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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前 言

代理型佯病症 (Factitious Disorder by Pro-

xy) 係屬一種幽微複雜的兒童虐待形式[1]。這

類受虐兒童多半係受其主要照顧者（母親為

主）以蓄意方式偽造其身心疾病症狀或病史，

導致受虐者接受不必要之檢查、治療或住院，

甚有致死者[2]。1977年英國小兒科醫師 Mea-

dow首次報告了二例由母親偽造小孩疾病之個

案。因其與成人之孟喬森症候群 (Munchausen

Syndrome)有雷同之處，故以代理型孟喬森症

候群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稱之

[3]。其後世界各地續有約 200篇個案報告，大

多發表於小兒科期刊[4]。1994年美國精神醫學

會在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 (DSM-IV)

的附錄中，首次將之命名為代理型佯病症[5]。

現今臨床上所指之代理型佯病症包含異質

性相當高之複雜現象[1,6,7]。過去累積之個案

報告泰半由小兒科或兒科相關臨床工作者所觀

察發表，多著重於施虐行為對受害者所造成之

身體傷害，至於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心理層面評

估，著墨甚少[4,8,9]。少數由精神科發表之案

例，亦多見於綜合醫院之精神科，臺灣本土之

唯一案例報告亦見於綜合醫院之精神科[10]。

至於由精神科專科醫院所報告之案例極為罕

見。本例個案以熱痙攣為其女兒主要症狀，因

長達 4年的反覆求醫行為導致其女學習環境之

諸多文化刺激被剝奪、而有心智發展遲緩及明

顯之慮病傾向。

本例報告提出施虐者之精神病理分析與其

對受害女兒可能造成之身心傷害，以及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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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院醫療團隊如何有效介入。

