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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樂醫」也就是醫學上所稱的全身紅斑性狼瘡，為一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在

醫學昌明的今天，此病症已能有令人滿意的療效。然而由於病程有慢性化的傾向

也就是說病情難免起伏不定，使得病患在這過程中心情上可能亦有不同程度的衝

擊。此外，除了面對疾病產生的情緒反應如焦慮、憂鬱、慎怒等之外，也可能會

因中樞神經病變或內心難以調適而出現精神疾病，如憂鬱症、精神病、痴呆症、

譫妄等。本文就一、生病及住院時的心理反應，二、思樂醫患者可能的精神病變

兩子題加以闡述。 

 

 

§生病及住院時的心理反應§ 

 生病是一個令人痛苦的經驗，卻也是人人必經的歷程。在生病時不但會因身

體的病理變化引起各種病痛及不適之外，在心理上也會出現種種反應，如害怕、

不安、焦慮、沮喪、憂鬱、絕望等，這些心理反應往往因病情輕重、病程長短、

個人因應能力及個性而有所差異。本章想探討生病時長見的心理反應，哪些因素

會影響這些心理變化？慢性病、嚴重疾病甚至住院時各有哪些心路歷程？家屬在

照顧病患時又有哪些心理反應？一般人生病後有哪些因應策略（coping 
strategies）？唯有對以上課題深入了解，才能應用學理及經驗，善待這些受苦受

難的同胞。 

第一節 生病常見的心理反應 

趙先生是一位中年的已婚男性，近幾年來在商場上十分得意，且有一個幸福

的家，太太溫柔婉約，子女聽話上進，可是，最近他常常覺得口渴、體重減輕、

頻尿、倦怠，便去做了全身檢查，醫師告知他血糖飯前為 150，飯後為 200，得

了糖尿病，聽到這個消息，他感到一陣頭昏，所有的事業及家庭似乎都不及自己

的疾病來的重要，他將如何去面對這個病？又將如何把這個不幸讓家人知道呢？

趙先生此時正面臨疾病初期的種種心理衝擊。 

一般而言，生病有如圖一所示的幾個階段，不外乎急性期、復健期、慢性期、

康復期、疾病末期、死亡等。而每一個人在不同病程常常會出現一些心理反應，

這些反應和失去親人的悲痛反應（bereavement）（Bowlby,1961）或癌症病人面對

死亡威脅的反應是十分接近的，如否認（denial）、憤怒（angerand irritability） 

、自我掙扎（自我協議）（bargaining）、退化（regression）、焦慮（anxiety）

及憂鬱（depression），生病時不一定上述所有情緒會出現，可能同時出現幾種，

也可能在幾種心情中打轉。簡要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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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he stages of illness 
一、否認： 

