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精神病症寻求帮助
• 什么是精神病症 ?
• 什么是瘾癖症？
• 抑郁症
• 躁狂抑郁症
• 产后抑郁症
• 季节性情绪失调
• 焦虑症
• 强迫症
• 创伤后遗症
• 恐慌症
• 精神分裂症
• 饮食失调与身体形象
• 阿尔茨海默氏病（早老性
痴呆症）和其它痴呆症
• 共存病症：精神病症与使
用毒品
• 胎儿酒精系列障碍
• 烟草
• 自杀：如何察觉警告信
号
• 精神病的治疗
• 精神病的另类疗法
• 瘾癖症的治疗
• 精神病的康复
• 预防上瘾和再染瘾癖
• 减低伤害
• 预防上瘾
• 达到良好的精神健康
• 压力
• 工作场所的精神病症与瘾
癖问题
•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与瘾癖
问题
• 儿童、青少年与精神病症
• 青少年与使用毒品
• 童年性虐待：一个精神健
康问题
• 对精神病与瘾癖症的偏见
与歧视
• 跨文化的精神健康与瘾癖
问题
• 失业、精神健康与使用
毒品
• 住房问题
• 精神病和瘾癖症的经济
代价
• 精神病和瘾癖症的个人
代价
• 暴力问题
• 应付精神危机和紧急情况
• 精神病症：家人及朋友可
以如何提供帮助
• 就精神病症寻求帮助
• 就使用毒品问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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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得何时及向何处求助，是关注自己精神及情

绪的关键部分。
许多人自以为可以解决自身的日常问题，不用花太

怎 样 知 道 自 己 是 否 需 要 帮助？
How Do I Know If I Need Help?
• 我记不起最后一次享受乐趣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多时间来关注自己的感觉，更不会向别人寻求情感支

• 愤怒或绝望的感觉令我不堪重负

持。但是，万一生活突然急转直下，例如身患重疾、经

• 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事情

历令人痛苦的离婚或突然陷入情绪危机，都足以耗尽他

• 从前我的身体很好，可现在却总觉得有点不舒服

们的精力，令其感到彷惶无助、不知所措。
身陷逆境的人可能会回避朋友和家人，工作可能也
开始受到影响，或是早上难以起床。如果这些及其它
症状持续数周以上，他们就可能需要外界的帮助，以
确定导致情绪低落的原因，从而制定改善精神健康的
良策。

• 我比从前吃得多很多或少很多
• 我的睡眠习惯改变了
• 我醒来时心情通常都不好
• 我不去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多
• 自从我的朋友/配偶/亲人去世后，我似乎无法生

活下去

由于每个人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显示精
神或情绪危难的信号可能较为明显，也可能极其隐晦。
有些人患有多年的轻微抑郁症，却毫未察觉自己缺乏
活力，且无法一如既往地享受人生。另外一些人可能

• 家里有太多争执，恐怕我的婚姻难以维持
• 为了应对问题，我喝了很多酒和/或使用药物
• 有时我只想一了百了

无来由地突然觉得情绪低落。这是因为有些精神病症 业医护人员、担心与精神病症相联系的羞耻和歧视、以
(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或躁狂抑郁症(bipolar 及认为精神健康的治疗不会有效。举例来说，加拿大精
disorder/manic depression)）在出现之前，可能并没 神健康协会(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于
有什么警告信号。这些病症是因生物或遗传因素而致， 2003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知道
而这些因素有时与日常生活问题毫不相关。由于我们每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新疗法更加有效、安全和容易承受；
天的情绪都有差别，许多人都很难将精神病症的信号与 只有12%的加拿大人相信，药物的确有助于消除抑郁症
生活中正常的情绪起伏区分开来。

