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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焦虑症？ 

焦虑和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情绪。「焦虑」

是指对将来、未曾发生的事有所担忧；而「恐惧」则

是指对即时危险的紧张反应。许多人都会对一些事物

较为害怕，或在生活中因面对压力而感到紧张，这也

是很正常和自然的反应。例如要在众人面前演讲、参

加考试，或面对生活上突如其来的变化时，很多人都

会感到忧虑和害怕。不过，当焦虑或恐惧的问题持续

出现，而且程度过分严重，不但带来情绪困扰，甚至

影响了日常生活，就可能是患有焦虑症。 

 

焦虑和恐惧是儿童时期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儿童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种类的焦虑问题，例如：婴儿

会对陌生人或嘈吵的声音感到恐惧；学前儿童可能会

害怕行雷闪电、动物、昆虫、黑暗、怪兽，或与照顾

者分离；学龄儿童则可能因学业、考试或朋辈关系而

感到忧虑。一般情况下，这些焦虑问题会随着儿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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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逐渐减轻或消失。但假如发现儿童的焦虑和恐惧

变得过度和不合理，与其年龄或发展阶段不符，而且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就要特别留意。 

 

儿童常见的焦虑问题： 

社交焦虑  

  儿童很害怕与陌生人接触。他们出席社交聚会时

表现不安，与人交谈时显得紧张和不自然。 

 他们亦很害怕别人的评价和审视。如果要成为众

人的目光焦点，例如在台上表演或上课时回答问

题，就显得更加恐惧。 

 

分離焦虑 

  儿童很害怕与父母或主要照顾者分开，并出现过

度、与其年龄及发展阶段不符的反应。 

  他们可能担心失去父母，或害怕父母会遭遇意外，

因而不愿与父母分离，或经常致电父母以求安心，

甚至拒绝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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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缄默症 

  儿童持续在某些社交场合（例如学校、社交聚会）

拒绝说话，但在他们认为安全和自在的情况下

（通常是在家中），却能自然和正常地用语言与

别人沟通。 

 

广泛性焦虑 

  儿童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事物都出现担心和

负面的想法，例如功课、成绩、朋辈关系、家庭、

健康情况、意外等。即使没有明显原因或迹象会

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仍然难以控制自己的忧

虑想法。 

  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亦令儿童容易感到烦躁、难

以集中精神，或可能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例如

睡眠问题、肌肉绷紧等。 

 

特定恐惧 

  儿童对特定的事物或情境，例如动物、昆虫、打

针、血、站在高处、处于黑暗等显得非常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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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通常会逃避面对这些事物或场合。当无法回

避时会表现得非常惊慌，甚至大叫、哭闹或逃跑。 

 

焦虑症对儿童有什么影响？ 

焦虑问题会影响到儿童的不同发展范畴，包括学业、

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患有焦虑症的儿童，

他们的思考模式和对事物的看法通常较为负面，经常

过度估计事物的危险性。他们不愿意尝试，经常作出

逃避和退缩的行为。有些儿童亦会较容易发脾气。情

绪紧张亦可能令他们出现身体不适的反应，例如头痛、

肚痛、流汗、肌肉酸痛等。 

 

儿童对事物不合理的恐惧和逃避，可能会妨碍他们参

与社交活动和建立正常的朋辈关系，亦会影响他们在

学校的参与和表现，甚至阻碍他们日常与人接触及生

活适应的能力。有资料显示，患有焦虑症的儿童如未

能接受适当治疗，其征状及影响可能会持续至成年期，

甚至导致抑郁症或药物滥用等其他问题。 

 

 



 

5 
 

 

 

 

 

患有焦虑症的成人，通常能理解自己的恐惧或忧虑是

过度和不合理的，但儿童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自省能力。

年纪较小的儿童亦难以有效地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

恐惧和担忧。故此，家长适宜多留意儿童的行为表现

及与焦虑问题相关的征状，例如脾气暴躁及行为改变

就是出现焦虑问题其中一些常见的征兆，有些儿童亦

可能出现一些紧张的行为习惯。另外，部分儿童可能

因为情绪问题导致身体状况或生活习惯出现转变，例

如睡眠问题、胃口改变等。 
 

焦虑症有多普遍？ 

焦虑症在各种儿童情绪及行为问题中属于较常见的

一种。外国研究显示普遍率约为百分之八至十，其中

女童有焦虑问题的机会较男童为高。而本地的普遍率

及男女比例与外国的研究大致相若。 
 

焦虑症的成因是什么？ 

焦虑症的确实成因及机制仍有待研究，但普遍认为并

非由单一原因导致，而是由生理、心理和环境等因素

相互影响，形成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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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因素： 