這是一種在聽見生病消息時最早出現的反應，是一種自我防衛機轉，病人往

往會說：“這怎麼可能？這種病不會發生在我身上吧！？＂，“是不是檢查有問

題？＂，“還要不要做更進一步的檢查？＂有時病人會呈現漠不關心的態度，異

常鎮靜的神情，或者老是聽不清楚醫生的「宣判」，這些都是否認作用的可能表

現。 

二、憤怒： 

生病會隨著疾病本身及治療過程帶來許多的不適、恐懼及沮喪。病患有時會

將這些害性不安的情緒，以生氣的方式轉程（displace）或發洩（acting out）到

親人或醫護人員身上。憤怒的表現有幾種，如完全緘默不語，對醫生的問話不予

回答；又如指桑罵槐，藉由不直接的批評，表達對醫療的不滿；或者不吃藥、藥

物順從性（drug compliance）極差；或甚至失去理智地怒目惡言以對，都是病人

可能呈現的憤怒形式。 

三、自我掙扎： 

患者在生病期間常常會想到：“要是在我畢業（或結婚…等）後再生病就好

了＂，或“如果病情再輕一點就好了＂。這種心理反應表示病患正處於內心交

戰、自我協議的時期，是一種較正向的因應方式，在這個階段病人較願意接受治

療，更能縮短其接受生病事實的時間。 

四、退化： 

病患特別在病情嚴重時，往往會出現如孩童時代較原始的反應，如對病痛不

能忍受而大哭大叫，或是一不如意便對親人發脾氣，或是有不少操縱性的行為，

都是退化的可能表現。 

五、焦慮： 

病患從感到身體不適、檢查，知道生病到接受治療的一連串過程，焦慮是不

可避免的心理反應，到底哪些事情會諒病人擔心害怕呢？不外乎（一）對於疼痛、

殘障或死亡的恐懼（二）對於無助感及依賴性的焦慮（三）害怕自我形象及自尊

心受損（四）擔心在家庭、工作及人際關係等的角色地位動搖（五）對可能帶來

的經濟問題感到不安。 

六、憂鬱： 

生病是一種失落（loss）的經驗。隨著生病、開刀、住院到身體器官的損壞

都會有種種失落感，沮喪的情緒便會自然接連出現。一些因素也會加重鬱卒的心



情，如性病、癌症、愛滋病或皮膚的疤痕會使病人出現沒面子的恥辱感（stigma）；

此外，失眠、服藥及身體活動受到限制也十分令人洩氣。在生病時所產生的憂鬱

反應，可呈現兩種型態，一為激動型（agitated），如哭泣、坐立不安，另一則為

遲鈍型（retarded），如臥床不起、反應變慢、注意力不集中等。 

第二節 住院時的心理反應 

一個人當病情較嚴重時，通常會同意住院以獲得治癒的機會。就算是心甘情

願的住院，也無法避免一些焦慮，比如說病患可能會想到：“我的丙會治好嗎？＂

“是否會痛得受不了？＂“會死在醫院嗎？＂“要花很多錢吧？＂，此外，一個

人離開家庭，暫別工作崗位，心中孤單，缺乏安全感，自尊心受損也是常見的。

一般而言，較嚴重的病患必須面對許多生理及心理的挑戰及調適，其心路歷程和

住院患者的內心衝擊類似。下面兩小節再舉幾項住院時會產生的外在壓力及心理

動力導向的壓力。 

一、住院時的外在壓力 

（一）喪失原有身份地位： 
不論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如何，住院後便暫時放棄原本所擁有的財物 

