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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的主要症
狀:

• 在一些神經網絡釋放
過多

• 在另外一些神經網絡
釋放過少

與腦部神經遞質多巴胺
(dopamine)的關係：



幻覺

你有試過：

誤聽到手機響

誤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

在人多的場合聽到與自己有關的東西嗎

流行病學研究(epidemiological study)發現，
約10%-15%一般人口有經歴過幻聽

Tien AY.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1991.
Verdoux et al. Psychol Med 1998.
Poulton et al. Arch Gen Psychiatry 2000.

幻覺
• 可以影響任何感官：

– 聽覺（最常見）

– 視覺

– 觸覺

– 嗅覺（與妄想常有關係）

– 味覺（較罕見）

• 通常是聽覺及言語方面 …. 為什麼?



幻覺的定義

沒有外物的感覺

 “Perception without object” (Esquirol
1837)

感覺非常實在

可能會令人做出一些行為

與想像或擔憂不同

幻覺與錯覺

錯覺：

由現實存在的事
物或感覺引起

感覺出現偏差

感官受外物刺激後
與想法結合後形成
錯誤的感覺

Muller‐Lyer illusion



幻覺與意象

• Kandinsky 指出:
“… [imagery] lacked the character of objectivity… they were ‘inner eyes’

located somewhere behind the outer ones…”
(Jaspers.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p.68-69)

• 意象可由人自主控制
• 幻覺是不由自主控制及被誤認為是由外在環

境刺激而產生的感覺

幻視

簡單幻視（如形狀、顏色）

多與腦部受外來疾病廣泛影響有關

如病毒感染、腦炎、腦膜炎

或血糖／血氧過低

複雜幻視

神志不清或思覺失調

幻視越簡單，問題越接近由腦部原始視覺區
域，亦較不可能是思覺失調



幻聽
簡單幻聽

無法分辨的噪音

簡單音調（如鎖匙聲）

言語性幻聽

簡單

詞語、短句或名字

複雜

較長而有組織的句子

同樣，幻聽越簡單，問題越接近由腦部原
始聽覺區域，亦較不可能是思覺失調

如耳鳴

言語類幻聽
 內容通常具威脅性、不雅、讉責、侮辱成分

 第二身second-person

 一把聲音與自己說話

 例：你真無用

 第三身third-person

 兩把聲音或以上對話

 例：他還不去工作

 評述running commentary

 例：他現在起床了

 Thought Echo (Gedankenlautwerden)

 命令Imperative

 例：去拿刀自殺

 一級症狀（first rank symptom)



言語類幻聽的特點
 訪問100名有幻聽的思覺失調患者

 聲浪：多與一般對話相若

 每日數次或大部分時間出現

 聲音來自認識的人

 隨時間增長，聲音數量變多及內容越複雜

 甚麼情況下，命令性幻聽較易會引致行為？

 聲音被認定為真實

 患者認識聲音的主人

 影響情緒的內容

Erkwoh et al 2002

Nayani & David 1996

• 我們通過五官去感覺環境中的事物

– 例如視覺、聽覺、觸覺、嗅覺

• 外在環境的資訊經過感官系統收集

• 再傳送到腦部的原始感官區域
(Primary Sensory Cortex)

甚麼是感覺
(Perception)?



http://thebrain.mcgill.ca/flash/index_i.html

原始聽覺區
Primary auditory area

韋尼克區
Wernicke’s area

原始運動區
Primary motor area

布洛卡區
Broca’s area

主要體覺皮層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原始視覺皮層
Primary visual cortex

如何處理資訊?

