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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食症之追蹤研究：臨床病程與結果
陳映燁 曾美智 李宇宙 李明濱

目的：追蹤研究厭食症患者之病程及結果。方法：回顧性收集 1985 年 1 月至 1997 年
6 月間至台大醫院就診，經精神科醫師診斷為厭食症之個案 45 名。以電話及郵寄之方式聯
絡，其中可聯絡上且同意接受評估者有 24 名，以病歷回顧合併半結構面談之方式評估個
案體重、月經、飲食及體重控制行為和社會功能與適應，以自填簡式症狀量表（BSRS）
評估精神病理症狀，並以 DSM-IV 診斷準則確定診斷。厭食症之預後評估是依據修訂版的
Morgan 和 Russell 整體結果分類（General Outcome Category），將厭食症結果依體重、
月經、飲食行為之狀況分康復、佳、中等及差四級，並描述統計其飲食行為問題、厭食症
病程及結果。結果：完全康復的有 10 人（41.7%），佳的有 3 人（12.5%），中等有 8 人
（33.3%），差的 1 人（4.2%），死亡有 2 人（8.3%）。病程方面，病情一旦發生至康
復，平均罹病期 4 年，其中節制型 3 年，清除型 5 年。本研究並未發現厭食症個案體重回
到正常一年後再發的情形。節制型厭食症中有 22.2%轉成暴食/清除型厭食症，但暴食/清
除型厭食症無轉成節制型厭食症的個案。結論：厭食症病程多樣，從完全康復至死亡都有
可能。本研究提示厭食症精神病理的異質性高，需針對此特性發展適合的治療策略。
關鍵詞：厭食症，病程，預後
（台灣精神醫學 2000;14;51～62）

[1]，這些問題可能在厭食症發病前即存在，或

前

言

在病程中發生，也可能影響其結果與治療效
果，使得其治療更形複雜，困難度提高。

DSM-IV 認為厭食症病程與預 後變異性

國外厭食症追蹤研究常討論的議題包括：

高，有些病人單次發病後完全康復；有些重複

整體預後情形、病程、治療反應及預後因子之

發作，有的會慢性化，甚至死亡。臨床經驗上

預測等[1-9]。文獻報告厭食症患者發病後經

厭食症病情多樣且易慢性化，除了飲食問題以

4-12 年 追 蹤，約 50%-60% 恢 復 正 常 體 重，

外還合併其他的精神科問題如焦慮症、憂鬱

45-60%有規則月經，死亡率在 0-5%之間[1-9]，

症、人格違常或家庭問題等[1-3]，其中最常合

整體而言有 50%左右的個案預後不錯。

併的焦慮症為強迫症及畏懼症[4]，常見的家庭

國內尚無關於厭食症病程及結果的報告，

問題如親子關係（對母親過度依賴、矛盾情

實有必要進行本土厭食症個案追蹤。本研究追

感）、姊妹之間的衝突競爭或父母關係不良等

蹤曾於本院門診或住院治療之厭食症患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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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的在於：

描述分析厭食症之結果。包括

會談內容包括先確定最近一個月的飲食行

整體預後、體重與月經狀況、飲食行為問題、

為，以及中斷治療後之臨床病程和治療，如體

合併之精神科診斷、精神病理與社會功能等。

重、月經和飲食行為問題之改變，以及其他合

了解病程。包括診斷亞型之改變、罹病與緩

併行為問題如衝動性、酒精和藥物濫用、自殺

解之時間長短、治療之情形等。提供臨床治療

或自傷行為及偷竊行為。所有面談採半結構式

之參考。

方式進行，並依據三個月來的症狀，以 DSMIV 為診斷標準，重新確立初診診斷並建立目前

方

法

診斷。
2. 量表

研究對象及流程

簡式症狀量表

本研究收集 1985 年 1 月至 1997 年 6 月間

評估精神病理症狀，本量表係根據 De-

於台大醫院治療的厭食症病人，符合 DSM-IV

rogatis 所編著之精神症狀自填量表(SCL-90-R)