、工作，有的醫院還會保管其個人物品；較難和家人天天團聚；社交活

動也因而暫停。這種自我身份的削減的確令人沮喪。 

（二）自主性的剝奪： 

住院後必須按照醫囑接受各種常規及特別檢查，如果醫護人員未充

分予以解釋檢查的目的及結果，焦慮不安便會產生。住院也必須按時吃

飯、睡覺、服藥，不得自由出入醫院，自然喪失了往常自在的生活方式。

缺乏自主權也是一使人焦慮的壓力源。 

（三）醫院環境的壓力： 

醫院的設施雖然力求整潔，但是相對的病人在充滿消毒藥水的空氣

中，各種檢查儀器的聲音下，得過一不算短的時間，也夠讓病人難受了。

特別是在加護病房，患者在更多的儀器環繞下，其他病友的哀嚎聲，又

僅能和家人短短幾分鐘的相聚，一旦醫護人員在救命第一的原則下較少

付出足夠的關心，患者便偶而會出現定向感喪失，患者便偶而會出現定

向感喪失，意識混亂，甚至激躁不安的「加護病房症候群」。 

二、心理動力導向的壓力 

住院期間除了可能有上述幾種外在壓力，人在內心深處也會因著發展上

及心理動力機轉的不同而出現各種壓力，這是一種自我掙扎、交戰的經驗，

分述如下： 

（一）自戀本質（narcissistic integrity）受到威脅： 

人從小都有或多或少的自戀傾向，即認為自己是無所不能，完全獨

立的個體，甚至以為人是不會受傷，可以控制身邊的事物。然而一旦生

病至住院的程度時，這種自以為是的信念就受到嚴厲的考驗了。 

（二）陌生者焦慮的（stranger anxiety）作崇： 



人在住院時必須將自己的健康甚至性命託付給完全陌生的醫護人

員手裡，難免會產生如同嬰兒期面對陌生人時常有的焦慮反應。 

（三）分離焦慮（separation anxiety）的激盪： 

住院離開親人及熟悉的事物時，會引發如幼童期的分離焦慮，這也

證明住院本身容易有退行性反應，如上述陌生者焦慮、分離焦慮均是。 

（四）恐懼失去所愛： 

病人在住院時也會擔心自身因為生病帶來的缺陷，而導致缺乏吸引

力而失去伴侶的疼愛。如婦女乳房切除（mastectomy），在手術前常常

焦慮以後會失去女性的魅力，不再可愛而失去另一伴的關心。 

（五）罪惡感的籠罩： 

生病住院時有的病人會認為是自己今生做了某些惡事而遭到天譴 

，感到十分的後悔，無形中也 加重了心理的負擔。 

第三節 慢性疾患的心理反應 

慢性病（chronic illness）顧名思義就是因為身體器官發生不可逆的病理變化

後，造成其功能上的障礙（disability）。慢性病可能是急性嚴重疾病的殘餘後

遺症，也可能是逐漸發病（gradual onset），但是都必須面對一殘酷的事實即它是

一不會痊癒的病症。慢性病所帶來的衝擊，不僅是病人本身，家庭所受的煎熬及

社會的損失都是值得注意的課題。以下就慢性病患可能會有的心理反應及家人與

病人的互動關係（interaction）分別加以闡述。 

一、慢性病患的心理反應 

前述在生病時常見的心理反應中，疾病初期較多會出現否認、震驚、憤

怒、自我掙扎；在病程慢性化之後，或許會更常發現病患有退化、焦慮及憂

鬱的情形。以下分述之。 

 （一）焦慮： 

慢性病患者常常處於許多的威脅（threat），如中風的癱瘓現象是否

不能復原？糖尿病是否惡化導致腎衰竭？又如肺氣腫是否預後不佳？

癌症能活多久？這種種因病情的轉變，預後及死亡所帶來的威脅感，在

在都會使病患感到惶恐、不安。此外，慢性疾病常需人幫忙處理便盆、

這種導管及洗澡，也會使其有羞恥、焦慮的感覺。 

（二）退化： 

隨著病程延長，許多病患可能會行動不便，也可能有不少心理上的

依賴，退化現象便應運而生。許多慢性病患會出現退行性行為，如器質

性疾病之腦中風、老年癡呆症等；又如功能性病症之精神分裂症，躁鬱

症等。發生退化之原因可能是中樞神經的失調，也可能與病患擔心和家

人分離或被親人拋棄有關。 

（三）憂鬱： 

據估計有 20%至 50%的慢性病患有不同程度的憂鬱情緒。慢性病中

會出現憂鬱現象者常見的有巴金森症、杭汀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癌症、末期腎衰竭、慢性疼痛症等。此類患者在認知上常會

