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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提供之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提供之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提供之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提供之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主要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早療中心鄒國蘇

醫師提供二份綜合報告書範例與病歷範本，一份是 4 歲 11 個月 ADHD 之男童，另一

份為 3 歲 8 個月之自閉症男童，如下。 

一、4 歲 11 個月 ADHD 之男童病歷範本 

__________________醫院_______________科(中心) 

兒童精神醫學初診兒童精神醫學初診兒童精神醫學初診兒童精神醫學初診 

姓名:  黃 O O                           評估日期: 102 年 2  月 20  日  

病歷號碼: 3602XXXX                    出生日期: 97  年 3  月 18  日 

性別: �男 □女                          矯正年齡:    歲    月 

生理年齡: 4 歲  11 月                 預產期:    年    月    日 

來源:   母親, patient  通報者:            轉介者:     老師       

ㄧㄧㄧㄧ、、、、主訴主訴主訴主訴 

     活動量高，易分心 

二二二二、、、、現在病史現在病史現在病史現在病史 

     幼兒期(>1y/o): 跑來跑去，只有睡覺才安靜下來；很急,無法等待； 

                      吃東西很快，常咬幾下就吞；外出會亂跑,人來瘋。 

    上學(小班):   上課坐不住,不肯午睡。 

                 排隊時會推擠,不順其意會大哭；上律動課會很 high，無法聽指令 

         中班:   可坐得住，易扭動，會分心(東張西望)。   

                 畫圖操作課可專注 15’~20’ 

                 常常沒在聽要提醒；常常容易碰傷、跌倒。   

三三三三、、、、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 

1. G  1 P  1 SA    AA    ；母親生理狀態�正常□異常             

2. 懷孕週數 38+wk ；出生體重 3230gm ； □SGA�AGA□LGA  

   出生方式□NSD�C/S□Others   due to malpresentation 

3. 生理疾病: 

          1. Febrile convulsion at 1y8m/o 

          2. Rt inguinal hernia s/p hernioplasty at 2y/o 

四四四四、、、、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 

 1.    動作  �無明顯異常 □延遲 □坐      □爬      □走 1y2m/o    □不確定 

 2.    語言  □無明顯異常  �延遲  第一個單字      ， 1  歲  7 月 □不確定 

 3,    社會性 □無明顯異常 

              �延遲         □特定依附關係  ~2y/o       

                             □分離焦慮   ~2y/o          

                             □陌生焦慮  尚無           

 4.    氣質:  short sleep，difficult to wait 

(續下頁)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成果報告不代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意見] 
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 

廖華芳、潘懿玲。研擬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輔導訪查基準計畫。衛生署研究計畫。花蓮：中華
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2013 年 06 月 14 日。 

Liao HF, Pan YL. The Indicators of Consultation and Visiting for the Joint Assessment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A Research Project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Hualien, Taiwan: Chinese Early Interventi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June 14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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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家庭史家庭史家庭史家庭史 

主要帶養者     母親                                           家族圖 

 

    1. 養育情況:  算好帶，作息尚規律 

    2. 親子關係: 目前尚可，較黏媽媽 

    3. 早期社會文化環境刺激: 外出活動多， 

      少靜態活動及學習。 

    4. 手足關係:  會跟妹妹爭搶玩具，搶不到會動手打人 

    5. 特殊家庭狀況 �無 

                    □有                  

六六六六、、、、學校適應學校適應學校適應學校適應          上中班， 喜歡上學。 

1.  學校成就:         上課會分心，坐不住。 

2.  人際關係:         會和小朋友一起玩，但無固定好友。 

3.  行為情緒表現:     不順其意會生氣，一下子就好了。 

七七七七、、、、生理生理生理生理、、、、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        

    1. 特殊外觀   □無  �有 large ears, small chin, some brownish spots over Rt hip 

    2. 身體檢查   身高  109  cm；  體重  20  kg； 頭圍   51  cm 

    3. 初步發展評估 

                     1)上下樓梯不須扶持，可一步一階。 

      1)  粗動作     2)接球(一) 3)單腳站 5 秒 左/右 +/+   

      2)  精細動作   1)仿畫+(+) O(+) 2)畫人(至少 3 部份)OK 

      3)  語言       1.命名(+)/用途(+) 2.explain why 3.follow 2-step commands (+)     

      4)  社會自理   1)使用筷子(一) 2)用肥皂洗手並擦乾(?)                           