厭食症診斷，並且可取得完整病歷記錄者，共

引 進 修 訂[10,11]，依 嚴 重 度 分 五 級 評 分

45 位。個案來源包括精神科門診及住院或他科

（0-4）；可量化下列十個向度的精神病理症

住院照會精神科之個案。首先由助理人員依病

狀：身體化症狀（somatization）、強迫症狀

歷及診療記錄之電話確立個案的住所，說明追

（obsession）、人際敏感（interpersonal sen-

蹤目的及約定回診日期；無法以電話追蹤到的

sitivity）、憂 鬱（depression）、焦 慮（anx-

個案則郵寄短函，簡單說明本研究，並詢問其

iety）、敵意（hostility）、畏懼（phobia）、

聯絡方式，沒回函者隔兩週後做第二次的郵寄

疑 心（paranoid）、離 群（psychoticism）、

追蹤。總計有 17 名（37.8%）無法追蹤，可追

及附加症狀（additional symptoms）；同時可

蹤 到 的 個 案 28 名（62.2%），其 中 4 人

計算一般症狀嚴重度指標(General Symptom

（8.9%）拒絕，2 人死亡（4.4%）；其餘 22 名

Severity Index，GSI)。簡式症狀量表之信度與

個 案 中，16 名（35.6%）與 案 主 會 談，6 名

效度在國內使用於國中生、家庭醫學科與精神

（13.3%）則與母親面談，此 6 名與母親會談

[12-15]。

的個案中乃因人在國外（N=2），或家人不願

社區生活狀態評量表

告知案主目前之聯絡方式（N=4）。故本研究

亦由前兩位作者，依個案最近 3 個月內生

描述分析的對象共 24 名，回收自填問卷有 14

活情形，評估個案社會功能與適應，此量表首

份。

先由胡等發展[16,17]，評估
前兩作者先回顧所有個案之病歷，記錄其

初次就診時的基本資料、病史與症狀表現等；
個案回診後，評估臨床症狀與社會功能，並測

就業、上學或家務），

成就表現（包括

一般適應（工作、休

閒、社交生活之功能與適應），
生活時間安排，

人際關係，

家庭生活五個面向之適應

量其身高、體重，填寫自填問卷；因為距離遠

情形。原先設計的量表分七個等級（0~6）評

或工作關係無法面談者，則以電話進行面談，

分，0 分為適應最差，3 分尚可，6 分最佳。在

並詢問其身高體重，且郵寄自填問卷。

李等的癌症患者研究中予以修訂[18]，修訂版將

研究工具

0~2 分及 5~6 分之項目合併為同一等級，分四

1. 半結構式面談

級計分，0 分為適應差，2 分、4 分、6 分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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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尚可、好與優。得分愈高適應愈好。

公斤（35.7 ± 4.5），平均身高為 159 公分，平

結果評估

均 BMI（Body Mass Index, 體 重(kg)/ 身 高

1975 年 Morgan 和 Russell 將厭食症之結

(m2)）為 14，僅達國人標準體重 65%；開始節

果，依體重和月經之狀況分為佳、中等及差三

食之平均年齡為 16.5 歲，其中 13 名合併暴食，

級[1]，當時還沒有「暴食症」，或「清除型厭

暴食行為發作之平均年齡為 18 歲；16 名有催

食症」之診斷，直到 1979 年 Russell 才提出暴

吐行為，13 名使用瀉劑，此兩種行為之平均發

食症的名稱，描述厭食症之另一種表現形式─

生年齡皆約為 17 歲；4 名有咀嚼食物沒有吞嚥

暴食、催吐和清除等行為[19]。修訂版[9]將結果

隨即吐出之行為（spitting），此行為平均發生

「佳」再次分為：「康復」及「佳」二種。修

年齡為 16 歲。初診診斷中 7 名（29.2%）為節

訂版之分類方法定義如下：

制型厭食症，17 名（70.8%）為暴食/清除型厭

1.康 復(Recovered)：體 重 在 標 準 體 重

食症患者；當時合併重鬱症診斷者有 10 人

85%-115%之間、規則月經、無明顯身體形象障

（41.7%），輕鬱症 5 人（20.9%）。由內科轉

礙及飲食行為問題

介之個案有 3 名（12.5%），其餘為精神科門

2.佳(Good)：體重在標準體重 85%-115%
之間、規則月經、有飲食行為問題如暴食、催
吐、清除行為，或有明顯身體形象障礙
3.中等(Intermediate)：體重偶而在理想體
重 85%-115%之間，及（或）月經不規則
4.差(Poor)：體重在理想體重 85%以下且
停經