• 原始資料首先經過低
層次的接收 (點與線)

• 然後再進行高層次的
分析 (整體意義)



內心語言

•有時我們運用高層次的意象去代表內心思想

•內心語言對人類的認知是普遍而重要的

•例如進行心算時，聲帶的肌肉有輕微活動

Dialogical Self (對話自我) 
Theory (Hermans 1992)

 “自我” 的心理結構

並非單元式乃是多元式

 “自我” 由多個單元組成

有多個 “他我” 及 “自我” 單元

互相可以溝通對話



• 在一般的思維中，我們會有許多不自覺的“預演＂對話

• 有時這些“預演＂可能是無意識地進行

• 如自我思維標記出現問題, 訊息會被經歷為幻覺

你是全世界
最討厭的!

佢地話緊我
嗎?

我不想與
你們說話!

內心外界
扮曬嘢!我也有

同感 是嗎…
全世界
都知

• 關鍵在於標記自發的
思想 (Frith)

• 如果標記失效， 則會
錯誤地將自發的思想
誤以為外界的信號

Source: http://pegasus.cc.ucf.edu/~gallaghr/copenhagen.html

自我思維的標記

預計情況
Predicted 

state



聲音錯誤歸因
 錯誤將所聽到的聲音歸因他人

 三組參加者：

 言語性幻聽與妄想組

 妄想組

 對照組

 自己的聲音、經處理後自己的聲音、他人的聲音

 辨別聲音來源

 兩組患者均有較多錯誤

 幻聽組較易將經處理後自己的聲音誤以為是他人

 對自身產生的資訊意識不足

Johns et al. Psychol Med 2001

腦電圖實驗

自己的聲音、音調經處理後自己的聲音、他人的
聲音

對照者中，聽到自己的聲音時，腦電圖的
N100反應下降

患者對音調經處理及他人聲音的反應無異

與幻覺嚴重程度及歸因錯誤相關

Heinks‐Maldonado et al. Arch Gen Psychiatry 2007



資訊處理、
內心語言及
自我思維標記
等問題，
與腦部活動有何關係？

影像學研究提供了一些答案。

輔助運動區
與幻覺

輔助運動區(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可能是腦部自我思維標記的傳訊區

•運作失誤可引致出現幻覺

Stephane et al. 2006



幻覺可激發
腦部的原始聽覺區

腦部的原始聽覺區聽覺皮層只在幻覺產生時受激
發，而在一般情況下的意象則不會。

Van der Ven et al (2005)

言語性幻聽的真實程度
 言語性幻聽的真實程度評分與功能磁力共振(fMRI)

結果相關

 下額回(IFG)，包括布洛卡區(Broca’s area)

 IFG、腹側紋狀體(ventral stratum)、聽覺皮層
(auditory cortex)、右後顳葉(right posterior 
temporal lobe)、扣帶皮層(cingulate cortex)之間出
現連結(coupling)

 運動言語理解(motor speech comprehension)、感
官(sensory)、突顯(salience)、自我監察(self-
monitory)、自主(self-agency)

Raij et al. Brain 2009.



言語性幻聽與腦部活動位置
• 薈萃分析(Meta-analysis)綜合

數據指出有三個神經網路：

內在監察：輔助運動區SMA,
額前葉DLPFC

原始語言區域：語言啟動區
Broca，語言接收區Wernicke
；第二階段聽覺區：左右顳葉,
下頂葉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邊緣系統：前扣帶回ACC, 島葉
insula, 海馬迴(Hippocampus)
及海馬旁迴(parahippocampus)

http://thebrain.mcgill.ca/flash/index_i.html

原始聽覺區
Primary auditory area

韋尼克區
Wernicke’s area

原始運動區
Primary motor area

布洛卡區
Broca’s area

主要體覺皮層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原始視覺皮層
Primary visual

cortex

Allen et al.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08
Jardri et al. Am J Psychiatry 2011.

言語性幻聽的左弓狀束(Arcuate fasciculus)
瀰散張量成像(DTI)一致性較高

Hubt et al. Arch Gen Psychiatry 2004.