或焦虑症患者的病征，而不只是帮助他们适应病征。

现年三十四岁的麦克尔说，他成年后断断续续一直

及早治疗不但是恢复身心健康的关键，对预防精神
都有轻微的抑郁症。曾经有段时间，他整整瘦了十五 病病征的日渐恶化也十分重要。
磅，不但心情烦躁，而且逃避他人，甚至不愿意和自
卑诗省内有很多不同的支持服务可供选择。如果你
己四岁的孩子相处。
自己或亲人感到绝望，需要立即得到援助，可致电所
不过，麦克尔说，直到参加了合作房屋社区，他才 在地区电话簿封面内页所列的危机热线。你也可以致
察觉到自己需要帮助。他回忆说：“我开始明白，并 电所在区内的精神健康中心，或前往区内医院的急症
不是人人都和我一样觉得生活乏味。”他说，当他想 室求诊。
办法，不再自我封闭时，立刻感觉好多了。“对我来
说，抑郁就是不和别人交往。”

或者，约见家庭医生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医生可

以为你详细检查身体，确定你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否出
现在，每当他感到悲哀、愤怒或身心交瘁时，麦克 于身体上的毛病。然后，家庭医生可能会推荐你接受
尔就会向别人寻求支持。他说：“我会向某人说：‘我 其它支持服务，如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或家庭咨询
需要两分钟来让我好好地发泄一下。’”

员。这些专业人员能帮你诊断病情，并提出适当的治

家人和朋友往往是最早注意到出了问题的人。有时 疗计划建议。
聆听朋友或亲人的话就足以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但在

有些人觉得将专业治疗与其它形式的支持服务相结
其它时候，朋友和家人所能提供的最佳帮助是向对方 合，例如约见心理医生、参加社区组织或自助小组的
表示关心，并鼓励他/她约见专业医护人员。
活动，对他们也有帮助。
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有些人可能仍然不愿意

有类似经历的人士可以通过自助小组互相扶持。这
求助，常见的理由包括：坚持应该依靠自己、不信任专 些小组通常有特定的服务重点，例如抑郁症、童年性
就精神病症寻求帮助 Getting Help for Mental Disorders – Simplified Chinese

评估、治疗和支持 的 资 源
Sources of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Support
• 医生

卑诗省的援助服务
Where to Get Help in BC

精神健康资料查询热线
( M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Line)
一项二十四小时运作的免费自动化服务系统，方便你

• 精神健康专家

查询所在区内的精神健康机构和服务。并设有录音资

• 雇员援助计划

料，内容包括焦虑症、精神性暴食症、抑郁症、家庭

• 社区精神健康中心

暴力、精神分裂症和使用毒品问题。

• 医院精神科或精神科门诊诊所

热线电话开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

• 大学或医学院的附属项目

4时，由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卑诗省分会(CMHA BC

• 家庭服务/社会机构

Division)的工作人员接听；在这些时间以外，则有

• 私人诊所和设施

录音资料及留言信箱，供市民查询或留言。卑诗省内

• 除了接受治疗外，参加支持小组也会有所帮助

免费电话：1-800-661-2121（低陆平原地区请致电：

• 有些人接受另类医疗人员（如自然治疗师或针灸

604-669-7600）

卑 诗 省 健 康 指 南 ( BC HealthGuide)

师）的治疗，也会有所帮助

本指南内容丰富，涵盖2500多则常见的健康话题、测
虐待、饮食失调、恐慌症或其它精神健康问题。许多 试、程序和其它资料，供卑诗省居民随时查阅。这
人看见别人有康复的迹象，也会从中获益，明白自己 套健康数据库的内容安全可靠，取材自健康知识库
(Healthwise Knowledgebase)内经过核准的医疗信

并非孤立无援。
如有需要精神健康援助的人士，其朋友和亲人可

息，欢迎浏览网址：www.bchealthguide.org。

以联络下列社区机构，以便了解更多有关精神健康的

卑 诗 省 护 士 热 线 ( BC NurseLine)

服务和支持。

此免费热线电话为卑诗省居民提供有关健康的资料和
意见。电话由注册护士接听，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开通。热线电话还可为失聪或听障人士提供服务，并