診或住院之個案。
依據國外研究，可能影響預後的因子包括
發病年齡、社經階層、教育程度、發病至第一
次就診之時間長短、次診斷類別及最低體重
等，樣本中無法追蹤及拒絕的個案（N=21）與
可追蹤到之個案（N=24）兩組，在這些項目都
沒有差異。

本研究之標準體重系採黃等在 1972 年初
由全省各縣市隨機抽樣 12 萬人，測量其身高
體重而建立之公式計算[20]。

二、 追蹤時之狀況與預後類別分佈
1. 基本資料與臨床特徵
從首次就診到本研究追蹤之時平均為 6.4 ±
3.7 年（2-13）；如表一所示，追蹤時 22 名個
案之平均年齡為 25.6 歲，就業率為 54.5%。5

結

果

人在過程中結婚，已婚率佔 22.7%，這 5 人中
有子女者共 4 名。樣本之年齡層就業率普遍高

一、 初次就診之基本資料及臨床特徵
表一列出 24 名個案初次求診時之基本資

於台灣地區同年齡層之女性一般人口就業率
[21]，但結婚率卻遠低於平均值[22]。

料，其中只有一名男性（4.2 ％），個案初診

本研究個案在整個病程中接受追蹤與治療

之平均年齡為 20 歲（20.2 ± 5.4），發病年齡

的情形如下：有六成個案曾接受精神科住院治

在 11 歲到 26 歲間，平均為 19 歲（18.9 ±

療（N=14，58.3%），這些個案平均住院天數

4.7）。從發病至就診之時間從 3 個月至 5 年不

為 63.3 ± 77.6 天；有四分之一個案曾經接受內

等，平均約 1 年半左右。約 80 ％之個案屬中

科住院治療（N=6，25.0%）；接受精神科門診

上階層，各階層的人數分佈並未呈現統計上有

治療規則追蹤 4 次以上者有 21 人（91.3%），

意義的差別。24 名個案中初診之平均體重為 36

全部個案門診追蹤次數平均大約 11 次（10.9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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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at initial contact and
follow up

≧

≦
≧

12.4），有兩名完全沒有接受過精神科門診治

身體形象障礙；「中等」8 名（33.3%），其中

療，僅由照會管道與精神科接觸；目前僅有 3

2 人體重正常，但在賀爾蒙使用下才規則來

名個案因飲食行為問題規則至門診追蹤，一個

經；「差」者 3 名（12.5%），預後差的 3 人

月至少 1 次。

中包括兩例死亡之個案（見表二）。故本研究

2. 病情結果分類

顯示接近 55%之個案月經與體重可恢復正常範

依修訂版的 Morgan 和 Russell 整體結果分

圍，死亡率為 8.3%。

類，24 名個案中完全康復有 10 名（41.7%），

病程結果與初診時及追蹤時之體重、月經

其中包括 1 名男性；「佳」有 3 名（12.5%），

及飲食行為問題之分佈情形如表二所示。結果

此 3 名中有 1 名體重稍重，達標準體重之

「佳」者，無論在發病時及追蹤時有飲食行為

121%，因為此個案三餐規則，一個月約有一次

問題之比率均高；康復組有 1 名追蹤時未達

的暴食行為，考慮其月經規則，體重超重的程

85%理想體重，乃因個案之「健康體重」（發

度小，故將此個案歸於「佳」之組，另 2 名體

病前之一般體重）較輕，約 80%理想體重，個

重在標準體重範圍，有規則月經，但合併飲食

案達其病前體重後即有規則月經，個案目前比

行為問題如暴食、催吐、清除行為，或有明顯

其健康體重多 2-3 公斤，故雖其目前體重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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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 體 重 之 85% 以 上，仍 將 之 歸 入「康 復

時都處於低體重狀態，兩者都屬清除型厭食症

組」。

患者，且發病年齡都比較高，皆有規則使用瀉

2 名死亡案例中，一例於 28 歲發病 33 歲

劑及催吐的習慣，兩者因營養不良於內科病房

死亡，最低體重為 23 公斤，僅達 45%理想體

住院，由內科系統照會精神科，非主動求助。

重；另一例 28 歲開始節食，31 歲達厭食症診

另一名存活而預後差的案例，也屬於清除

斷，39 歲死亡，最低體重 28 公斤，為理想體

型厭食症，曾於內科、精神科住院，也曾因厭

重 52%。樣本之死亡率比一般同年齡女性死亡

食症接受個別心理治療，其最低體重為 19 公

率高出甚多[23]。二例死亡原因都非自殺，死亡

斤（理想體重的 37%），目前仍處於低體重狀

Table 2. Description of eating behavior and nutritional status among anorexia nervosa
patients in different outcome categories

