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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化的雙向情緒病

訪問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主管李誠教授

鬱躁症

年，香港著名情緒病倡導者李

誠教授發佈了一項最新研究，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健康情

緒中心進行調查顯示，全港約有十八

萬人可能患上不同程度的鬱躁症！研

究發表後，據一些精神科醫生及家庭

醫生表示，這一年來接受了治療而康

復未如理想的抑鬱症病人，主動向醫

生查詢有關鬱躁症的問題有增加趨

勢。由於香港人對於抑鬱症本已一知

半解，對於這種比抑鬱症更難以掌握

的雙向情緒病更是不得要領，為此，

我們特意邀請李教授講解有關鬱躁症

的病徵及治療方法。

去

自從二零零三年天皇巨星張國榮離世，香港人付出了寶貴的代價後，

換來的是普遍認識了一種病 ------ 抑鬱症。這幾年，經過專家及相關社會團體

的努力倡導，抑鬱症患者的求診個案確實增加了，但與此同時，在患者的

病歷中卻發現，很多抑鬱症患者除了長期情緒低落及沒有動力之外，原來

久不久有幾天情緒會莫明高漲，有患者形容為「個腦像部關不掉的電

腦」。

診斷鬱躁症，醫生要比較主動去找出病人的有關病徵，因為病人基

本上是長期情緒低落，來看醫生時亦呈現抑鬱的狀態居多，當病人處於

抑鬱時，記憶力較差，亦缺乏動力去提供早前的病情，又可能患者會誤

以為輕躁的那幾天是身體回復了最佳狀態，因此毋須將「沒有病」的情

況告訴醫生，所以單靠患者描述的病歷並不容易分辨出單向抑鬱症或雙

向情緒病。

醫生話 專家要主動「收料」

一般所說的抑鬱症屬於單向情緒

病，患者的情緒會單向低落，不會無

故高漲；而鬱躁症則屬於雙向情緒

病，簡稱為 Bipolar（雙向），患者會

長時間感到抑鬱而偶爾有三幾天突然

感到高漲。

Bipolar又分為 I型和 II型。Bipolar I

是較為少見的「躁狂抑鬱症」，一般

屬於精神病；而 Bipolar II 則是比較常

見的「鬱躁症」，雖有輕躁病徵但不

狂，屬於情緒病的一種。

九鬱一躁而不狂 你知話

李誠教授鬱躁症與單向抑鬱症



鬱與躁的魔鬼混合體

「顧名思義，鬱躁症的病徵包含

了抑鬱和輕躁，患者的情緒會往兩個

方向走，抑鬱持續幾個月，輕躁則只

會出現三幾天。當患者處於抑鬱狀態

時，會與單向抑鬱症的病徵相同，至

少持續兩星期情緒低落，感到失去動

力，明顯影響日常生活；而當輕躁出

現時，雖然只得短短三幾天，但患者

會明顯地情緒高漲，感到充滿動力，

且滿腦子計劃湧現，對人對事顯現得

熱情有加，有些患者會以為病好了，

甚至感到還 fit 過未病時。

不過，情緒高漲同時是病人可能

會變得特別急躁或容易與人發生爭

執等。」李誠教授解釋，鬱躁症的

病徵不一定是分別在不同時間交替往

兩極走，亦可能會有混合表現，在抑

鬱期間會同時出現輕躁，而出現輕

躁時也可能被抑鬱症的徵狀所掩蓋。

斷症難  調藥更難

「診斷鬱躁症並不容易。單憑典

型的單向抑鬱症病徵作出評估是不行

的，要確診抑鬱症病人是否患上雙向

情緒病，關鍵在於病人過去的病歷中

有否出現過輕躁情況。」李教授說，

尤其是混合型病人，病情更容易被

忽視。

斷症雖然難，但李教授指出，

「兩者的抑鬱病徵類似，但在某方面

鬱躁症與單向抑鬱症的臨床病徵亦可

能不盡相同，只要醫生主動追尋相關

病徵，還是較易察覺雙向抑鬱症狀，

對患者作出適當的治療。」

至於確診為鬱躁

症後如何醫治？李教

授表示，「與治療其

他情緒病不一樣，不

能 單 靠 認 知 行 為 治

療，通常必須採用多

過一種藥物治療。而

由臨床心理學家進行

的認知行為治療，則

能令患者進一步康復

及減低復發的機會，

所以，雙管齊下效果

更佳。」

不 過 他 坦 言 ，

「雙向情緒病患者大

有可能是其腦部多元

的化學傳遞物質出現

失衡，但醫學研究至

今仍未能確定構成其

病理的生理基礎，因此在藥物治療研

究方面仍未發現一種可稱得上是『最

好』或『最具治療功效』的藥物。」

李教授指目前使用藥物治療，醫生會

考慮處方多種藥物組合，以控制抑鬱

及輕躁的病情。

「治療雙向情緒病與單向抑鬱症

的藥物有很大差異，主要分為四大

類，包括情緒平穩劑、抗躁劑、抗抑

鬱劑 及 抗 焦 慮 劑 ， 但 調 藥 則 毫 不