医学研究发现，焦虑症患者的脑神经传导物（负责于

神经细胞之间传送资讯的化学物质）与一般人有异；

脑素描研究亦指出焦虑症患者的脑部多个区域的活

动与一般人有分别。此外，遗传学研究显示焦虑症和

家族遗传有关。如果亲人曾患有焦虑症，儿童出现焦

虑问题的机会亦可能较大。 

 

心理因素： 

每个儿童天生的脾性都不一样。有些儿童天生容易紧

张、害怕面对新事物、对事情常有负面的想法、对自

己要求过高、害怕犯错等。所以当面对压力或困境时，

这种性格和思考模式往往令儿童容易出现焦虑问题。 

 

环境因素： 

每个儿童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有些儿童可能曾经遇

到令人不安、害怕的事，所以形成恐惧。生活环境的

压力，例如学习困难、朋辈冲突、家庭问题等，均有

机会导致儿童出现焦虑问题。此外，家长的管教方式

和态度，例如过分保护或过多安抚，亦可能强化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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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焦虑和逃避行为。有时儿童亦可能从家长身上模

仿了一些焦虑行为。  

 

有什么病症可能与焦虑症同时出现？ 

在焦虑症患者中，同时出现多种焦虑问题的情况相当

普遍，他们亦较大机会兼患其他情绪及行为方面的问

题。例如有研究显示，患有焦虑症的孩子比起同龄儿

童较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的问题，他们较少表达正面情

感，亦较容易出现对抗行为。 

 

如何帮助有焦虑问题的儿童？ 

治疗方法要视乎焦虑问题的种类和严重程度。在儿童

中较常采用的是心理治疗。另外，由于焦虑问题亦与

生理因素有关，部分年龄较大、情况较严重的儿童，

亦可能需要考虑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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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治疗 

儿童方面： 

根据研究显示，认知行为治疗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CBT) 对于治疗儿童焦虑症有显著成效。治

疗内容主要针对思想、行为和生理反应三方面。 

 

 思想 — 在治疗中，儿童会学习如何去识别、挑

战和改变那些负面的、不合理的想法和信念（例

如：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

不过，由于改变思考模式、挑战负面想法这个治

疗技巧通常要求患者的认知能力达到一定的成

熟水平，因此在初小或学前儿童这些较年幼的患

者中，可能会直接教导儿童以积极正面的想法来

取代那些不合理的想法（例如：即使我不懂回答

问题，也不会被老师责罚）。 

 

 行为 — 透过直接面对恐惧的事物，让儿童明白

面对和接触那些事物并不会带来任何负面的后

果，藉以帮助儿童克服恐惧。行为练习通常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由最轻微恐惧的程度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难度，直至儿童能克服他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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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反应 — 透过松弛练习（例如呼吸松弛、肌

肉松弛），帮助孩子处理及减轻焦虑情绪所带來

的生理症状。 

 

家长方面：  

家长在治疗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例如家长在协助儿童

处理焦虑问题时，可留意导致焦虑问题持续甚至加剧

的原因。家长的支持和鼓勵亦可有效帮助儿童逐步去

面对和克服他们的恐惧；相反，让孩子逃避和依赖则

可能令治疗成效减低。另外，幼童比较需要家长协助

他们将治疗中学到的技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至于年

龄较大的儿童或青少年，在治疗前则适宜先跟他们讨

論家长在治疗中的角色和参与程度。 

 

（二）药物治疗 

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  和三

环類抗抑郁药物，均有助纾缓焦虑症的征状；至于苯

重氮基盐  (Benzodiazephine) 则能减轻生理症状如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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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紧张，从而促进放松。有些药物的功效比较迅速，

而有些则可能需要数星期才能全面发挥药效。医生在

处方药物时，通常会详细解释选择某种药物的原因、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及其他治疗方案的选择。要留意

的是，如要改变药物的种类和剂量或停止服药，必须

在医生的监督下才可进行。 

 

本港有甚么服务帮助患有焦虑症的儿童？ 

  卫生署儿童体能智力测验服务  — 为儿童进行

评估，并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及治疗小组，以提供

相关支援。 

  医院管理局辖下的儿童及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务 

— 为患有焦虑症的儿童提供药物及心理治疗。 

  学校的教育心理学家亦会为教师和有需要的学

童提供支援。 

  不少社区中心和非政府机构，亦有为患者及其家

庭举办儿童训练小组及家长支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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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焦虑症的儿童长大后的情况如何？ 

目前的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不过，假如儿童有明

显的焦虑问题而又未有受到适当的关注和治疗，焦虑

的情况很大机会会持续下去。相反，如果儿童能尽早

得到适切的治疗，康復情况一般会较为樂观。 

 

相关网页： 

「儿情」計划 http://www.ha.org.hk/CAMcom 

联合情绪健康教育中心 http://www.ucep.org.hk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http://www.aacap.org 

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www.adaa.org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www.apa.org 

Centre for Emotional Health http://www.emotionalhealthclinic.com.au/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http://www.nimh.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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