                     3)自行穿襪子,外套(+) 

4. 社會互動: 尚可合作，但較自我，有時不遵循指令。 

      1)  溝通能力:  可切題回答，說話速度快，常想到什麼就說。 

      2)  視覺接觸:  適切 

      3)  陌生焦慮:  不明顯 

      4)  分離焦慮:  不明顯 

    5. 情緒:        愉快，易興奮，挫折忍受度較低易生氣。 

    6. 活動量:      高，易扭動，摸東摸西，動作大。 

    7. 注意力:      短暫，易分心。 

    8. 適應特質:    可主動探索。 

    9. 學習的動機、特質:  主動，但一有困難就要人幫忙，較少思考。 

    10. 遊戲能力:    己有想像，扮演的能力。 

                     Ex 恐龍、老虎、獅子互相對峙、打來打去。 

(續下頁) 

 
 

↑ 

PT 
3+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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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 

    1. 發展遲緩或偏差  □無  �有  □疑似 

                      □語言溝通( □口語表達  □語言理解 ) 

                      �粗動作  □精細動作  □認知  □社會  �情緒 

                      �生活自理  �注意力 

    2. 生理疾病診斷 

        Some dysmorphic features, cause? 

    3. 精神疾病診斷 

      1)     R/O ADHD             

      2)                          

      3)                          

九九九九、、、、慮置計畫慮置計畫慮置計畫慮置計畫 

    1. 轉介評估  �智能 □語言 □職能�物理�特教 □聽力 □社工 

                 □團體評估 

2. 轉介療育                  

    3. 照會醫師  □小兒神經科�小兒遺傳代謝科 □小兒復健科 

                 □其他                 

    4. 申請個案管理員 

    5. 轉介 □醫療院所  □兒童發展中心  □特殊教育  �托兒所、幼稚園 

    6. 親職教育:  衛教書,單張 

    7. 其他       問卷: 活動量表 

                        文蘭適應量表 

 

 

 

 

看診醫師 

 

 

 



139 

 

二、4 歲 11 個月 ADHD 之男童綜合報告書範例 

 

壹壹壹壹、、、、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主主主主 

訴訴訴訴 

與與與與 

就就就就 

診診診診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主訴 

注意力不集中，易分心 

就診問題 

□生理 □運動 □視力 □聽力 □語言溝通 □認知 □感覺 □情緒 

□行為 □過動 □精神 □學習 □遺傳諮詢  

□身心障礙鑑定 ■其他 :注意力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心智心智心智心智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出生發展史：OO 出生為第一胎，足月、體重較重 3900 公克、剖腹產(子宮口未開)。嬰幼兒期發展里程碑

皆在正常範圍內。 

2.主要照顧者為母親，好帶，可講道理，有特定依附關係及分離焦慮，不太怕生，睡覺時翻滾多，父母本身

比較外向好動，較少靜態學習，大多為出去玩，常接觸外人，與妹妹有手足之爭。 

3.學校史：目前就讀幼稚園中班已上一年，老師表示注意力較弱容易分心，喜歡上學但似乎沒有較要好的朋

友。 

4.臨床評估：活潑，活動量高，語言表達能力佳，理解力亦佳，眼神接觸適當，較容易分心，動作大、快、

急，衝動性高不容易等待，不太受約束，挫折忍受力較低，坐不太住,常東張西望，對聲音很敏感，不太容

易遵循指令，遊戲時常發出許多噪音，常常容易碰傷、跌倒，環境適應及學習能力均佳，有假扮性遊戲能

力。 

結論：經門診及團隊評估後顯示 OO 粗動作及社會情緒發展遲緩並有邊緣過動症現象，建議家長加強親職

教養技巧並增強靜態學習經驗，定期追蹤、確診。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遺傳遺傳遺傳遺傳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神經神經神經神經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復健復健復健復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科別科別科別科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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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評評 