合 作伙伴：
卑诗省焦虑症协会
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卑诗省精神分裂症协会
British Columbia
Schizophrenia Society
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卑诗
省分会
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BC Division
卑诗省瘾癖症研究中心
Centre for Addictions
Research of BC
霍斯儿童精神健康护理
协会
FORCE Society for
Kids’ Mental Health Care
杰西的希望协会
Jessie’s Hope Society
卑诗省情绪失调协会
Mood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BC

设有130种语言的翻译服务。此外，每天下午5时至早

资料来源

上9时都有药剂师值班。卑诗省内免费电话：1-866-

SOURCES

215-4700（低陆平原地区请致电：604-215-4700，聋

Autistic Continuum Connections, Education, and Support Site. Glossary.
人或听障人士请致电：1-866-889-4700)
access.autistics.org
American Council for Headache Education. Glossary. www.achenet.
org/resources/glossary.php
卑 诗 省 卫 生 部 门 ( BC Health Authorities)
Centre for Addictions and Mental Health. (2000). Bipolar disorder: An
information guide. www.camh.net/About_Addiction_Mental_Health/
• 卑诗省北部卫生局 (Northern Health Authority)
Mental_Health_Information/Bipolar_Disorder/bipolar_infoguide_
www.northernhealth.ca
glossary.html
• 卑诗省内陆卫生局 (Interior Health Authority)
Durand, V.M., & Barlow, D.H. (2000). 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lemont, CA: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www.interiorhealth.ca
Edgerton, J.E., & Campbell III, R.J. (Eds.). (1994). American psychiatric
1-250-862-4200
glossary (7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温哥华岛卫生局
Inc.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Authority)
Information Services Vancouver. (2006). Red book online. 35th edition.
www2.vpl.vancouver.bc.ca/DBs/Redbook
www.viha.ca
Macnaughton, E. (1998). The BC early intervention study: Report
1-877-370-8699
of findings. Vancouver: 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BC
•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Division. www.cmha.bc.ca/advocacy/other_research
Ross, L.E., Dennis, C-L, Blackmore, E.R., & Stewart, D.E. Postpartum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Authority)
depression: A guide for front-line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www.vch.ca
providers. http://www.camh.net/About_Addiction_Mental_Health/
1-866-884-0888
Mental_Health_Information/Postpartum_Depression/ppd_ci_
• 菲沙河谷卫生局 (Fraser Health Authority)
mood_disturbance.html#anxiety
Substance Information Link. Glossary. www.silink.ca/Default.
www.fraserhealth.ca
aspx?tabid=27&gid=153
1-877-935-5669
资料于2006年更新

• 省卫生服务局
(Provincial Health Services Authority)
www.phsa.ca
604-675-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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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询，请致电精
神健康信息热线卑诗
省免费电话：
1-800-661-2121

或电邮：
bcpartners@
heretohelp.bc.ca

网址:
heretohelp.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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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自杀 (Suicide Prevention)
性格障碍 (Personality Disorders)
低陆平原以外地区：危机热线的号码打印在白页电话簿
• 边缘性格障碍协会（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首页的社区服务部分。这些热线电话也可将你转接到所
Association）向经诊断患有边缘性格障碍的人士及其家
在区内的精神健康紧急服务小组。
人提供支持，并开设支持小组。
• 卑诗省危机介入及预防自杀中心（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Centre of BC）

1-800-SUICIDE
www.crisiscentre.bc.ca
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isorder)
• 卑诗省情绪失调协会（Mood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BC）
为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和朋友提供支持小
组服务。

604-873-0103
www.mdabc.ca
焦虑症 (Anxiety)
• 卑诗省焦虑症协会（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BC）
加深公众对焦虑症的认识，提倡治疗计划。

604-681-3400
www.anxietybc.com
产后抑郁症及焦虑症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50-717-3562
bpda@shaw.ca
阿尔茨海默氏病（即早老性痴呆症）及相关痴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
• 卑诗省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Alzheimer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个为省内居民服务的资源中心，
提供信息和社区支持小组及服务。