妄想
你是否：

曾經覺得有針對你的陰
謀

相信人可以透過心靈感
應溝通

曾經覺得雜誌或電視中
的內容是為你而作的？

外國大型調查發現，類似
妄想的想法流行率可能很
普遍 Verdoux et al. Psychological Med 1998.

Peters et al. Schizophrenia Bull 2000.
van Os. Schizophrenia Res 2000.

總人數: 7075

由精神科醫生評估
為妄想

230 (3.3%)

• 實際上，妄想有多普遍？

妄想的定義

難於定義

「錯誤的信念」?

不正確地將一些事情誤以為真

但，甚麼才是真實？我們如何感覺現
實？

• 不單是意見、態度



• 一般特點：

– 病態的錯誤判斷

– 不尋常的堅信及主觀肯定性， 不可動搖
（最重要的特點）

– 面對其他經驗及相反的觀點，仍堅定不移

– 錯誤的內容（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 與社會及文化背景不相符

– 通常與自身有關

妄想的特點

妄想的內容



關係妄想關係妄想

”“ “

“
“
“

“
”

”
”

”
”

街上的人用奇異的目光注視著我。

他們交頭接耳，一定是在討論我。

我在上網時，電視就講到上網的問題，

有人在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街人的人喜歡模仿我走路時低著頭的習慣。

別人對我講的說話充滿暗示。

街上的人故意在我面前吐口水，表示很討厭我。

關係妄想關係妄想



誤認妄想誤認妄想

Capgras綜合症

親友被他人冒充

Fregoli綜合症

同一個人以不同身分出現，假裝
為陌生人

被動妄想被動妄想

• 自己的行動、思想、語言被外來的力量
控制

• 「邪靈移動我的肩膊。」
• 「上帝控制了我的手臂。」



認知及神經科學學說
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

妄下定論 (jumping 
to conclusion, JTC)

多巴胺紊亂 (chaotic 
DA firing)

情感‐感覺分離 (affect 
& percept dissociation)自我思維標記

歸因偏差歸因偏差 Attribution BiasAttribution Bias
1. 想像一件壞事發生在你身上(例如：屢次見工失敗)

2. 想出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3. 這個原因是你本身的問題，還是他人/外界的問題?

1     2     3     4     5     6     7 完全是自
身的問題

完全是他人/
外界的問題

Peterson et al. Cogn Theory Res 1982.



歸因偏差歸因偏差 Attribution BiasAttribution Bias

 Bental

負面事件：令理想自我(ideal self)與實際
自我差距變遠

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能透過將負面
事件歸因於外間

於妄想的患者中，這種傾向尤為嚴重

概率推理概率推理 Probabilistic Probabilistic 
ReasoningReasoning

 Bayesian 推理

妄下定論 (Jumping To Conclusions, JTC)

抗拒反證的偏差 (Bias against 
disconfirmatory evidence, BADE)



自我思維的標記

•關鍵在於標記自發的
思想 (Frith)

•如果標記失效， 則會
錯誤地將自發的思想
誤以為外界的信號

Source: http://pegasus.cc.ucf.edu/~gallaghr/copenhagen.html

自我監察與被動妄想自我監察與被動妄想

預計情況
Predicted state

異常突出感與關係妄想異常突出感與關係妄想
我們的環境中，充斥著大量資訊；並非所有資訊都會進入我們的
意識而被注意
當中，一些重要／與我們有關的資訊，會引起多巴胺活動，產生
“突出感” (salience)

無用的資訊 重要資訊

多巴胺活動產
生突出感

環境中大量需要處理的資訊

意識進入意識，作進一步處理

例如: 眨眼

多巴胺活動

例如: 被指

多巴胺活
動紊亂

“重要訊號”



由上而下的影響由上而下的影響

10 jitter

• 你能看得見圖中的圈嗎？

Field et al (1993)

由上而下的影響由上而下的影響

35 jitter

• 你能看得見圖中的圈嗎？

Field et al (1993)