×

×

55

56

厭食症之追蹤研究

況（38 公斤，75%理想體重），病人否認目前

％仍有暴食之情形，27.3 ％仍會催吐，9.1 ％

有飲食行為問題和情緒問題，也拒絕接受進一

有使用瀉劑之習慣，4.2 ％會咀嚼食物後吐出。

步的治療。

22 名存活病人在整個病程中，6 人曾自殺，4

將病人依病程結果分為兩大組、「康復」

名有偷竊行為，且皆為清除型厭食症患者；2

與「佳」合併成一組，將「中等」及「差」合

名有酒精濫用史，此二人酒癮問題目前仍持

併成一組，利用 t-test 與卡方檢定檢測，發現

續。追蹤時達重鬱症者 1 人，輕鬱症者 2 人。

二組在發病年齡、得病時間長短、發病至求診

4. 一般精神病理

之時間、體重（最低體重及初診體重）、催吐

14 名填寫簡式症狀量表之個案中，7 名為

行為等並無顯著差異。

「康復」組，1 名為「佳」，6 名為「中等」，

3. 體重、月經和飲食行為及其他相關問題

以各症狀指數高於 2 個標準差以上（T score>

追蹤時 22 名存活個案之平均體重為 50 公

70）為嚴重症狀之指標，追蹤時一般症狀指數

斤，BMI 平均為 19.7，平均達 93.3%標準體

過高之個案佔 35.7 ％，各向度症狀發生頻度最

重。三分之二的病人（N=16, 66.7%）體重大於

高的前五名為強迫、憂鬱、敵意、人際敏感及

85%標準體重。就月經規則性而言，活存的 21

畏懼，其中有嚴重強迫症狀者佔 42.9%，其餘

名女性中 14 人（66.7%）有規則的月經，4 人

四種向度症狀嚴重者皆佔 35.7%。整體而言，

雖有月經來潮，但週期不規則； 2 人（9.5%）

「中等」者在各向度症狀中達嚴重程度之人數

在服用賀爾蒙狀況下來潮；1 人持續處於停經

比例均較「康復」組高，尤其在憂鬱、敵意與

狀態。追蹤時 45.8 ％的個案有節食行為，36.4

一般症狀指數這三向度中甚至高出 50 ％以上。

Table 3. Outcome of the 22 surviving subjects based on social adjustment characteristics

Table 4. DSM-IV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anorexia by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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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SM-IV 分類中分別落於厭食症、暴食症、

5. 社會功能適應
病程結果分類與社會功能適應之分佈情形

厭食症部份緩解、暴食症部份緩解這四種診斷

如表三，從分佈狀況可見：結果愈好者社會功

範疇。追蹤時共有 10 人（41.7%）完全沒有飲

能適應情形愈好；除了完全康復之個案以外，

食障礙症之診斷，符合厭食症診斷標準者有 2

其他個案之社會適應在「成就表現」這個向度

人（9.1%），符 合 暴 食 症 診 斷 者 有 3 人

比其他向度好，但「家庭生活」這個面向卻明

（13.6%）。

顯適應較其他方面差，這樣的結果符合臨床經

三、 病程

驗：即厭食症病人可維持工作、上學或家務處

24 名 個 案 平 均 罹 病 期（duration of ill-

理之能力，但與家人之相處及互動往往還有相

ness）約 6 年（5.8±3.9），「罹病期」之定義

當多的問題存在。

為從符合 DSM-IV 厭食症診斷開始至疾病緩解

（6）診斷

或追蹤時或死亡之時間；已緩解的 10 名個案

表四列出追蹤結果與 DSM-IV 診斷別之關

平均罹病期為 4 年（1-6 年）。圖一以圖表方

係，康復組在 DSM-IV 診斷分類系統中均未達

式說明個案病程。節制型的病程可大略分為三

診斷標準，「差」的個案在 DSM-IV 系統達厭

大類，44.4%的病人罹病一段時間後節食行為

食症診斷標準。「佳」及「中等」這二組個案

改善，病情緩解，從發病至緩解平均約 3 年
（1-5 年）；三分之一的病人持續節制型厭食

2.8yr

3.5yrs

1.6yrs

5.3yrs

7yrs

9yrs

2.5yrs

Fig 1. Course of anorexia nervosa in 24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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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之症狀；22.2%的人在一年半左右轉為暴食/