簡單。」李教授續指出，鬱躁症複雜

的另一個原因是患者很容易會出現

共病，例如焦慮症，這可能會增加誤

診或者過度治療的機會。因此醫生用

藥時每每要因應病情變化而調校，需

要較大的耐心。

你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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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有口難言

事從零三年說起。「一直以來

我都有做義工，探訪末期癌症

病人、新移民和低收入家庭，沙士後

一年，看見很多現象很差，很慘。」

已從事市場推廣工作十多年的貓仔當

時看到經濟情況十分惡劣，加上自己

的最大志願是幫人，於是便報讀兼讀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課程，希望能學有

所用。可是基於她本身並非社會工作

者出身，所以不被取錄。「我不甘

心，在得到丈夫支持下，毅然離開工

作了十年以上的崗位，成為全職社工

學生。」本來滿懷大志重踏校園，但

她萬萬想不到，噩夢卻從此開始。

病發的轉捩點

貓仔認為重返校園是引發病情的

轉捩點，「一來不適應，二來自己要

求很高，三來同學都年紀輕，不成

熟，他們根本不了解成年學生，有些

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用『咁老仲來讀

書』等說話來挑釁我。」由工作轉做

學生，已經有些壓力，再加上同學的

嘴臉，做功課等等，貓仔漸漸覺得吃

力了。開學後不久，她的身體開始出

現問題。

「當時我時常失眠，胃口差，在

個多月之內極速瘦減二十多磅。」貓

仔憶述自小已有腸胃焦慮症﹙IBS）的

症狀﹙以前不知，現在看了很多書才

明白﹚，她本來就是個對事情十分緊

張的人，曾經試過因為怕翌日睡過了

頭而穿著校服睡覺。她分析，「我

是從事 marketing 工作的，這是十分緊

張的行業，所以工作十多年來，時常

都會腸胃不適、肚痛、甚至入醫院

等；加上我放下書包已有好長的日

子，要從新適應校園生活，難免壓

力大增，所以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不

妥。」

但除了緊張，她還經常無故流

淚，「情緒低落，很容易觸動，上課

時看到一些慘況的片段，會投射到自

己身上。」漸漸，貓仔不想見人，萬

念俱灰，感到好絕望。到了期考，某

天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的天橋，她突

然很想跳下去，「我感到好驚，不知

自己為何會這樣！」於是，丈夫陪她

看了家庭醫生。經初步診斷，貓仔被

轉介看精神科，「當時我很驚訝，不

想看。」其實貓仔當時也曾聽說過「

情緒病」，但卻沒有將情況聯繫到自

己身上。

結果那位精神科醫生判斷貓仔患

上經常焦慮症，開了鎮靜劑給她服

食，「吃完藥便死睡十八小時，睡醒

後人像行屍走肉。我曾在《生命力》

看過林夕的訪問，知道鎮靜劑的禍

害，所以吃了兩次便不再吃了。」之

後，貓仔換了另一位精神科醫生，這

次診斷她患的是抑鬱症，吃的是抗抑

鬱藥。

如是者一年，病情並未有明顯

好轉。

故

「我很積極求醫，亦配合醫生為

我調藥，奈何這個病實在太難攪，總

之一言難盡……」

熟朋友愛稱她「貓仔」。她其實

並不介意公開自己患上情緒病，但她

擔心會影響身邊人，怕他們會被標

籤。「家人是愛護我的，他們只是不

明白而已。但外人是為難我的，他們

的態度充滿歧視。」為了顧及家人的

感受，她就用了「貓仔」這個花名，

不想坦然公開自己的身份。

貓仔提及的「家連家」，是由一班

精神病患康復者及家屬組成的非牟利 

機構，以助人自助為宗旨，致力改善

社會對病患者及其家屬的歧視。協會

定期舉辦課程及專題講座，教育患者

及家屬相關病情的知識，增加他們面

對及處理病情的能力。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電話： 2144 7244

傳真： 2144 7611

網址：www.familylink.org.hk

電郵：flaa@familylink.org.hk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HK FAMILYLINK MENTAL HEALTH ADVOCACY ASSOCIATION

