉症案例增加了八倍。科學
家認爲，這可能有兩部分原因造成，
一個是人爲因素，一個是環境因素。
人為因素中，包括放寬的自閉症診斷
標準，以及早期幼童自閉症診斷增
加，Hertz-Picciotto博士表示，當你整

如何治療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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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Notbohm 著／謝瑞璘 譯

1. 首先, 我還只是一個孩子
我患有自閉症，但自閉症只是我
的一部分特徵而已，並不能就此對我
下結論。正如我第一眼看到您，見您
是個有思想、有感情、有才華的人，
抑或只是個超重、近視或不善運動的
傢伙，可這些也就是個第一印象而
已，説明不了太多您究竟是個怎樣的
人，對不？
大人們總是知道自己的特長，輕
而易舉就可以露一手。可我還是個在
發展中的孩子，你我都不知道我究竟
可以做到些什麽，片面地看待我，也
會使我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如果您總
是認爲我不行，我肯定就會想“我何
必這麽賣力呢?”
2. 我的感官系統出了問題
整合感官信息的功能障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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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自閉症症狀中最難理解的一個特
徵,可想而知也是最重要的。對一個
正常人來說毫不重要的日常視覺、聽
覺、嗅覺和觸覺體驗，卻能讓我痛苦
不堪。您想象不出我周邊的環境，在
我看來充滿了敵意，我會變得很內向
甚至很不友好，但其實我不過是在保
護自己。假如媽媽帶我去買東西，天
呐，超市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恐怖的迷
宮。
我的聽力敏銳到了極點：好幾個
人在我耳邊同時說話；高音喇叭不斷
吼著今日的特價品；音響裡是煩人的
商店音樂；收銀機叨叨絮絮個不停；
尖叫的咖啡機；嘰嘰咋咋的絞肉機；
哭泣的寶寶；碰來撞去的購物推車；
螢光燈管發出的嗡嗡聲……一個頭兩個
大，我的大腦頂不住啦！