病例報告

個案為 41 歲已婚女性，高中肄業，家庭

主婦，育有一女，現年 7歲。個案生長於傳統

重男輕女之臺灣省家庭，手足眾多，個案為 8

個子女中之老么，與兄姊年齡相差懸殊，與年

齡最近者差 8 歲。因為是么女，故受母親縱

容。個案個性任性固執，情緒起伏大，人際關

係表淺，在校時成績中下，與同學無深交，高

一時即以缺乏興趣為由輟學。平素對母親十分

依賴，自小與母親同榻而眠，直到 23 歲母親

去世為止。母親去世前臥病經年，由兄姊輪流

照料。個案因當時未能盡心，至今仍深感內

疚。年輕時個案曾斷續做過一些工作（公司職

員、作業員、總機小姐），皆未滿一年便稱無

趣而辭職。平素只喜化妝、穿戴打扮及歌唱，

少有知心友人。33歲時與相親認識未及一年之

對象結婚，自覺二人之間鮮有戀情，只因自己

年華老大才肯下嫁。案夫原為職業軍人，中校

退役後轉保險業。個案與案夫婚後感情不睦，

時有口角。翌年分居，個案與尚在襁褓中之幼

女（以下簡稱案女）搬離自行生活。案夫除每

月給予 4萬元左右之生活費外，對母女生活多

不聞問，且另結新歡。分居翌年，案女發生熱

痙攣住院後，方得到案夫之關注。此後案女雖

有固定在某綜合醫院小兒科門診，以Carbama-

zepine及 Sodium Valproate治療。個案卻仍頻

送案女至急診，並屢以案女〝即將發作〞、

〝已經發燒了〞為由，堅持要求住院觀察。該

院發現案女在住院觀察後常無異常症狀，卻很

難說服個案。每次住院，個案均與案女形影不

離，與醫院工作人員亦十分熱絡。個案亦常抱

怨身體不適，希望在案女住院期間可一併接受

診察。案女自 3歲熱痙攣發作後，大部份時間

均在醫院渡過，幾無機會上學及接觸其他兒

童。7歲仍包尿布，因為個案堅稱案女會把自

己弄髒。外出必戴口罩，因為個案擔心案女受

到病源傳染，案女自己也怕生病而一直不敢拿

下。個案平日要求案夫至醫院探視及代購生活

用品，並屢要求案夫接送，但仍頻頻抱怨與口

角。88 年 9 月，個案向案夫提出無力撫養案

女，威脅其申請社會局寄養。社工人員介入後

要求個案攜案女至本院門診評估。個案遂於同

年 10 月來本院門診接受身心功能檢查與心理

測驗評估。

個案對於來精神科顯出表面討好醫師，實

則消極抗拒的態度。會談中個案缺乏耐心，情

緒焦慮，表情變化快且誇張。外觀裝扮濃艷且

新潮。說話速度快，人未坐定即滔滔不絕，話

題不易打斷。談話內容則有明顯之慮病焦慮，

擔憂自身有14處器官功能失調，如心律不整、

過敏性鼻炎、腕隧道症、小腿肌肉痙攣等。甚

至因頭痛而煩惱是否罹患腦瘤，自認亟需全身

健康檢查。同時也不斷強調擔憂案女的教養問

題和健康狀況，認為案女十分孱弱，自己也因

照料她而健康惡化。言詞中對案夫充滿怨懟，

指其不負責任，讓她一人母兼父職。希望有人

能協助她把案女帶養好，自己方有餘暇可去幫

助弱勢族群，擔任義工。個案對身體不適之陳

述顯興緻高昂，但完全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需要

精神科幫忙之處。智力測驗 (WAIS-R) 結果顯

示其語文智商 93，操作智商 79，總智商 86，

屬中下智能範圍。注意力測驗（台大注意力測

驗）顯示有中度偏差，會忽略應注意之刺激。

班達完形測驗 (Bender-Gestalt Test) 顯示其有

求好求全傾向，不能忍受錯誤，對衝動及情緒

控制差。個案之柯氏性格量表則顯示有猜疑、

不安、焦慮之症狀傾向，有強烈的自卑與依賴

需求。依 DSM-IV診斷準則，其症狀在第一軸

符合未分化型擬身體化症，第二軸則為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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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違常。

