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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與專欄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從《沉默的羔羊》 談起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何志培醫師

霍普金斯)，藉以了解兇手的心理狀
態。
漢尼拔被關在一個地牢似的牢
房裡，對研究他的聯邦幹探和警方
派來的心理醫師全都不理，但對克
麗絲則頗感興趣。他願意把找出兇
手身份的線索告訴克麗絲，但交換
條件是她必須把她的過去告訴他。
這部電影裡有兩位引人注目的
暴力犯，他們所呈現的各種行為
和情緒表現，使筆者聯想到臨床上
的一種疾病─「反社會性人格障礙
症」。

《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是於1991年上映

診斷標準

的美國驚悚片，內容描述一名聯邦
調查局實習女探員克麗絲 (茱蒂福

1. 根據DSM-5（2013）精神疾病診

斯特) 奉命追查連續殺人犯「野牛

斷準則手冊對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

比爾」(泰德李凡) 的線索。被害人

的診斷標準，此症乃指患者從十五

全部是女性，且兇手做案後一定會

歲起，對他人權益不尊重及侵犯的

把被害人的皮剝下來。由於兇手的

廣泛模式，表現於下列情況中三項

殺人手法殘酷而異常，警方又毫無

以上：

線索，克麗絲在局長傑克 (史考特

(1)無法符合社會規範對守法的要

葛倫) 指示下去找曾經當過精神科

求，而呈現一再導致逮捕的行

醫師的變態殺人犯漢尼拔 (安東尼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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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拘留或被公安機關管教

(2)欺騙虛偽，呈現一再說謊、使

過。

用化名、或為自己利益或享樂

反社會性人格之類型，以德國

而愚弄他人。
(3)辦事衝動或無法事先計畫。

精神醫學家史耐德之分類被引用較

(4)易怒且具攻擊性，呈現一再打

為廣泛，且對司法精神醫學影響較
大 (表一)。

架或攻擊別人身體。
(5)做事魯莽，不考慮自己或他人

反社會性人格

的安全。
(6)長久的無責任感，呈現一再無

反社會性人格 （antisocial

法維持經久工作或信守金錢上

personality），曾被稱作精神病質

的義務。

性人格或社會病態人格。具有這種

(7)缺乏懊悔心，呈現出對傷害、

性格的人往往缺乏道德觀念，缺乏

虐待他人或竊取別人財物覺得

罪惡感，情感不成熟，以自我為中

無所謂或將其合理化。

心，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其特徵行

(8)患者目前年齡至少十八歲。

為是以衝動和不負責任的方式，有

2. 此外，患者在15歲前有行為規範

時是以敵意和嚴重暴力來顯露內心

障礙的證據，至少有下列3項：

衝突。他們對挫折的耐受力很差。

(1)反覆違反家規或校規。

常不能預計自己的反社會行為帶來

(2)反覆說謊（不是為了躲避體

的消極後果，絲毫沒有不道德或罪

罰）。

惡感。

(3)習慣性吸菸，喝酒。

如影片中野牛比爾是一位在

(4)虐待動物或弱小同伴。

社會中連連犯下綁架、殺人案的犯

(5)反覆偷竊。

人，他做案後皆會把受害者的皮剝

(6)經常逃學。

下來，甚至在被綁架女生痛苦的叫

(7)至少有2次未向家人說明外出

喊中，竟然在笑。他在笑著、跟

過夜。

著、學著井底的參議員之女兒一起

(8)過早發生性活動。

在喊！此外，精神科醫師漢尼拔更

(9)多次參與破壞公共財物活動。

是一位冷靜、狡猾、近乎冷血、毫

(10)反覆挑起或參與鬥毆。

無同情心和同理心、非常自大和精

(11)被學校開除過，或因行為不

於計算不會讓自己吃虧的人。他在

軌而至少停學一次。

法院中刻意讓兩名警員再送一次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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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以預先藏好的金屬打開手銬後

格發生率。

殺害兩名警員，並將其中一名警員

2. 大腦發育不良

開膛剖肚，以大鵬展翅般掛在鐵籠

腦電圖檢查顯示部分該類人格

上！反社會性人格者常伴有酒精中

患者大腦發育不成熟，可能曾有過

毒、藥癮、背信、淫亂、工作失

大腦損傷。從精神動力學分析，患

敗、頻繁遷徙和牢獄生活等。

者的心理行為具有幼稚、不成熟的
特徵，是人格不成熟的病理變化。

在西方，反社會性人格以男性

3. 家庭和社會環境

較為多見，在患者的家族中，親戚
多有反社會性人格，物質濫用、婚

不少調查顯示，童年的精神創

姻破裂和虐待兒童的發生率很高。

傷、不和睦的家庭關係、不良家庭

患者的父母常關係不和，患者在性

教育方式和不良社會環境因素在致

格形成期有嚴重情感剝奪的經歷。

病上起著重要作用。
研究指出，父母的拒絕與管教

患者壽命縮短，但倖存者中病徵隨

不一致，往往是形成反社會性人格

年齡增長趨於穩定和消失。
流行病學方面，國外一般人

之重要原因。雙親的拒絕，缺乏關

群中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的患病

愛，與子女保持距離，易促使子女

率在0.2%到3.7%之間，台灣的數據

形成類似的行為型態。

為0.03%到0.14%之間，在服刑罪犯

此外，父母管教不一致則難以

中，患病率可達39%到76%。男女之

使子女發展正確的自我認同，且缺

比為5~8:1。

乏穩定的行為樣式模仿，遂形成以
避免懲罰為主的行為，以致藉說謊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的發病原因