我的嗅覺比狗鼻子還靈：海鮮櫃
的魚早不新鮮啦；旁邊的那個叔叔好
幾天沒洗過澡；熟食區還在免費派發
香腸試食；前面那個寶寶尿褲子了；
傍邊的什麼人還在用氨水醃泡菜……我
根本分不出哪是哪，拜托！我都快吐
了。
視覺定位至關重要，不幸的是我
在這方面有最嚴重的影響：螢光燈不
但扎眼，而且還發嗡嗡聲；整個房間
在振動，讓我頭疼；那振動的光線四
處都是，周圍的一切歪歪扭扭——我
身處的空間太不穩定了；窗外的一雙
雙眼睛讓我沒法集中注意力，我就像
個井底之蛙在看東西；還有天花板上
那個不停轉動的風扇，來來往往的人
們的身影；這一切使得我的前庭感覺
系統(功能包括瞭解身體在空間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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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對視覺的穩定-譯者注)和本體感覺
系統(身體在空間中的定向感和確認自
身肌肉運動量-譯者注)都受到了衝擊，
我已渾然不知身處何方。
3. 請務必分清不想做（我決定不
去做）和不能做（我沒辦法做到）
理解指令或過於豐富的語言和詞
彙對我來說有難度，我不是不聽話，
我只是不懂您的意思。如果您在房間
另一邊對我大聲吩咐，我聽到的只
是：“*%#￥！￥%#，小明。￥#*%
￥！%*#%……”您應該當著我的面直
接了當地說：“請把書理好，小明，
去吃午飯吧。”這樣我就明白了您的
要求，也就容易照您講的去做了。
4. 我不會斟字酌句
這表明我只看得到句子表面的
意思。當您希望我別再東奔西跑時，
說的卻是“下馬嘍，小騎士！”，我
會很糊塗的。同樣也別告訴我做某事
是“小菜一碟”（尤其是飯桌上什麼
都沒有時），您的意思其實是“做這
件事很容易的”。當您說“天上倒下
來一盆水。”，我會真以為有一盆水
倒了下來。您只要告訴我“在下大雨
呢”就行了。
比喻，隱喻，雙關語，反語，誇
張語等等對我實在是難以理解。
5. 請原諒我詞彙量缺乏
對我來說，想表達我的感受卻又
找不到合適的詞語是很難受的，可能
我餓了、生氣了、害怕了或糊塗了，
但我還不會用那些詞語來表達我的意
思，請注意我的任何預示反常的肢體
語言像畏縮、爆躁等。
我有時還可能說起話來像個大學
教授或電影明星，夾雜著超出我年齡
認知的詞語或句子，這些都是我從周
圍環境裡死記硬背下來去彌補我的詞
彙缺陷。它們來自書本、電影或其他
人的對話，這叫做“語言模仿”，好
多時候我並不一定懂這些詞的意思，
我只知道它們能幫我答覆別人。
6. 理解語言對我來說很困難，我
需要視覺指導
請用動作來教我做某件事，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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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用嘴巴說，您的動作可能還要多
做好幾遍，重複的動作指導能幫助我
的學習。
幫我做一個圖畫樣的日程表，
就和你們的備忘錄一樣，它可以讓我
知道接下來該做哪件事了，不至於像
個沒頭蒼蠅一般。這樣我可以管理好
自己的時間，一天的活動自然連接起
來，輕鬆應付一天的安排，達到您的
要求。
即使隨著我逐漸長大，那些圖畫
樣的日程表我也還會需要的。在我會
讀寫之前，我需要一份帶有照片或簡
單圖畫的日程表，等我長大一點後，
就可以改成圖文並茂的，直到我可以
完全理解文字日程表。
7. 請尋找並肯定我的點滴進步
其實我也和其他人一樣，無法在
一個縂遭到批評的環境下學習，如果
我每次嘗試新事物的願望老受到打擊
的話，我就會慢慢放棄它們。請您多
找找我的長處，您一定找得到的，畢
竟做大多數事情都有幾條路可走。
8. 請多多讓我學習社交技巧
表面上我好像不喜歡和其他孩子
一起玩，其實我只是不知道怎麼去和
他們交流互動。如果您能鼓勵其他孩
子邀請我打球或捉迷藏，我會很高興
加入的。
我最擅長規規矩矩有頭有尾的
遊戲和活動，我不懂得如何去“讀”
別人的面部表情、肢體語言或情緒表
現，我很需要有人教我怎麼適當地回
應他人。比如說，如果我在小美摔倒
時大笑，那並不代表她痛我就開心，
我實在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回應這件
事，您可以教我說“小美，你還好
嗎？”。
9. 想辦法找到令我發火的原因
憤怒、不耐煩、暴躁的脾氣等
等，其實對我來說比對你更難受，通
常它們是由於我的某個感官壓力過大
而引起的。如果您能發現我發火的原
因，它們是可以被防止的，請您及時
記錄下相關的時間、環境、在場的人
和活動，您也許能找到一個規律。

請記住所有的行為都是交流的方
式，當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時，我發脾
氣就是想告訴您，我對周圍環境的不
滿。
爸爸媽媽們可要記住了：如果我
出現持續的反常行為，就可能和身體
不適有關，比如食物過敏、失眠或消
化問題，這些都會對我的行為產生不
良影響。
10.如果您是我的家裏人，請您
獻出無私的愛
“如果他能……就好了”或“為
什麼她就做不到……”，這些消極的想
法是不該有的，這世上本來就沒有人
可以完成爸爸媽媽的所有要求，同樣
也沒人希望整天都得面對這個事實。
我並沒有選擇患上自閉症，但請記住
有障礙的是我，不是您。沒有您的支
持，一個開心獨立的成年生活對我實
在是渺茫，而有了您的支持，我的生
活將會有更多選擇（也許您都不會想
到有這麼多），我保證我對得起您的
精心栽培。
最後，還有六個字要記住：耐
心！耐心！耐心！希望您能把我的自
閉症當成一種特殊的能力，您應能看
到隱藏在缺陷下的無限潛力。也許我
眼神呆滯、結結巴巴，但您有沒有注
意到我不會撒慌，不會玩遊戲時作
弊，不會欺負同學或變成個自大狂？
我估計我不會成為下一個喬丹，但我
精密的仔細和堅定的注意力也許能讓
我成為下一個愛因斯坦、梵高或莫札
特。
他們可也有自閉症呢。
絕症的解方，天外生命的秘
密——像我這樣的自閉症兒童，在未
來可以有多少偉大的成就呢？
如果沒有您的支持，我的燦爛未
來將會消逝，想想那些所謂的“社會
規則”，如果我適應不了它們，那就
乾脆放開手吧，請你們做我的良師我
的朋友，你們肯定有一天能看到我的
遠大前程。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