出現無助感、無用感，有時伴隨著強烈的罪惡感，甚至出現自殺意念，

此時，必須緊急求助於精神科醫師做危機處理（crisis intervetion）。 

二、慢性病患與家人的相互關係 

一位久病不癒的人，要能繼續好好的生存下去，除了必須有適當的自我

因應之道，及得到醫療人員的悉心治療之外，家人的支持與照顧更是不可或

缺的一環。然而，常言道：「久病無孝子」，家屬在照料病患所碰到的各種難

題與內心的煎熬，若無法適時宣洩，總有一天，不是自己累倒就是因疲憊

（burn out）而放棄病患。所以，家人的心聲及對病人的看法是值得醫界多

加了解的層面。 

（一）雙重束縛（double bind）: 
此學說原本是用於精神分裂症患者在小時與父母的病理性互動關

係，Kleinman（1988）延用此名稱來說明慢性患者和家人間的矛盾情結，

如在疾病稍微穩定時，許多親人會盡量鼓勵病人逐漸邁向獨立自立之

途，然而，一旦病情轉壞時，不少家人又會責備患者沒有遵守醫囑或自

作主張，又要其好好的聽話，使其不知所措。要解決此問題，必須家人

對疾病的預後有正確的認識，不要不切實際的期望，且要將挫折感收斂

起來，家人彼此宣洩及扶持，而不要將失望、沮喪的情緒轉移到病患的

身上。 

（二）家人對照顧慢性病人的心情： 

即使你有足夠的同理心及想像力，如果不曾身為病患家屬，是永遠

無法體會家屬的心情的，有人說：「一個人生病，全家也跟著生病」，家

人除了和病人有類似的否認、震驚、自我掙扎、焦慮、憂鬱等心理反應

之外，還有時會出現罪惡感，就是認為自己的健康是不應該的，或以為

是不是做過什麼惡行使人受到報應。有的家人形容看著病人逐漸死去，

似乎自己的身心也日益衰竭殆盡。也有的覺得這是一場大災難，如在人

間地獄中度日一樣，因此，有的家屬隨著病人哭泣；有的則採逃避的方

式，棄患者而去；較樂觀的是，有的親人因為陪伴病人而化解以往的成

見，彼此心連心地珍惜相聚的日子。 

直言之，慢性病患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會隨著病情的變化及彼此的情緒

而有所影響。 

第四節 疾病的因應之道 

前面三節已討論了病患在急性嚴重（住院）期及病程慢性化的各種心理反應 

，也提及家人在照料時的內心激盪，那麼，生病了之後，一般人會如何加以因應

呢？大體而言，可分成積極、持平（neutral）及消極三個層次，分述如下： 

一、積極的因應策略： 

（一）尋找多與疾病相關的資料： 

  有些人在知道自己得到某種疾病後，會收斂起各種複雜的情緒，理



 性地去查閱和疾病有關的資訊，對疾病的起因、病程、預後等有所瞭解，    
並與醫師討論，參與一部份的治療計劃。 

（二）積極治療： 
不論是否查過資料，不少人會開始尋求各種治療，這是屬於求助行

為（help-seeking behavior）的範疇，以期加速控制病情。 
（三）找有權威的大牌醫師治療： 

 除了積極就醫之外，大部分的人仍相信有名望的醫師，希望這些名

醫能妙手回春。 
 （四）接納生病的事實： 
   接納（acceptance）是生病時心理反應的最後理想階段，若能真的 

接受自己生病了，才能心平氣和的求醫，對疾病的控制才有正向的幫助。 
 （五）尋求心理的宣洩： 
  除了在生理層面積極的就醫外，若在心理方面也做到一些正確的因

應策略，對恢復健康絕對有事半功倍之效。如與信任的親友或醫師傾談

內心的不安、恐懼，達到宣洩（catharsis）的目的，有利於早日接納此

一事實。 
二、持平的因應策略： 

（一）做其他排遣的事： 
特別是慢性病患，在治癒無期的情況下，有些患者會做些自己有興

趣的事，以分散疾病苦痛的注意力。 
 （二）嘗試忘記生病的事實： 
  有些患者在獲知生病的消息後，以一笑置之或努力工作，做為因應

之道，想要向別人證明自己仍然是十分健康的，試著藉一些形式暫忘得

病的事實。 
三、消極的因應策略： 

（一）暫時自我麻醉： 
  有些患者藉著一些危險、刺激的活動來麻醉自己，如開快車、大吃

大喝、沉迷酒色、亂服藥物（特別是禁藥、鎮靜劑）等，無異是另一自

毀的方式。 
  （二）自我譴責： 
  一些較以內射（introjection）做為防衛機轉的病患會有強烈的罪惡

感，覺得生病會拖累家人，甚至忍受生病的痛苦而不願就醫。 
  （三）責備他人： 
  相對地，也有一些以投射（projection）為防衛機轉的病人則會覺得

生病是老天不公平或別人的錯，在生病期間對家人或醫護人員尺刁難責

備有加。 
  （四）認為病已無可救藥： 
      另外有少數極度悲觀的人，對疾病抱著負向的認知，不是認為自己