大腦神經網絡連結
默認網絡

進行認知功能活動時, 
默認網絡的壓抑

默認網絡的功能連結

Affective information

Perceptual information

誤認妄想的神經心理學誤認妄想的神經心理學

對人的辨識中，感覺
(perception)與情感(affective)資
訊出現雙重分離 (double 
dissociation)



Affective information

Perceptual information

沒有情感資訊的辨識：沒有情感資訊的辨識：CapgrasCapgras

Affective information

Perceptual information

沒有辨識意識的情感反應：沒有辨識意識的情感反應：FregoliFregoli



謝謝



暴食症是什麼？
釋放自己，擺脫體重困擾，
遠離節食，暴食，結束情緒飲食。

鄧凱澄博士 (Dr. Eva HC Tang)
香港大學李嘉誠醫學院

藥理及藥劑學系助理教授（研究）

香港中央圖書館 – 14 April 2012

講座目的：

增加暴食症及狂食症的關
注及智識

討論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討論合適的治療方法: 舒
緩暴食症及狂食症所帶來
的困擾



過度進食的情況持續並不受控制，
有可能是患上暴食症的徵兆

嗜甜的慾望不純粹是心理反應

不少人處於壓力狀態時會有吃東西衝動，特
別是甜品類。

壓力令身體的腎上腺分泌出「可的松」
(Cortisone)

「可的松」偏高，令食慾增加

進食糖分後會增加「血清素」(Serotonin) 的
分泌，令情緒稍為舒緩。



暴食症 - 基本徵狀
為重覆出現狂吃的現象而感到:

自己對飲食失去控制的能力

活於沮喪及自責之中

產生內疚感

羞愧及討厭自己

 嘗試隱藏他們的症狀及飲食習慣

 秘密地儲備食物

 偷偷地獨自狂食

 盜竊(起初通常偷食物)

 飲食失調 - 暴飲暴食

 失控地不停狂吃直至有不適的過飽
感覺

 麻木地進食

 只有進食才能舒緩壓力及精神緊張

暴食症患者狂吃後會作出補償行為

患者會透過各種自我刻意的行為，

以避免暴食的後果

過度的劇烈運動

節食捱餓

扣喉 (進食後長時間留於洗手間)

濫用瀉藥／利尿劑

減肥藥

 各種身形或體重的人都有可能患上暴食症

 不一定是肥胖

 所以旁人難於從身形得知他們有暴食行為



狂食行為-不是生理需要驅使

情緒低落而誘發
(如憤怒、挫敗感、苦悶、抑鬱或焦慮等)

依賴進食來安撫自己去將負面情緒緩和

負面情緒在短期內得到平伏
誤將這種方法當成
長期的解決方法

體形不滿等思想

更多的負面情緒

大吃一餐來填補心中的失落與空虛 或纏繞著減肥之意欲

減肥

渴望進食

狂吃扣喉或節食

羞愧及討厭自己

恐懼肥胖
增加內疚
和焦慮

體重增加



暴食症 (BULIMIA NERVOSA) - 診斷指標

 於一段時間內失控地狂食，而份量比

一般人於相約情況下吃得異常之多

 狂食後扣喉、服食瀉藥／利尿劑、節

食／禁食或狂做運動，以用作補償行

為來避免體重增加

 患者平均每星期出現以上狂食及補償

行為最少2次，而且持續3個月或以上

 自我評價極受身形及體重影響

Source:香港進食失調康復會

暴食症的徵狀

生理

 胃痛

 沒有氣力

 面容十分憔悴

 體重起伏不定

 經期不定

 長期嘔吐引致: 