案女亦接受評估。會談中案女態度靦腆，

情緒平和。穿著厚重臃腫、戴口罩。言談切題

但字彙貧乏，在命名及名詞理解上較差，有明

顯慮病焦慮、怕髒、怕有毛動物、怕細菌及怕

生病。迄今不敢使用公廁，外出必穿尿布。心

理衡鑑中，案女在相似比對注意力測驗

(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中顯示對於辨

別比對之工作有困難。魏氏兒童智力測驗

(WISC-III)中語文智商為 67，操作智商 60，綜

合智商 61，顯示智力在輕度智能不足。在兒童

主題統覺測驗 (Children's Thematic Appercep-

tion Test) 中，案女在表達能力與理解指導上

有困難，顯示平時訓練太少，鮮少有聽人說故

事經驗。綜合而言，案女的智力落於輕度智能

不足，加以後天文化刺激缺乏，較無法做抽象

性或邏輯的思考，數字概念差，沒有部分與整

體的概念，反應僵化，缺少應變能力。除輕度

智能不足外，案女亦因前述之慮病焦慮，疑有

未分類擬身體化症 (Somatoform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之診斷。

在個案及案女來院評估後，兒童青少年精

神醫療團隊（下稱兒青團隊）于懷疑此為代理

型佯病症之案例考量下，即積極介入。除向案

女過去就診醫院調閱其過往就診住院摘要外，

並向其主治醫師徵詢看法。該兒科醫師對於個

案反覆攜女求醫行為亦感困擾，在多次說明勸

慰但不見效後，多半以消極方式讓個案與案女

在急診留觀。該院社工人員表示，因案女多次

住院卻未有明顯異常，曾遭健保局以〝輕病住

院〞為由核減住院費用。此後，個案即改以自

費讓案女住院，並要求案夫以其服務之保險公

司負擔案女住院費用。院方對此也莫可奈何，

但是會拒絕對案女進行非必要之診治。與社會

局社工員接觸後獲悉，個案雖屢次要求代覓褓

姆或寄養家庭，但在社會局為其覓得人選之

後，個案卻每每以各種理由不去接觸或根本回

絕。

在掌握上述狀況後，兒青團隊研判案女目

今雖無嚴重身心傷害之立即危險，但長期受虐

已造成其學習剝奪與慮病傾向。團隊決定邀請

個案及案女來院接受治療。自 88年 11月至 89

年 5 月，個案共接受 16 次個別心理治療。因

個案動機不高，治療目標設定於建立信任關

係，抒發個案內在焦慮與對案夫的憤怒，給予

適當的情緒支持，並在處理女兒問題上給予諮

商。同時，案女也接受個別遊戲治療。目標設

定於增強其人際社會發展，改善認知能力與減

少慮病焦慮。89年 5月起，案女加入兒童情緒

處理與人際互動團體，每週 1次，共 8次。在

團體中明顯看出案女對環境理解的不足及不適

切的回應互動方式，口語表達亦有詞彙不足之

情形，在團體治療結束後上述情形稍有改善。

6月中案女也漸漸能拿下口罩，並且在鼓勵下

學習自行如廁。由於案女已屆學齡，卻因頻頻

住院，小學一年級就讀未滿一週旋即中輟。暑

假期間治療目標遂設定於幫助案女在 9月開學

時可順利復學。因此安排案女自 89年 7月 18

日住進本院兒童日間留院至 9月 4日出院。此

期間由個案每日接送案女往返，治療當中個案

則必須在外等候，讓個案逐漸習慣與案女分

離，也讓案女體驗接受規律作息之學習環境。

日間住院期間，個案無抱怨案女發作情形，亦

未曾帶案女急診。案女在 9月開學後已順利復

學，每日可規則上下學，出門亦不再戴口罩和

穿尿布。目前個案及案女每月回本院門診追蹤

一次。

討 論

代理型佯病症在臨床上多以兒童原因不明

的長久反覆就醫現象呈現[11]。加害者通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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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其偽病手法輕者為口頭報告誇大、不實

的病情或症狀（常見為痙攣發作或昏迷），亦

有除口頭報告外，加上檢體或病歷的偽造

[12,13,14]。較嚴重者，則涉有故意以藥物或其

他方式造成兒童之臨床症狀，甚至有致死者

[15,16,17,18]。而偽報兒童精神症狀者亦偶有所

見[19]。加害人在病房中表現通常是憂心慈母

狀，與患童形影不離[2,8,13,20,21,22,23]，與醫

院工作人員則泰半十分熱絡[24]。少數加害人

則本身具有醫藥背景[12,14]。加害人平日與子

女的關係過於緊密，常有過度呵護或分離焦慮

的現象[1,24]。至於加害人在精神病理上，對於

自己及子女的身體常有研判過度及執迷的想法

[25,26]。多數加害人有身體化 (somatising) 傾

向，包括擬身體化症或佯病症 (Factitious Dis-

order) [1,4]。在第二軸向診斷上，則以戲劇性

人格或邊緣型人格違常較常見。混合性人格亦

多[4,27]。加害人通常顯現低自尊[1]，在現實生

活 上屢 有挫 折，配偶 與親 友 關係 淡漠

[2,28,29]。加害人在藉子女尋求醫療的過程中

獲得焦慮的抒解或逃避問題。以心理動力學觀

點，此類加害人因與子女間的人際界線模糊，

自己的身體化傾向〝溢出〞(spill over)，投射

至子女身上，使子女成為代罪羔羊[1,6,8,14]，

而受虐子女在未來則有較高的比率罹患擬身體

化症或佯病症[6,8]。

本例中個案自身個性自卑、依賴，且有明

顯擬身體化症狀與戲劇性人格特徵，人際關係

不良，婚姻失敗，藉由帶案女反覆就醫的行

為，減除自己是不適任母親的焦慮自責，表現

自己是〝被需要的慈母〞，以彌補自己是〝不

被需要的妻子〞之自卑與創痛，並將個人之身

體化傾向投射至女兒身上。加以案夫外遇，個

案或可藉此達到控制案夫、獲取注意力之目

的。個案偽裝案女病症的手法雖僅止於不實報

告或誇張症狀，但案女長期反覆就醫住院及過

度被照顧，已明顯造成因文化刺激不足所致之

智能發展遲緩現象，甚至案女也習染到母親的

身體化傾向與慮病焦慮。為避免傷害結果之擴

大與深化，即早介入處理至為必要。

本個案呈現代理型佯病症患者之精神病理

與家族動力關係。本院兒青團隊迅速的介入，

同時分別針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處遇，不唯有

效遏止此一虐待的繼續發生，更積極改善了受

害者的慮病現象、自我照顧能力及人際社會適

應。

因此類個案多發生於兒科，因其特殊之精

神病理與臨床表現，較不易為人覺察。在精神

科專科醫院中被診斷及介入之經驗實屬罕見。

特此提出，以籲請大家對這類潛藏的兒童虐待

方式加以重視，提高警覺[10,30]，及時而切要

的介入，以中止及預防可能對兒童造成之身心

傷害，且避免不必要之醫療資源浪費。地區性

的精神專科醫院與兒科醫師、家庭醫師及社工

人員間良好的轉介合作關係，以及專業敏銳性

和處置能力之增強，是達成上述目標之重要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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