估估估估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無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發展遲緩 

■發展遲緩 

認知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語言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說話發展遲緩 □語言理解遲緩   

□語言表達遲緩 □混合型語言遲緩 

□其他: 

動作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粗動作發展遲緩 □細動作發展遲緩   

□動作靈巧與協調度遲緩 

□其他: 

社會情緒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情緒 □社會適應 ■人際互動 

□其他: 

非特定性發展遲緩 

□懷疑異常，繼續追蹤 

■發展異常 

□視知覺 □聽知覺 □感覺統合  

■注意力 ■過動/衝動 

□其他: 

感官 

□懷疑異常，繼續追蹤 

□發展異常 

□聽力:（左:分貝；右:分貝） 

□視力:（左:；右:） 

□視力:（左:；右:） 

□視力:（左:；右:） 

功能性診斷：■確定 □疑似 

診斷： 

1.發展遲緩：粗動作、社會情緒  2.疑注意力缺損過動症(邊緣) 

附註：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身心障礙手冊 
□已持有 □暫不需要申請 □符合申請資格 □重新申請   

■不符合申請資格 

■重大傷病卡 □已持有  □符合申請資格  ■不符合申請資格 

■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 ■符合申請 □不符合申請 

■追蹤治療 ■門診追蹤（□小兒科 ■兒童心智科 ■復健科 □其他:） 

□藥物治療: 

□手術治療: 

□選配助聽器    

□復健輔具: 

□弱視訓練   

□牙齒矯正   

□其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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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早期療育，進行訓練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心理治療 ■行為訓練   

□語言治療 □聽能訓練 □認知訓練 □家庭治療   

■社交技巧訓練 ■其他:親職教育 

■相關諮詢 □遺傳諮詢 □營養諮詢 □護理諮詢 ■教育諮詢   

□社會福利諮詢 ■家庭諮商 □其他: 

■安置建議 ■托兒所或幼稚園 □早療機構或發展中心 □醫療院所   

□在宅服務 □轉介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經特教評估再建議安置適合教育需求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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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3 歲歲歲歲 8 個月之自閉症男童個月之自閉症男童個月之自閉症男童個月之自閉症男童病歷病歷病歷病歷範範範範本本本本 

______________醫院___________科(中心) 

兒童精神醫學初診單 

姓名:  王 O O                        評估日期: 102 年 2  月 8  日  

病歷號碼: 2006XXXX                  出生日期: 98  年 6 月  8  日 

性別: �男 □女                       矯正年齡:    歲    月 

生理年齡: 3 歲  8  月                 預產期:    年    月    日 

來源:   母親, patient  通報者:             轉介者:   老師           

 

ㄧㄧㄧㄧ、、、、主訴主訴主訴主訴 

         說話慢，活動量高，不遵守團體規範，學習慢 

二二二二、、、、現在病史現在病史現在病史現在病史 

         幼兒期:早期語言發展慢，兩歲始出現有意義語言，不會爬，爬行時拖著腳，

活動量大，連看電視也坐不住，睡眠時間短。兩歲時曾去醫院看診，填寫

CCDI。評估結果為社會，語言，動作遲緩，建議先上學，未追蹤及療育。 

 

         入學後:小班開始就學，上課坐不住，無法聽老師指令，急躁，常遊走。無

法融入團體活動，專注力短暫，一學期以來毫無改善，不順其意會就哭鬧或

打人，和同齡孩子無互動，會和大孩子追逐，看同儕玩但不參與，只會單純

自己堆積木或看特定書籍。和同儕無言語互動，常自語，對話不會回答，無

法參與團體討論。生活自理獨立性尚可，食慾佳，不偏食，睡眠需求量少。 

三三三三、、、、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與發展相關之出生史、、、、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過去病史及處置 

