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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知多少
精神病的簡介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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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同學，每年都在社區舉辦健康展覽，向市民

大眾推廣健康資訊，及為參觀者免費進行健康檢查，貫徹他們積極服務

社會的傳統。今年的展覽名為「精緒」，主題是精神健康，介紹的範疇

包括精神病和情緒病簡介、常見的情緒病、早期精神病，以及精神病與

情緒病的預防與治療。《生命力》會由今期起，分四期轉載展覽會的同

名場刊，今期先轉載第一部分「精神病知多少」，及第二部分「常見情

緒病」中的「抑鬱症」。

參考資料
1.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 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 (DSM-IV), 孔繁鐘編譯
3. http://www.mhahk.org.hk/chi/sub4_1_info_b1_1.htm
 (香港心理衛生會)
4. http://www.mhfa.org.hk/index.php (精神健康急救
 (香港))
5. http://www.who.int/topics/mental_health/zh/index.html 
 (世界衛生組織)

簡介和分類
‧尚未有一個界限分明的定義

‧簡單來說，是指一種腦部功能不穩

 定的疾病

‧病人的情緒、思想或行為會短期性

 或長期性出現障礙

‧嚴重時甚至會改變病者的性格、影

 響其社交和人際關係

精神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健康是體

 格、精神及社會之完全，而不單是疾

 病或羸弱之消除。」

‧因此，精神健康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數字統計
‧每十個人便有一人在一生中會患上

 精神病

‧每三個人便有一人在一生中會面對

 精神健康問題

    種類：         常見例子：
焦慮性疾患 ‧各類恐懼症

  ‧一般性焦慮症

  ‧各類恐慌性疾患

情感性疾患 ‧包含以情感障礙為主

   要特質的疾患，例如：

   4躁鬱症

   4抑鬱症

軀體化疾患 ‧無法以一般醫學狀況

   解釋的症狀

  ‧在非自主控制下產生

   的症狀

  ‧絕不同於人為疾患或

   詐病

人格障礙 ‧例：強迫型、妄想

    型 、分裂型

常見精神疾病的分類

  種類： 常見例子：
生理因素 腦部化學物質失

  調、腦部受損、

  身體疾病

心理因素 個人性格、情緒

環境因素 生活壓力、重大

  轉變、創傷經歷、

  藥物作用

遺傳因素 有遺傳傾向的精

  神病，例：精神

  分裂症、躁鬱症 

精神病是指一種腦部功能不穩定的疾病 

病因

多種誘發

因素會互

相影響，

導致精神

疾患

都市人的生活壓力繁重，若患上情緒病，實在是不能避免的！

a 若懂得管理壓力，是可以有效地預防各類情緒病的。

a 若對情緒病有多一點認識，就能盡早察覺先兆或症狀，及時求醫，大大減

 低發病機會！

有情緒病即精神有問題或心理變態！

a 情緒病泛指以情緒困擾為主要特質的疾患。

a 根據近年的統計資料，平均每三名香港人，便有一位在一生中會面對精神

 健康問題，情況普遍，所以並不是一小撮人的問題！

「情緒病」是意志力薄弱的人為自己的情緒問題開脫的藉口，

這不過是一個沒有科學根據的「名稱」！

a 情緒病持續之久、程度之深、影響之廣，與短暫的情緒波動不同。

a 醫學界早於數十年前就訂出了情緒病的診斷標準，無論在成因、治療方面

 都作出了很多研究，其研究成果亦在不斷的推進中。

情緒病患者會打人？

a 他們均沒有暴力傾向。反而應留意患者有沒有自我傷害或自殺的念頭。

服藥後一定會上癮！

a 醫生會處方最適當的藥物劑量。

a 新一代的情緒調節劑不屬於鎮靜劑或安眠藥，不會產生藥物倚賴。

情緒病是不可能徹底治癒的！

a 情緒病是可以徹底治癒的。

a 根據臨床經驗，無論認知行為治療還是藥物治療，都能使七至八成患者的

 病情大大改善，甚至完全康復！

情緒病只是心理問題，應避免服用藥物!