604-681-6530
1-800-667-3742（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www.alzheimerbc.org
注意力涣散症/过度活跃症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 患有注意力涣散症的儿童和成人（加拿大儿童和成人注
意力涣散症协会）（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 [CHADD Canada Inc.]）一个
家长支持小组，旨在服务患有注意力涣散症的人士和照
顾他们的人，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协会提供家庭支持、
倡议、公众及专业意识教育等服务。
604-222-4043（温哥华分会）
www.chaddcanada.org （卑诗省其它分会）

• 太平洋产后支持协会（Pacific Post Partum Support
子女患有精神病症的父母 (Parents of Children/Youth with
Society）
为饱受产后痛苦折磨的母亲及其家人提供所需的支持服 Mental Illness)
务。通过电话向患有产后抑郁症及/或焦虑症的妇女及其
• 霍氏儿童精神健康护理协会（FORCE Society for Kids’
家人以及受情绪困扰的怀孕妇女提供支持。由训练有素的
Mental Health Care）该协会的工作目标是提高公众对
协调员领导专为母亲们开设的支持小组。
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病征的了解，并协助患者家属搜集
资料和提供援助。
604-255-7999

www.postpartum.org

604-878-3400
1-800-661-2121（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 卑诗省妇产科精神健康计划（BC Reproductive Mental
（联机请按2、3、和1）
Health Program）开设支持小组和一对一的精神科问诊
www.bckidsmentalhealth.org
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在怀孕期间出现情绪失调的和患有
严重产后抑郁症的妇女。此项服务设于圣保罗医院(St. 儿童性虐待幸存者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Paul’s Hospital)内，须经医生推荐。
• 温哥华∕烈治文乱伦及性虐待服务中心（大温哥华家庭
604-875-2025
服务处）（Vancouver/Richmond Incest & Sexual Abuse
www.bcrmh.com
Centre [Family Services of Greater Vancouver]）为
受到性虐待的儿童、青少年、其家人成员和性虐待的成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年幸存者提供短期介入服务和长期咨询服务。
• 卑诗省精神分裂症协会（British Columbia Schizophre604-874-2938 （温哥华）
nia Society）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公
604-279-7100（列治文）
众教育、文献和资料服务。
瘾癖症 (Addictions)
604-270-7841

1-888-888-0029（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www.bcss.org
饮食失调 (Eating Disorders)
• 杰西的希望协会（Jessie’s Hope Society）提供培训、
资源和支持服务，旨在各社区和族裔文化中推广健康
形象。

604-466-4877
1-877-288-0877（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www.jessieshope.org
• 卑诗省饮食失调资源中心（Eating Disorders Resource
Centre of BC）提供信息、推荐和教育服务，致力为饮食
失调人士及其家人、朋友和有关医护人员解决难题。

604-806-9000
1-800-665-1822（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www.disorderedeating.ca

• 毒品信息网络（Substance Information Link）是一个
资源目录，协助个人、家属/朋友、服务机构和决策者
预防或减少使用毒品所带来的危害。本目录由卑诗省瘾
癖症研究中心(Centre for Addictions Research of
BC)提供。

www.silink.ca
• 凯撒基金会（Kaiser Foundation）协助各社区预防或
减少与使用毒品及上瘾行为有关的危害；负责卑诗省
瘾癖症信息网络中心的运转和卑诗省瘾癖症服务指南
的印制。

604-681-1888
www.kaiserfoundation.ca
• 卑诗省酒精和毒品信息及转介服务中心（BC Alcohol and
Drug 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Service）由信息及转
介专家回答关于滥用酒精和毒品问题的所有查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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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服务的资料和转介工作，包括咨询、戒毒
中心、住院治疗中心及自助小组。