 腮位腫脹、蛀牙

 電解質不平衡，心跳紊亂

 扣喉時胃酸令手指潰損

 長期使用瀉藥引起腸胃問題

 脫水



搖搖減肥者

女性介乎30至40歲之間，

在相同的10磅裡，重複地減少或增加，

會縮短其預期壽命

心理及社交

 感覺失控

 覺得自己無用

 自我形象低

 出現抑鬱、焦慮、內疚的情緒

 自毀行為

 容易引致抑鬱病

 煙酒和毒品上癮

家庭

 常與家人爭拗，關係變得緊張

 家人於照顧患者之過程中，亦承受著極大的壓力，

當中有4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

 在朋友面前吃得正常，然後偷偷地獨自狂食

 減少與別人一起進食，社交圈子縮窄



狂食症 (Binge Eating Disorder)
診斷指標

 平均每星期出現以上狂吃行為最少2次，而且持續半
年以上

 没有出現補償行為

 可能引致過重或癡肥

Source:香港進食失調康復會

每個故事都是不同, 原因亦不同

個案 一

 A小姐和男朋友分手

 迷失

 生活方式變了

 體重由105磅跌至85磅 (身高一米六五)

 隔離自己

 經過 3 個月，她由厭食症變到暴食症

 她用食物來填補心中的失落與空虛

 過程不受控制

 恐懼肥胖

 纏繞著減肥之意欲

 體重由85磅增加到140磅 (在2個月內)

 過度運動，而甚至有飲洗潔精，以使自己嘔吐



個案二

 B小姐，身高一米六零，體重為一百三十磅

 相信廣告說「瘦才是美」，不滿意本身的體態

 嘗試各種不同的減肥產品 (藥丸、減肥用洗澡用品及沖劑等) - 沒有

減去一磅

 於是她透過沒有澱粉質的飲食和運動減肥

 接近一年了，體重由160磅減到110磅，滿意成績

 身邊的人都不斷讚美

 減肥意欲沒有停下來，想更多人欣賞,  減肥的方法變了節食

 節食後以暴食滿足食欲 (一次可以吃掉一個一磅半的蛋糕，再進食一個快餐店的茶餐)

 擔心一直的辛苦會因此白費，於是不斷扣喉直至把所有吃進的食

物吐出來

個案三

 從幼稚園至大學都很用功讀書，成績更是名列前茅

 高佻纖瘦，親戚朋友都讚她有模特兒身型

 頭髮又比以前少 ，經期停了幾個月

 醫生診斷她沒有問題，可能是由於讀書壓力而引起

 門牙崩了，牙醫說她的牙齒没有琺瑯質

 書櫃裏堆滿各式各樣朱古力、餅乾、果仁、罐頭、米
粉、即食麵

 避開與家人一起進餐

 等到十點多便開始煮食

 她母親不知道女兒已患上暴食症八年直至精神科醫生確診



個案四

D小姐

當別人形容她“有肉”或“水腫”，便開始嚴格節食.

丈夫把手放在她的腰邊說:“有d肉喎?”，觸發她的不安感覺

同一時間，她的婚姻也出現問題, 導致她的飲食問題進一步惡化

利用食物去填補她空虛的心靈

“我記得我第一次扣喉時，是十分興奮，因為我心想找到舒緩的方

法了”

“我好討厭自己，我覺得自己不夠好”

Princess Diana
戴安娜王妃

對她的容貌發表評論
的人是電視和雜誌

暴食症是戴安娜的”
秘密病”，在 92年
Andrew Morton’s: 
“Diana: Her True 
Story” 書中透露



“一日會吃四至五餐，有時候更多，
食至飽滿，便有一種舒適的感覺。

像似有雙手擁抱的感覺，

但是短暫的安慰。然後身體腫脹，

感覺嘔心，再次引起食慾。

重複這種模式會毀滅自己＂

進食失調症在香港的情況

Source: Hong Kong eating disorder association (HEDA)
香港進食失調康復會

5%
不清楚

30%
厭食症

31%
暴食症

34%
進食失調
其他類別



年齡分佈

五成患者的年齡
介乎16-25歲

 6.6%介乎11-20歲之青少年疑患上進食失調症

女性比男性患上進食失調症的比例大約是10:1

Source: Hong Kong eating disorder association (HEDA)
香港進食失調康復會

年
齡

人數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情緒抑壓

嚴重壓力

負面情緒

生活困惑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完美主義者

 對事情執著

 要求嚴格，特別是對自己

 非黑則白的思考模式

(All or none)