病入膏肓，放棄治療，就是退縮在家中，呈現憂鬱的情緒，甚至有自殺

之虞。 
第五節 結論 

不論是突發的急性病或是逐漸形成的慢性病，都是一令人受罪的經驗，有時 
心理的擔心，恐懼或鬱悶更甚於身體的不適，在分節討論完病患在各時期的心路

歷程及其因應之道以後，仍必須在此強調個人的生病是離不開家庭及社會的，所

以，疾病帶給社會資源的損失固然十分龐大，對家人的種種煎熬及打擊，是從醫

者更需提醒及重視的問題，往往了解並關心慢性病患的家屬，和治療照顧該患者

是同等的重要。 
 本文已論述有關生病或住院時的心路歷程，及疾病因應之道，思樂醫之友或

可作一參考，至於思樂醫患者可能的精神病變之子題，將在下篇再加以介紹，希

望各位堅強的朋友，好好珍目前的健康，明天會更好！ 
 
（下） 
 在本人上篇拙作中曾提到思樂醫之友可能出現的心路歷程及調適之道，其心

理反應不外乎否認、憤怒、自我掙扎、退化、焦慮、憂鬱等；其因應之道包括積

極與消極的因應策略。在本文中將繼續探討思樂醫之友較可能出現的精神病症，

及其處理照顧的方法。 
 一般而論，慢性病疾患中約有四分之一的比率同時又罹患精神疾病，其比率

不低，值得民眾及醫界重視。而這群身體長年為病所困的患者所可能出現的心身

疾病又以憂鬱症、適應障礙、急性精神病居多，思樂醫患者亦不例外。一旦合併

上述的精神病症，病患不但陷於緊張不安或愁雲慘霧中，生活品質大為降低，特

別要注意患者一時想不開即可能有輕生的危險，所以認識這些常見的精神疾病確

實有必要性。 
一、憂鬱症 

若一個人感到心情沮喪、食慾不振、失眠、全身倦怠、興趣索然、記憶 
力減退、罪惡感、無望感，甚至出現自殺意念，則此人極可能為憂鬱之個案。

思樂醫之病友若合併憂鬱症時，必須雙管齊下，除了將本身之免疫系統強化

穩定之外，且應找精神科醫師，配合抗憂鬱劑及支持性或認知心理治療，才

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家屬認為上述憂鬱症之患者只要看開

些、堅強點就沒事了；或是有的內科醫師以為身體疾患難免一時因種種病痛

而心情不佳，不必太在意，殊不知如此錯誤的觀念會延遲治療的時機。因為

憂鬱症病患並非憑直覺或外表就可斷定，需有經驗的專科醫師方能正確診

斷，如不能及時發現、早日治療，不僅患者活得非常辛苦，更有厭世之虞，

可敬的諸位，吾人怎能掉以輕心呢？ 
二、適應障礙 

如果思樂醫病友在剛得知生病的消息之後，一時之間無法接受，隨即產 
生失眠、吃不下飯等症狀，情緒也呈現緊張不安或悶悶不樂，甚至因此影響



正常的生活運作，造成工作效率減退，或是人際關係疏離等後果，此病情尚

未達到憂鬱症或是焦慮症的程度時，便可稱此人罹患了適應障礙。此類患者

必須親友多關心鼓勵，此外，精神科醫師亦可開一點簡單的藥方緩解其症狀 
，並給與支持性心理治療，相信，在病友、家屬及醫師通力合作之下，一定

能更快勇敢地接納生病的事實，使此「適應障礙症」及早康復。 
三、急性精神病 

所謂「急性精神病」就是指當病友突然出現精神症狀，包括幻覺、關係

妄想、被害妄想時，表示產生了急性精神病。剛開始時，病友往往會不易入

眠，且相當地緊張不安，對外界事物十分敏感，終至感覺看到或聽到一些無

中生有的影像或聲音，即所謂視幻覺或聽幻覺，其中又以幻覺較常見；此外，

病友亦可能會多疑，認為別人都在監視他或跟蹤他，甚至要設計陷害他，此

時，應防範暴力及自殺的危險性。還有一種情況值得重視，就是有少數病患

在急性精神病發病時合併有神智不清，或者人、時間、地點分不清楚，亦即

所謂的定向感喪失，或是語無倫次，這時，非常可能患有「譫妄」，這種情

形一旦出現，需要緊急送醫，才不至有生命的危險。根據文獻記載，思樂醫

之友發生急性精神病的原因有二：一為出現狼瘡性腦炎，是一種中樞神經系

統病變，此類患者往往體內含有過多的「P 粒線體蛋白質抗體」；另一原因

為類固醇藥物之嚴重副作用，此情況相當少見，較可能出現在短期大量使用

且身體較虛弱的患者。此種病症的治療必須內科醫師與精神科醫師共同合

作，必可將神經病變及精神症狀予以有效的控制。 
 總而言之，思樂醫之友無論發生了憂鬱症、適應障礙或是急性精神病，對於

病患本身或家屬而言，一定困擾不小。有的家人可能會問神明，有的會尋找草藥

偏方，這也是人之常情。在此仍要誠意建議您，若有精神或是身心上的問題時，

不要慌了手腳，也不必羞於見人，請您來找精神科醫師，只要在簡單有效的藥物

投與之下，配合心理治療，有必要時亦會請社工師給予家屬關心、衛教，相信，

思樂醫之友必能活得更快樂、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