抑郁症/临床抑郁症/重度抑郁症/重度抑郁
障碍(Depression/Clinical Depression/Major

604-660-9382
1-800-663-1441 （卑诗省内免费电话）

Depression/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并非
仅仅是暂时或情景性悲伤，而是一种持久而广泛的
悲伤或无助感觉，通常伴有体重减轻（或增加）、
睡眠障碍、便秘、性功能障碍以及内疚或自责的感
觉。

住院治疗中心(Residential Treatment Centre)：
一些病人在重返独立的社区生活之前，虽不需要全
套住院治疗，却需要中等程度的居家护理。住院治
疗中心就是为这些病人服务的一个特殊住所。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可能有典型的思维
混乱（妄想）、知觉混乱（幻觉）、言语混乱、情
绪和行为混乱的精神病。

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s)：涉及扭曲的身体形
象，使患者难以健康地摄取营养。

自助小组(Self-Help Groups)：有类似经历的人士
互相提供支持的小组。

躁狂(Mania)：可能令患者精力过剰、思想急促、自
尊膨胀、情绪急剧改变和行事冲动(如疯狂购物或纵
欲)的状态。

词汇表

物质(Substance)：刻意用来改变血液或行为的一种
化学媒质（精神活性物质）。也包括人们可能会在
无意中接触到的处方药物和毒药、毒素、工业溶剂
以及其它媒质，这些媒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可能会
导致行为或认知障碍。

Glossary

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s)：一组失调病症，包

瘾癖症(Addiction)：一种不顾负面后果的失常状

括严重而持久的情绪性障碍（从兴高采烈到严重抑
郁）。

况，特征是失去控制、沉迷于令人丧失能力的物质或
行为，并且持续这种状况。

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包括突然开始感觉到

使用物质问题/问题物质的使用/问题酒精和
毒品的使用(Substance Use Problem/Problem

强烈的忧虑、恐惧和惊骇，并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这些惊恐发作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心跳加剧、全
身发抖和震颤、与现实脱节的感觉、甚至于害怕死
去。

Substance Use/Problem Alcohol and Drug Use)：
任何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相关的身体上、心理上、
经济或社会问题。精神活性物质指任何影响大脑以
至于改变知觉的物质。

性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包括令患者

支持小组(Support Group)：有着共同利益或情况

和他人不安的思维、情绪、社交活动及冲动行为的
模式。

的一群人（如相同的精神健康问题），定期见面分
享想法、感觉和社区资源信息。

阿尔茨海默氏病（早老性痴呆症）和相关痴呆
症(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
由于脑细胞逐渐退化而导致患者的身体能力和智力
退化。

焦虑(Anxiety)：因预觉有危险而感到忧惧、紧张或
不安，焦虑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尚未为人所知或
认识。

产后焦虑症(Postpartum Anxiety)：许多母亲在生
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一种失调病症，其患
者经历极端焦虑以至干扰到自己的身体功能。

注意力缺失/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以注意力不集中、过度
活跃和冲动等不适应程度为特征的发展障碍。

躁狂抑郁症(Bipolar Disorder/Manic
Depression)：这种疾病有抑郁与“高峰”（又称为
躁狂）的交替周期。这些情绪波动有时来得迅速并具
戏剧性，但更多时候都是逐渐形成。

完孩子后感到焦虑、不知所措和害怕。考虑到初为
人母所带来的种种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有些妇女的焦虑程度严重到干扰她们的日常生活，
表现在正常性格和功能发生变化。

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一种临床
性抑郁症，症状包括感到无助、麻木和抑郁。女性
通常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力不从心或无力应
对新的责任。

精神病医生(Psychiatrist)：专门从事精神障碍和
情绪障碍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持照医生。

边缘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特征是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自觉感情
和对冲动的控制都不稳定。

心理学家(Psychologist)：经鉴定合格之项目的心

神经性暴食症(Bulimia)：无法控制地一次又一次

精神错乱(Psychosis)：与现实脱节。

理学学位持有人。

进食，随后呕吐或采取其他方法排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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