及使用非法手段來逃避懲罰，無法
發展正面之人生方向，形成反社會

1. 遺傳

性人格。

本症在親屬中的發生率與血緣
關係成正相關，即血緣關係越近，

筆者有位一再住院的女患者，

發生率越高。有資料表明，患者雙

在會談治療中發現她無法愛人及接

親的腦電圖異常率較高；同卵雙生

納他人的愛，其行為具衝動性，甚

者的性格一致率較高，腦電圖也很

至沒有延緩需求的能力，也無法從

相似，犯罪率超過異卵雙生者。反

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以致被家

社會性人格者的寄養子女與正常對

人多次送院處理。

照組相比較，有較高的反社會性人

15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 從《沉默的羔羊》 談起

陷，而其程度與智商有所不符。班

臨床個案摘錄

達測驗並未顯示出病態特徵，但有

阿南 (化名) 今年26歲，男，

衝動之表現。魏氏智力測驗顯示其

國中畢業，家中除雙親外還有一位

操作智商為96，語言智商為99，綜

妹妹，屬於核心型的小家庭。阿南

合智商為100，正巧為平均智商。

從幼稚園起即不愛唸書致遭父親責

精神狀態檢查時，阿南並無精

打，且越被責打就越討厭讀書。他

神病或自我感消失等之精神症狀。

首先在高雄市讀國小，因不愛唸書

惟在會談中發現他對事件漠不關

又不守校規，父親把他轉到屏東縣

心，無責任感，持著自暴自棄及嘲

親戚家讀國小，盼他學好，惟他經

笑周遭的態度。他指稱父親常生他

常逃學，又把他轉回高雄市。

的氣，但否認他心理上有恨意及攻
擊性。阿南被醫師診斷為反社會性

國中二年級時，考試竟然交空

人格障礙症。

白試卷，把雙親氣得「七孔冒煙」
。國中畢業後不久首度發生犯罪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的治療與介入

(傷人)案件，在被判保護管束之後
曾經試過多種工作，其中以汽車修

影片中克麗絲幹員藉由漢尼拔

理工廠做得最久(三個月)。

提供的資料繼續分析，她根據漢尼

十五歲時，阿南在某工廠竊取

拔所說的原則─人類之所以貪求是

工人之現款而被逮捕，此案被法院

因為見慣了日常生活的物品，推斷

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十六歲時，

出野牛比爾殺害的第一位女性與其

他進入某民宅竊取皮箱一個及衣

應有很大關係。克麗絲到達了該受

服、現款等，旋即被捕。其父在觀

害者的老家，並且得知她是一名裁

護所中認為阿南一再犯案乃因心理

縫，受雇於他人。

上有問題，希望一切依法懲治。阿

克麗絲根據受害者朋友提供的

南則認為父親管教過嚴而使其更形

雇主住址，來到了比爾的藏身處。

不良，並表示對父親非常不滿。

比爾化名為傑克戈登，但是克麗絲

阿南在身體及神經系統之檢

隨後察覺戈登為真正的凶手。克麗

查未發現特殊缺陷，染色體構造亦

絲拔槍而戈登則逃往秘密地下室，

正常，他在接受心理測驗時少有表

她經過一番搜尋後始終無法找到戈

情，動作緩慢，有退縮現象，惟回

登，電源還被關閉，克麗絲摸黑搜

答正確且態度合作。注意力略有缺

索，而比爾則持夜視鏡一步步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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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正當比爾準備拿左輪手槍射殺

此片另獲二項奧斯卡獎－最佳影片

克麗絲時，手槍的扣板機聲讓克麗

及最佳改編劇本，被認為是恐怖片

絲判別了方位，以其左輪手槍近距

的經典之一，筆者在此特別向讀者

離射殺了野牛比爾，而參議員的女

大力推薦，萬勿錯過！

兒也終於被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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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史耐德反社會性人格之分類
類型

情緒高昂型
憂鬱型
欠缺自信型
狂信型
誇張型
情緒易變型
爆發型
無情型
缺乏意志型
無力型

表二

內容摘要
情緒異常欣快，誇大自我能力，不負責任，好爭好訴，大膽而
不能信賴，累犯中30%屬此類
心情鬱悶，有自卑感，多持有厭世或懷疑的人生觀，欠缺天真
之喜悅。此型不易犯罪，但易於自殺
易於屈服，缺自尊心，對環境高度敏感。此型不易涉及財產犯
罪，與犯罪之關聯性亦較少
思想固執頑強，奮不顧身，自我情感，權利意識極強，多見於
凶惡犯人等
說話誇張，為引人注意，甚至不惜犧牲名譽，虛榮心過強，易
犯詐欺罪
具高度刺激、憂鬱性、心情沮喪的傾向，情緒不易控制，缺乏
耐性。此型於縱火、傷害、竊盜等罪中多見
對刺激之反應不均衡，易陷於暴怒，動輒喪失自制力，與激情
犯有關，事後即生悔意，累犯中14%屬此型
最危險之類型，以缺乏同情、憐憫、良心、後悔、名譽感等道
德感情為其特徵。在累犯中49%屬此型
意志欠缺持續性與獨立性，易受他人或環境影響。累犯中58%
和初犯中30%屬此型
個性敏感而神經質，心情纖弱而無力，與犯罪較無關係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的治療

療法類別
心理治療

藥物治療

詳細內容
把患者置於機構中，組成同質性的自助團體，較可能由心理治
療改變其不當行為，惟治療者需先設定嚴格的行為限制，處理
其衝動、破壞行為，才易進一步克服對親密關係的害怕
患者有焦慮、憂鬱症狀時，可使用抗焦慮劑或抗鬱劑，惟需注
意藥物濫用之可能性；若同時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可使用中
樞神經刺激劑或選擇性正腎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劑；如有腦波異
常之情形，可考慮使用抗癲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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