a 應由醫生視乎情況決定病人是否需要服藥。

a 情緒病的成因包括腦部化學傳遞物質失衡及心理、遺傳因素等，單靠意志

 力並不足以控制病情。

只有證實患上情緒病或精神病的人才需要臨床心理學家和精神

科醫生的幫助！

a 預防勝於治療。

a 任何人覺得情緒受到嚴重困擾、精神壓力過大，或身體發出警號時，都應

 該尋求專業輔導。

情緒病全因自己性格懦弱所致，應該獨力用意志處理。若尋求

專業人士的協助，更證明自己連小問題也處理不來！

a 情緒病是由內在和外在因素誘發的。

a 及早求醫是應做的事，而且是勇敢的表現，絕對不是懦弱的罪證。

參考資料
1. 郭碧珊(2008) 。《為情所困》。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
2.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www.hmdc.med.cuhk.edu.hk
3. 香港心理衛生會：www.mhahk.org.hk
4. 心情教室：www.mooddisorder.hk
5. Sharma VP. “Mind Publications: Myths about Mental Illness Still Prevail”: www.mindpub.com

情緒病患者不會有暴力傾向。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自1952年起定期

出版，是一本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中最

常使用來診斷精神疾病的指導手冊。

對於情緒病和精神病的常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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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法
‧目前還沒有確實的治療方法

‧治療比較困難，因為患者不認為自

 己的病是由於心理因素形成的

‧治療患者的其他心理問題例如濫用

 藥物、焦慮等，對病情會有幫助

‧常用的療法包括：

 4認知行為治療

 4藥物治療：

   -  效用不大，但一些藥物如血清

    素調節劑對疼痛疾患有幫助

   - 可用於治療患者的其他心理問題

   - 良 好 的 醫 生 病 人 關 係 也 有

    利於病人康復

預防方法
至今還沒有針對性的預防方法，但可

做一些減低患上心理病的方法：

‧減低生活壓力

‧經常注意自己的心理素質

‧與家庭醫生保持良好的關係

參考資料
1. 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918628-overview
2. http://www.merckmanuals.com/professional/sec15/ch204/ch204a.html
3.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ency/article/000955.htm
4. http://www.minddisorders.com/Py-Z/Somatization-disorder.html
5. http://www.patient.co.uk/health/Somatization-and-Somatoform-Disorders.htm
6. 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291304-overview
7. http://www.medicinenet.com/factitious_disorders/page4.htm
8. http://www.ocdla.com/blog/michael-jackson-bdd-126
9. http://my.clevelandclinic.org/disorders/factitious_disorders/hic_an_overview_of_factitious_disor