1. G  3 P  3 SA  0 AA 0  ； 母親生理狀態�正常 □異常             

2. 懷孕週數 38+wk 出生體重 2900 公克□SGA�AGA□LGA  

   出生方式: □NSD  �C/S  □Others    

3. 生理疾病:  無 

四四四四、、、、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 

 1.    動作   □無明顯異常□延遲 ； □坐 8m/o ； □爬不會爬  ；□走 1y1m/o  

              �不確定 

 2.    語言   □無明顯異常 �延遲  第一個單字 ba-ba ， 2  歲 0 月 

              □不確定 

 3,    社會性 □無明顯異常 

              �延遲         �特定依附關係 幾乎無 

                             �分離焦慮 不明顯 

                             �陌生焦慮 3 歲時出現 

 4.    氣質:  high persistence, moody, high intensity,   

poor concentration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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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家庭史家庭史家庭史家庭史 

主要帶養者     父母                              家族圖 

    1. 養育情況:  除脾氣大，算好帶 

 

    2. 親子關係:  尚可,可互動但不黏人 

    3. 早期社會文化環境刺激:  

       不足，多半讓他自己玩或玩手機 

    4. 手足關係:  無互動，兄姐不和他玩，偶對弟弟有興趣 

    5. 特殊家庭狀況 �無 

                    □有                            

六六六六、、、、學校適應學校適應學校適應學校適應          小班始入托兒所， 喜歡上學 

1.  學校成就:         無法參與團體活動，分心,坐不住，多遊走,學習力弱 

2.  人際關係:         與同儕幾乎無互動，僅追逐 

3.  行為情緒表現:     不順其意即哭鬧,尚可接受食物轉移 

七七七七、、、、生理生理生理生理、、、、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心理狀態檢查        

    1. 特殊外觀   �無  □有 

    2. 身體檢查   身高  100  cm  體重  16  kg  頭圍   49  cm 

    3. 初步發展評估 

                     1) 上下樓梯不須扶持,小階樓梯可一步一階 

      1)  粗動作     2) 三輪車(一) 3) jump(+) 4) 爬行姿態怪異 

      2)  精細動作   1)仿畫+(+) O(?不配合) 2)畫人(-) 

      3)  語言       1).naming(+)，short sentence(+) 2).echolalia(+), pronoun 

use(-) 3).follow commands (-), can’t answer questions                  

      4)  社會自理   1)use spoon(+) 2)穿脫褲子，脫襪，脫衣(+)，wash hand(+) 3) 

toilet training: 可自行去大小便，擦拭要協助 

4. 社會互動: 

      1)  溝通能力:  不佳，不聽指令，不會對話，喚名時不理會, 共同注意力差 

      2)  視覺接觸:  短暫 

      3)  陌生焦慮:  不明顯 

      4)  分離焦慮:  不明顯 

    5. 情緒: 表情平淡,被要求時會生氣，都順其意時情緒平穩 

    6. 活動量: 偏高,滿場遊走 

    7. 注意力:短暫,易分心,共同注意力差 

    8. 適應特質:  可探索環境，無明顯焦慮 

    9. 學習的動機、特質:  看固定書籍，不易嘗試新事物 

    10. 遊戲能力:  有建構遊戲，無想像,扮演的能力，仍多敲打，丟擲 sensory 

motor play 為主，玩具操弄時間短暫，多自我刺激(聞東西，拍

手,甩手) 

(續下頁) 

 

    

    

↑ 

PT 

 

6y 
大班 

5y 
中班 

1.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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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診斷及鑑別診斷 

    1. 發展遲緩或偏差  □無  �有  □疑似 

                    �語言溝通(�口語表達  �語言理解 ) 

                    �粗動作  �精細動作  �認知  �社會  �情緒 

                    □生活自理  �注意力 

    2. 生理疾病診斷  

        無 

    3. 精神疾病診斷 

      1)     Autism               

      2)                          

      3)                          

九九九九、、、、慮置計畫慮置計畫慮置計畫慮置計畫 

    1. 轉介評估  �智能�語言�職能�物理�特教�聽力�社工 

                 �團體評估 

2. 轉介療育  全面療育   

    3. 照會醫師  □小兒神經科□小兒遺傳代謝科 □小兒復健科 

                 □其他                 

    4. 申請個案管理員 

    5. 轉介 □醫療院所  □兒童發展中心  □特殊教育  �托兒所、幼稚園 

(申請巡迴治療師) 

    6. 親職教育:  衛教書籍,單張,親職講座資訊 

    7. 其他       問卷: Clancy 量表 

 