之案例，依 Eckert 再發的定義[9]，也沒有個案

清除型厭食症，這群病人中，有人可從暴食/清

在達到正常體重一年後再發。

除型厭食症緩解，也有人持續維持低體重，並
有暴食及清除之症狀。清除型厭食症之病程也

討

論

可大略分為三種，20%的病人飲食行為與營養
狀況問題和體重逐漸改善至緩解，平均罹病期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厭食症之病程與結果變

約 5 年（5-6 年）；46.7%在病程中體重持續增

異性大，病情可能痊癒、慢性化或導致死亡。

加至正常體重，甚至過重，但暴食與清除之行

約 55%的個案預後結果佳，45%的個案預後結

為持續，為暴食症，從清除型厭食症轉為暴食

果不良，雖然國內厭食症的診斷和治療較國外

症診斷的平均時間約 2 年半，這群人中有人可

來得晚，然而其預後與許多追蹤研究之結果卻

由暴食症恢復，也有人持續有暴食及清除之症

很相近[2, 3,9,24]。本研究雖有所有回溯性研究

狀；另外 33.3%的病人則持續低體重且合併有

難避免的記憶力誤差的缺點，且相較國外其他

節食、暴食和清除之症狀，甚至死亡。本研究

研究，本研究有較高比率的個案（46.7%）拒

中清除型厭食症患者沒有轉變為節制型厭食症

絕或無法聯絡，然而，一些影響預後之危險因

Table 5. Comparison of general outcome in previous studies of anorexia nerv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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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發病年齡、社經階層、教育程度、發病至

於 Shork, Ratnasuriya 與 Hall 之預後結果「佳」

第一次就診之時間長短、次診斷類別及最低體

之個案比率較低，在 30%-37%之間；Shork 的

重等，在拒絕及無法聯絡的個案與研究樣本間

研究預後結果「佳」的較少，應該與其預後評

並沒有差別，故即使追蹤比例較低，研究樣本

估方式不同有關，而 Ratnasuriya 的樣本多為慢

應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而且本研究由資深的

性、嚴重的病患，可能影響其結果。本研究之

精神科醫師以半結構會談之方式收集個案之體

個案從發病至就診的平均時間較短，且約 45%

重、月經、飲食行為、診斷、社會功能與適應

為門診病人，這些可能是預後結果較好之個案

等資料，並著重飲食障礙症現象學階段性的改

比率高的原因之一。所有個案並未如國外 Eck-

變。這些資料使我們能將個案依體重、月經、

ert 研究中[9]，42%的個案經過治療體重回復後

飲食行為之情形加以分類，與其他研究比較

再發之情形，但本研究死亡率偏高（8.3%），

〔1-9,25,26〕，並從不同面向了解飲食障礙症

二位死亡之病人都是內科住院照會精神科之個

的預後結果。

案，未曾接受積極的精神科住院處置，提示我

表五為本研究與其餘四個方法學類似之追

們如何加強病人接受精神科治療之動機，及建

蹤研究比較表，其中 Eckert 與 Schork 之樣本

立積極的醫療照護，是我們亟需繼續努力的方

都是曾住院至少 5 週，並接受行為治療或藥物

向。

治療之個案；Ratnasuriya 的樣本是曾住院治療

與一般人口相較，厭食症病人之受雇率

之個案；Hall 的樣本中，72 ％曾住院積極治療

高，但其結婚率低，同時在社區生活狀態評量

至恢復標準體重，66 ％接受至少 30 次之個別

表（表三）預後「中等」及「差」之厭食症個

心理治療。由表可知，本研究個案從發病至就

案在「成就表現」方面之適應尚可，但「家庭

診時間短，約一年半左右，在 Eckert[9]、Rat-

生活」則是適應最差的面向。這是否暗示厭食

nasuriya[25]與 Hall[8]之研究中，個案從發病至

症病人可維持相當的工作能力，然而其異性相

求診平均皆超過 3 年；平均追蹤時間方面，本

處或在家庭中之人際關係卻面臨困難？此推論

研究約 6 年半，追蹤期較其他研究短，Ratna-

仍須進一步之資料證實。然而，目前之預後結

suriya 追蹤個案長達 20 年，Eckert 及 Shork[26]