 情緒化

 神經緊張

 性格自卑

 對自己擁有負面評價的人

 對某人或某環境過份依附，
一旦出現變化，難以接受

性格特徵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扭曲自我形象及評價

 認為自己的身型及外表便代表一切

 為了得到別人的認同，努力追求一個社會上認同

的外表及身型

 自信心低落，依賴外表及身型來提升自己的信心

 証明自己的能力

陷阱:
永遠無止境追求最瘦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減肥風潮

o 追求單一的身型標準

o 認為「纖瘦」就等於美麗、成功, 相反肥胖就
是失敗、醜陋及無自信

o 因此有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都存在不滿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減肥風潮

o電視纖體特輯將所謂「標準」身型或形象具體化展示於
觀眾面前

o將「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了後會得到自信、愛
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性的訊息傳達給觀眾

o使大眾以為減肥後可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o若觀眾細心想想必定知道他們正引起觀眾對肥胖的恐慌

o最終目的只不過是為了推銷自己的產品及服務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營造體型不滿及對瘦的渴望

 受到社會文化所影響

 不同的時代對「美」的追求會有所不同

 傳播媒介對我們的價值觀及行為均有很
大的影響

曾經有研究指自從1995年「電視」引入了菲濟群島後，
三年後有69%的女孩開始有減肥行為，更希望自己
能像電視上的明星般擁有標準身材。

看電視劇及電影的次數

瘦的渴望•觀看電視劇及電影的次數越多，
對增加瘦的渴望，有直接的關連

•將電視上的瘦削身型成為自己的標準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極端減肥方法及觀念

 極端減肥與暴食症的發病
有莫大關係

 大約有九成半的暴食症患
者曾用極端方法減肥

 減肥者患上進食失調症之
風險高於沒有減肥者5至8
倍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極端減肥方法及觀念

 身體肥胖以健康的方法去「減肥」乃屬正常之事，但廣告商
没有將醫學界所定的肥胖告訴觀眾

 將焦點放在減磅數及速度，没有提及個人差異、身高、骨架
等因素

 在有意減磅的女士當中，6成屬適中體重，更有1成是過輕

 不健康的方法來減肥（如極低的卡路里攝取量），很大機會
會反彈，甚至增加患上暴食症的機會

等聲稱作為招徠

以極速減磅、
不辛苦、

毋須運動、
毋須節食、
毋須食藥、

没有副作用、
兼不會反彈

體重定點理論 (Set point theory)

這個理論 - 解釋了為何使用極端方法
減磅的人在生理及心理上

都會有強烈進食的慾望，

更解釋了減磅過速為何會容易反彈。

生物學的角度，每個人的體重於發育後適應在某一個定點上

在下一次進食

(吃回正常份量時)
身體會進入一個

飢荒狀態
↑吸取營養

↑儲備

以預防飢荒警號再次出現

特別吸收

身體為了保持固定的磅數
能量攝入 = 能量消耗

吸收能量降低

減慢新陳代謝
或

身體機能

去減輕能量消耗

吸收能量降低



引致進食失調的原因

其他原因

 情緒病

 焦慮症

 藥物濫用

 孩童時期是嚴重癡肥

 父母癡肥

BULIMIA CAN BE 
OVERCOME!

暴食症是可以克服的 ！



自助方法

 甚麼時候發生?
 情緒低落? 
 填補心裏的空虛及失落?

可行方法 : 

心理輔導 & 催眠治療

 身在其中，並不察覺當中的關係.