 

看診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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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3 歲歲歲歲 8 個月之自閉症男童綜合報告書範例個月之自閉症男童綜合報告書範例個月之自閉症男童綜合報告書範例個月之自閉症男童綜合報告書範例 

 

壹壹壹壹、、、、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評估結果報告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主主主主 

訴訴訴訴 

與與與與 

就就就就 

診診診診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主訴 

說話慢，活動量高，不遵守團體規範，學習慢 

 

就診問題 

□生理 □運動 □視力 □聽力 ■語言溝通 ■認知 □感覺 ■情緒 

■行為 □過動 □精神 ■學習 □遺傳諮詢  

□身心障礙鑑定 ■其他 :注意力，活動量，衝動性，人際互動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心智心智心智心智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出生發展史: 為第三胎, 38+wk 足月，出生體重 2900 公克，早期語言發展慢，兩歲始出現有意義語言，不
會爬，爬行時拖著腳 

2.主要照顧者為父母，活動量大，連看電視也坐不住，睡眠時間短，不太理人，與手足少互動，刺激不足 

3.學校史: 目前就讀幼稚園小班，已入學一學期多，不易遵守團體規範，大多時間在遊走，不順意會哭鬧或
打人，無法融入團體活動，喜歡自己玩，大部分指令無法遵守，必須給予大量的引導。 

4.臨床評估:在門診無法配合評估，活動量大，需要較大量的引導才能對焦，在非結構情境中易出現自我刺
激(敲打)傾向，遊戲技巧不佳，多感官刺激，無想像遊戲能力，互動意願低。 

結論: 經門診及團隊評估後顯示 OO 為全面發展遲緩，認知語言達中度障礙，並有明顯自閉特質，由於配合
度不佳有可能低估其能力。建議建立行為規範，提供一致的教養態度，全面療育，先從一對一認知及互動
訓練開始，申請巡輔老師並考慮重新安置至特教班。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遺傳遺傳遺傳遺傳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神經神經神經神經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小兒小兒小兒小兒 

復健復健復健復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科別科別科別科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評評評評 

估估估估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無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發展遲緩 

■發展遲緩 

認知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語言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說話發展遲緩 □語言理解遲緩   

□語言表達遲緩 ■混合型語言遲緩 

□其他: 

動作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發展遲緩 

■粗動作發展遲緩 ■細動作發展遲緩   

■動作靈巧與協調度遲緩 

□其他: 

社會情緒發展遲緩 

□懷疑遲緩，繼續追蹤 

■情緒失調 ■社會適應 ■人際互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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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 

非特定性發展遲緩 

□懷疑異常，繼續追蹤 

■發展異常 

□視知覺 □聽知覺 ■感覺統合  

■注意力 ■過動/衝動 

□其他: 

感官 

□懷疑異常，繼續追蹤 

□發展異常 

□聽力:（左:分貝；右:分貝） 

□視力:（左:；右:） 

□視力:（左:；右:） 

□視力:（左:；右:） 

功能性診斷：■確定 □疑似 

診斷：自閉症 

附註：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身心障礙手冊 
□已持有 □暫不需要申請■符合申請資格 □重新申請   

□不符合申請資格 

□重大傷病卡 □已持有  □符合申請資格  □不符合申請資格 

■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 ■符合申請 □不符合申請 

■追蹤治療 ■門診追蹤（□小兒科 ■兒童心智科 ■復健科 □其他:） 

□藥物治療: 

□手術治療: 

□選配助聽器    

□復健輔具: 

□弱視訓練   

□牙齒矯正   

□其他: 

■轉介早期療育，進行訓練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心理治療 □行為訓練   

□語言治療 □聽能訓練 □認知訓練 □家庭治療   

□社交技巧訓練 ■其他:全方位療育 

■相關諮詢 □遺傳諮詢 □營養諮詢 □護理諮詢 ■教育諮詢   

□社會福利諮詢 ■家庭諮商 □其他: 

■安置建議 ■托兒所或幼稚園 □早療機構或發展中心 □醫療院所   

□在宅服務 □轉介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經特教評估再建議安置適合教育需求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