果研究中，厭食症之診斷或預後結果只代表月

也有 10 年左右；本研究個案回復正常體重之

經與體重之康復狀況，在追蹤時，仍有相當比

比率與 Hall 之資料相近，約 60%左右；至於月

例的個案有其他如生活適應、人際關係與憂

經來潮之比率在本研究中約 80%，其餘四個研

鬱、焦慮等精神病理症狀、或其他飲食行為的

究在 50-68%之間；本研究與 Eckert 採相同的

相關問題，這提示我們在厭食症治療上宜關注

預後結果評估方式，而 Ratnasuriya 及 Hall 則

到其家庭動力、支持、成員關係等面向，方能

採原始版的 Morgan 和 Russell 結果評估，故在

全方位處理其問題。

這兩個研究中，結果「佳」者相當於本研究中

病程方面，節制型的個案較清除型之個案

的「康復」或「佳」，而 Shork 採 Russell 在

所需的康復期短，節制型平均 3 年，清除型平

1987 年修訂的版本[27]，不論體重與月經狀況

均 5 年，至於沒有緩解的 12 名存活個案中，

如何，只要每星期至少有一次暴食或清除行為

從發病至今所經過的時間在兩年半到 18 年之

都視為「差」，本研究中「康復」及「佳」之

間，而「佳」的 3 名平均為 10 年（4.5-17.9

比率與 Eckert 之結果接近，都在 50%左右，至

年），「中等」者平均為 6 年（2.5-1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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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結果差的那名個案從發病至今為 3 年。

性提高[3]。本研究中這些危險因子並沒有影響

Morgan 和 Russell 建議觀察厭食症病程至少需

預後結果。

4 年才能完整的看出其病程變化[1]。Hsu[28]在

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厭食症病人之發病年

1988 年一篇回顧性文章指出厭食症病程超過 5

齡、體重下降、預後結果和罹病期等與西方國

年者慢性化之機率高，超過 12 年者康復的機

家之研究結果近似，其病程多樣，從完全康復

會非常小，然 Ratnasuriya 的厭食症追蹤研究長

至死亡都可能，本研究可提供本土厭食症臨床

達 20 年，其研究顯示：即使超過 15 年仍有病

與研究之寶貴實證資料。

人繼續康復[25]。本研究為 2-13 年追蹤研究，

誌

有些病人預後不佳可能因為尚未完成其病程之

謝

故，值得再繼續觀察後續病程及精神病理學變
感謝蘇湘婷小姐及王家珍小姐幫忙資料收

化。
本研究發現：沒有任何個案從暴食/清除期
進入節制型厭食症；但節制型厭食症有 22.2%

集、整理及鍵入，因為他們的幫忙，本研究得
以順利完成。

轉變為暴食/清除型厭食症，節制型厭食症的預
後似乎比暴食/清除型要好。Eckert 的研究中有
17%原本為節制型厭食症之病人發展成暴食厭
食症（bulimic anorexia），而原本為暴食型厭
食症之個案並無發展成節制型厭食症之案例
[9]；但 Hsu 研究提到節制型厭食症轉變成清除
型厭食症之比率是清除型厭食症轉變為節制型
厭食症之二倍[28]，其中差別可能是定義不同。
本研究發現有些暴食/清除型厭食症病人在病程
中降低暴食的頻率，但是仍維持原來節食和清
除行為，故暴食/清除型厭食症之暴食/清除症
狀 穩 定 度 頗 高。另 外，DSM-IV 診 斷 系 統 或
Morgan 和 Russell 預後分類中，都將暴食與清
除視為同一型態之症狀，未特別區分二者，在
本研究 17 名病程中曾出現暴食或清除行為之
個案裡，有 1 名（4.2%）從來沒出現過暴食的
症狀，僅使用催吐及瀉劑，故暴食與清除行為
並不一定會併行。
雖然有些厭食症追蹤研究指出一些與預後
差的相關因子，如發病年齡晚[2,29]、發病至求
診時間長[29]、病程長[28]、體重低[4,30]、有催
吐之習慣等[30-32]，目前只能說這些因子具有
累積效果，不利因子愈多，預後結果差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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