‧指由心理因素而引發出生理反應或

 症狀

‧身心症、疼痛疾患等都是軀體化疾

 患的例子

‧這類疾病的危險性在於，當病人面

 對真正的健康問題時，醫護人員會

 容易忽略那些問題，令病情轉差

症狀
‧身心症

 4不同身體部位的痛症，例：手

  腳、關節、頭部、腹部等

 4腸胃問題，例：噁心、肚瀉等

 4性功能問題，例：對性失去興趣

 4神經系統毛病，例：容易失平

  衡、失明、失聰等

‧疼痛疾患

 4主要症狀：心理因素所引致的身

  體痛楚

高危因素
‧目前還沒有已證實會導致驅體化的

 因素

‧有可能提高風險的因素包括：

 4性格特徵：焦慮、適應能力較低

 4遺傳因素

 4家庭環境：家中有人患病、童年

  時受到不當對待等

 4其他環境因素：濫用藥物和酒精

 4其他發生在兒時的心理問題

診斷方法
‧身心症

 4三十歲前出現無法解釋的生理症

  狀，並持續多年；

 4痛症在身體多於四處地方出現

 4多於兩種腸臟問題（不包括痛症）

 4多於一種神經系統毛病

 4多於一種性功能問題

‧疼痛疾患（pain disorder）

 4當進行了各項身體檢查和面談

  後，仍不能找出病人之痛症的生

  理原因，而病人同時有其他心理

  問題，醫生就會診斷病人可能患

  上疼痛疾患。

當醫生找不出病人生理症狀的成因，

病人就會被轉介到精神科醫生或心理

學家，觀察病人的態度和行為表現後

再加以分析及確診。

‧是指長時間的極度情緒低落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交

 生活

‧抑鬱症是常見的情緒病之一，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到2020年，

 抑鬱症將會成為都市人的第二號殺手

高危因素
‧女性

診斷方法
‧以問卷形式去評估病人的精神狀況和抑鬱症的嚴重性

‧透過深入的診症和面談去了解病人的病因

參考資料
1. http://www.mingpaohealth.com/cfm/archive3.cfm?File=Archive/diseases/physco05.txt
2.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depression_symptom.htm
3. http://www.nhs.uk/Conditions/Depression/Pages/Introduction.aspx
4.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depression.htm#
5. http://www.mhahk.org.hk/chi/sub4_1_info_b1_8.htm
6. http://www.rcpsych.ac.uk/mentalhealthinformation/mentalhealthproblems/depression/depression.aspx?theme=print
7. http://www.mhahk.org.hk/chi/sub4_1_info_b1_1.htm

診斷準則
‧持續最少兩星期，出現5個或以上抑鬱徵狀，

 當中必須包括：

 4情緒憂鬱／幾乎對所有活動失去興趣

 4大部份時候出現憂鬱情緒（主觀敘述／由

  其他人察覺得到）

‧對任何或幾乎任何活動失去興趣

‧在沒節食的情況下，體重明顯轉變

‧幾乎每天都失眠或不睡覺

‧感到疲累或失去動力

‧行動或說話比平時激動或遲滯

‧自我價值低或出現過份而不恰當的自責

‧反覆想到死亡

如何幫助抑鬱症患者？
‧多表示關心和了解，細心聆聽他們的傾訴

‧多了解抑鬱症，減少對他們的誤解，不要

 對他們有偏見

‧提醒他們準時覆診和服藥，並留意他們的

 精神狀況

‧應對他們有信心，避免過份監視

‧多鼓勵他們參與社交活動，協助他們重新

 投入社會

預防方法
‧多做運動和均衡飲食都有助保持心境開朗

‧避免背負過多責任和對自己要求過高

‧遇到挫折或突如其來的改變時，應找朋友

 陪伴，避免單獨面對

‧如果知道情緒低落的原因，嘗試解決問題

 的根源

治療方法

種類： 解釋：

4用來調整腦部的化學物質

4一定要經醫生處方

4病人一定要依指示完成療

 程

4透過輔導和傾談找出和改

 變病人錯誤的思想和行為

 模式，並建立正面的思想

 和行為模式

腦電盪治療 ‧ 4對抗重性抑鬱症

4利用通過腦部的小量電流

 使腦內化學物質恢復正常

 的平衡

4需全身麻醉和在病人肌肉

 鬆弛下進行

藥物治療 - 

抗抑鬱藥

‧

心理治療 - 

認知治療

‧

病徵

‧避免參與社交活動

‧對很多事情失去興趣

‧與朋友減少聯絡

‧情緒低落 ‧煩躁、憂慮 ‧自覺毫無價值

‧失去動力 ‧失去昔日的興趣 ‧有自殺傾向

‧難以集中精神

心理

‧體重、胃口和睡眠習

 慣突然轉變

‧原因不明的身體不適

 和疼痛

‧容易疲倦

‧失去朝氣

‧（女士）月經週期改變

生理

其他

成因

  種類：                          常見例子：

生理因素 腦部的荷爾蒙化學物質反應失調

環境因素 遇到令人情緒起伏很大的負面事情

個人因素 自卑、自我要求高、執著、情緒容易波動的人

物質濫用 酗酒和濫用藥物

遺傳因素 有家族病史 

常見情緒病
抑鬱症 (Depression)

軀體化 (Somat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