 了解多年來的致病根源，解決最
根本的問題

個人治療：

 了解自己的思想錯誤

 尤其是有關進食、控制體重、自我形象、

人際關係及生活壓力方面的思想

 透過改變思想模式，可以穩定情緒及改

善進食問題

小組治療：

 6至8個患者組成小組

 患者經歷的病徵很相似，能感到共鳴，

治療過程不再孤單

 在彼此鼓勵情況下，治療動力大大提高

1. 留意自己的暴食行為及情緒反應

自助方法

2. 適當處理壓力

找適當的方法來減壓

不要使用食物處理壓力及悲傷

與食物發展一段健康的關係，

基於滿足您的營養需要，

不是你情緒需要。



自助方法

3. 學會聽你的身體
分辨真正的「生理上｣的饑餓及「心理上｣的饑餓

從年幼時起，我們已能夠分辨飽滿

但是對於暴食症及狂食症病人

確定自己是否肚餓，可能很困難的

因為過去他們花了大部分時間去節食、暴食及狂食，不理
會體內發出的饑餓或飽滿的信號

問自己

“到底我身體渴求什麼?”

“這是生理上的饑餓或是心理上的饑餓?”

過去，如果你有心理上的饑餓，不斷責備自己為何有這種
渴望

當你不肚餓但也想吃,你便要了解自己真正原因

自助方法
4. 學習接納自己的身體

 進食失調症患者普遍存在體型不滿

 認為要身型纖瘦才算合符標準

 往往給自己帶來更大的減肥壓力



自助方法
4. 學習接納自己的身體

 身型肥瘦除了後天因素影響之外，
先天的身體構造如骨架、新陳代謝
速度及遺傳因子等都不是可以由我
們控制

 停止體形毀壞病 (Stop bad body fever) 

 “我太胖了 ！”— 將思想解碼

 您要明白自己有體形毀壞的思想，
永遠不會與你的身體有關。下一步
是問問自己 – 發掘真的原因

自助方法

5. 停止減肥的理念

長期饑餓會觸發食物渴求

當在節食期間，你會不停想食物

吃過多的衝動

避免禁止某些食物，因為這可以使你渴望得

到它，甚至更多。

研究顯示，95%的節食者會把減去的磅數增

回

陷阱： 慶祝成功減磅



自助方法
5. 停止減肥的理念

 停止食物分類—肥或不肥

 如分開兩類食物，會引致錯與對的情況。如有食錯，便產
生體形毀壞思想減肥惡性循環

 沒有不准吃的食物 (Legalizing food)

 克服不節食所帶來的恐懼

“我會食到腸胃都爆裂!”

“我會食到癡肥”

 停止不健康的減肥習慣，保持三餐正常

自助方法

6. 找適當的支持

即使不是專業人員, 依靠家人和朋友交談

加入支援組， 找治療學家診治



藥物療法

研究指出，部份進食失調症患者有血清素失
調 (血液中的血清素不活躍)

部份患者會出現其他與血清素有關的情緒病，
如焦慮症、強迫症與抑鬱症等

藥物如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能幫助部份病人穩定情緒，
進而穩定進食情況

如果您懷疑您的家庭成員，
朋友或自己患有飲食失調，請聯絡：

香港進食失調康復會
熱線查詢：2850 4448
傳真：2144 5179
電郵：heda@heda-hk.org
網址：www.heda-hk.org
地址：上環蘇杭街69號1501-02室

香港進食失調中心
中心查詢電話: 2144 5838

傳真: 2144 5129

電郵: hedc@cuhk.edu.hk

網址: www.hedc.med.cuhk.edu.hk

地址: 香港沙田銀城街46號E座7A室

“When women stop hating 
their bodies – freeing 
yourself from food and 
weight obsession.” Jane R 
Hirschmann & Carol H. 
Munter.

書籍

“Overcoming Overeating – a 
book to help you break out off 
the diet/binge cycle and lose 
weight naturally”. Jane R 
Hirschmann & Carol H. 
M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