你知話

貓仔希望有朝一日社會能多包容情緒病患者，

多接納及尊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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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貓仔不幸患病，但幸運之神

未有棄她而去，因為她透過「心晴行

動慈善基金」的公眾推廣活動而認識

了「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透過參加協會的活動，她懂得找臨床

心理學家幫忙，在二零零五年中，轉

看了現在的精神科醫生。

後來貓仔被診斷為鬱躁症。「初

時對這病的名字很抗拒，很驚。但有

病就總要醫。」治療鬱躁症，最難是

調藥。「試過幾種藥，反來覆去，副

作用很多，噁心、頭脹、出疹、便

秘、失眠，過程很辛苦。」貓仔說在

接受治療期間曾經動搖過，「情緒未

攪掂，身體卻很多不適反應。幸得

「家連家」的病友不斷鼓勵，才能堅

持下去。搏鬥了半年，終於收效。」

九鬱一躁  苦不堪言

情緒穩定了，一年後，貓仔嘗試

減藥。「但不行，慢慢觀察身體狀

況，竟發現身體出現輕躁情況，每隔

一段日子便有幾日特別醒神，很有動

力，對事事都有興趣，像裝了摩打。

晚上不能入睡，滿腦子計劃，但不清

晰，像部關不掉的電腦，我開始覺得

很辛苦。」不過貓仔的家人卻不明就

裡，還認為她已經康復，「我自己也

不肯定，真的像從前工作狀態很 fit 的

我回來了，覺得很好。但如是者幾

天之後，個人便變得很很 ，會突然暴

躁如雷，一下子便火上心頭，容易與

人爭執。」曇花一現過後，又再異常

低落，「真是九鬱一躁，形容得太貼

切了。」縱然貓仔知道自己身體出現

了異樣，但她沒有告訴醫生，因為她

怕被醫生知道了會為她加藥，她更害

怕像播音員洪朝豐發病時那樣被標籤

了。直至去年秋天，貓仔實在撐不下

去，終於坦白告訴醫生「個腦久不久

有幾天關不到機」。

「現在要吃多種藥物組合才行，

醫生很用心調校份量。」貓仔的病情

已受到控制，但三年來被病魔折騰，

叫她苦不堪言。

飽受歧視  比病還要痛苦

「生病吃藥當然辛苦，但最痛苦

的是被人歧視。」貓仔有感而發地說，

「我在學校一直遭受老師的歧視。我

本來是讀社會工作的，但當我坦白告

訴老師說我患了情緒病之後，他們不

但不給予關懷和鼓勵，更談不上任何

幫忙，有些甚至質疑我的能力。」心

灰意冷之下，貓仔轉了讀心理學，成

績斐然，考取GPA三分以上。「我的

成績得來不易，因為患病，我要比別

人加倍用功才能得到同等成績。但無

論是社工系或心理學系的老師們卻不

接納我患病，亦為此而常常對我加以

白眼，鄙視我的努力，有些更漠視我

的病情，懷疑我詐病，令我感到十分

難受，情緒受到很大困擾。」身為教

育學生幫助社會上貧苦大眾的學系，

竟然帶頭歧視本身學生，真是匪夷

所思。

一個病人，本身已經受著病困之

苦，如果能夠得到外界的支持，人多

勢眾，與病魔戰鬥起來，也總會多點

助力。可是，對香港的情緒病患者來

說卻剛剛相反，不但自己孤軍作戰，

還要面對冷嘲熱諷，身心飽受雙重

痛苦，病也病得辛苦過人。

「有時我會想，人人都有機會患

上情緒病，為何要標籤那些表面上無

傷無痕的病人裝模作樣、詐病納福？

患過情緒病的人就會知道箇中苦不堪

言。」貓仔的說話，也許正代表著千

千萬萬情緒病患者的心聲，希望社會

能多接納精神病患者。

貓仔所說的「心晴行動慈善基

金」，其主席及創辦人是「大姐明」

林建明小姐，基金是專注情緒健康的

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致力教育大眾

認識情緒病，幫助患者及家屬互相支

持，推動社會關注情緒健康，減少誤

解及歧視。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電話：2301 2303

傳真：2144 6331

網址：www.jmhf.org

電郵：joyful@jmhf.org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JOYFUL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多啲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