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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瘾癖症?
What is Addiction?

瘾癖症一般是指沉迷于某些物质（如酒精）或某些

行为（如赌博），以致对身体造成伤害。在精神学上，

瘾癖症是一种不顾负面后果的失常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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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滥用物质（substance abuse）而言，通常“使用

致瘾物”的说法会更加合适。许多人使用致瘾物并不会

引起问题。举例来说，每星期一次或两次在晚餐时喝一

杯葡萄酒，是使用酒精而无伤大雅的例子。使用致瘾物

是否会引起问题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使用何种物质、

个人情况如何、涉及的行为及使用致瘾物的情况。

 因使用致瘾物而可能引起的各种问题是一个从轻微

到严重程度的延续。一个人如果每隔几个周末就在社

交场合中过量饮酒，就可能会有宿醉问题，整个身体

健康情况下降，并使自己更容易在饮酒时受伤。过量

饮酒的行为如果越来越频繁，酗酒者便可能会出现较

严重的问题，如家庭困难、严重的身体病症、财政紧

张、工作失误等。

 人们对瘾癖和滥用致瘾物有很深的偏见，因而我们

听到许多误解，其中包括，人们认为瘾癖是道德薄弱

或自制能力不足的结果，或者说瘾癖和任何疾病一样，

纯粹是医学问题，都可以由医生“医治好”。

 事实上，滥用致瘾物是由多种不同因素所引起的。

如果各种因素同时产生影响，就可能会产生瘾癖症。

滥用致瘾物的风险因素包括：

遗传、生物或生理倾向•	

外在社会心理因素，如社区(包括学校)的态度、同•	

伴或社交圈子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家庭情况

内在因素，如处理问题的技巧和资源(例如，沟通•	

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这些因素互相影响，是患者应对紧迫或创伤性事件能力

的决定因素。一定程度的叛逆是正常成长的一部分，但

如果一个或多个此类因素出现问题，就可能会使普通的

物质尝试演变成物质使用问题。举例来说，如果父母酗

酒，他们的同伴又不反对物质的使用，其子女因使用致

瘾物而出问题的可能性会较大。

 子女可能观察到父母使用酒精来应对问题，而这种

行为也因同伴的不反对使用而得以助长。另一方面，

未显示出具有这些造成致瘾物滥用因素的人也可能会

因为创伤性经历而使用致瘾物，从而出现问题，比如

说，他们可能在严重车祸后对处方药物产生依赖。

 滥用致瘾物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表现方式也

多种多样。有时使用致瘾物是为了逃避，比如说，曾

经受虐待或经历创伤的人可能会发觉使用某种物质能

使痛楚麻痹。在其它情况下，使用致瘾物可能会被同

伴或社交圈子视为正常。当一个人承受到与工作或家

庭环境有关的压力时，就可能将那种熟悉的物质用作

应对问题的办法。

 使用致瘾物问题可以在很多不同情况下出现，使用

者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并不仅仅是个人遭遇。当配偶、

父母或其它亲属遭遇致瘾物滥用时，其家人几乎总会受

到影响。如果老板或雇员甚至租客有滥用致瘾物问题，

情况可能都会很糟糕。因使用致瘾物而引起的问题有很

多种，而受害人也并不限于使用致瘾物使用者本人。

 为避免使用致瘾物所带来的问题，一个可行的良方

是了解有关资讯。认识某些物质有可能会带来的副作

用和风险，然后就此对子女提供教导，避免他们对未

知物质产生神秘感。许多子女视父母为药物资讯的最

可靠来源，但父母可能不大愿意主动和子女讨论这些

话题。

使用物质的程度
Degrees of Use

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是一个基于使用频率、

强度和依赖程度的延续。

试验性质：•	 受好奇心驱使使用致瘾物，只发生

数次。

社交/消遣性质•	 ：使用者寻找同伴并通过使用

致瘾物来加强社交活动的乐趣。使用不定时也不

频繁，通常是与他人一起使用。

情景性质•	 ：有一种明确的使用模式，使用者将使

用致瘾物与某个特定情况连系起来。虽然使用者

在某个程度上失控，但尚未有负面后果。

强烈性•	 ：也称为“无节制的狂热行为”，使用者

使用致瘾物达到很深的程度，可能会在短短的一

段时间内消耗大量此类物质，或者在一段时间内

持续沉迷于使用致瘾物。

瘾•	 ：可能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瘾，或两者皆备。

身体上的瘾包括容忍度(需要越来越多物质才能来

达到相同效果)，或者细胞组织上的瘾(细胞组织

发生改变，使身体需要此种物质来保持平衡)。心

瘾是指使用者在特定情况下或为了有效发挥功能

而觉得需要使用此物质。瘾也有程度上的分别，

从轻微到强迫性不等，后者被界定为成瘾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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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天生都有一种建立牢固持久习惯的倾向。这

种人性的倾向很可能是各种瘾癖症的核心所在。有时

候养成习惯是件好事。我们随着时间推移学到而后又

忘却的行动模式，在日常生活上对我们有所帮助。在

我们的习惯当中，有些是明显的习惯，有些是隐藏的

习惯，有些简单有些复杂。我们若能了解自己养成习

惯的潜能，并再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那将是最理想

不过的了。我们需要培养对自己有益的习惯，而避免

或摒除无益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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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瘾癖症的事实
Know the Facts

人们对瘾癖症和滥用致瘾物往往有很大偏见，因而

随处都可见到大量误导资讯。

使用改变情绪的物质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现•	

象。人们一直采用各种方法控制物质使用，只是

到了二十世纪才将其列作违法行为。

我们都使用致瘾物，许多物质会影响我们的情•	

绪。无论是吃一些为我们带来快感的东西(如巧克

力)，或在进餐时佐以一杯葡萄酒，还是因近期受

伤而服用处方药物来控制疼痛，物质的使用是生

活中可被接受的一个部分。

所有物质都有自己的作用，有些风险较高。而风•	

险还与物质以外的许多因素有关。

许多人可以适度地使用致瘾物(无论是合法与•	

否)，而未出现问题。通常因使用致瘾物而出现问

题时，往往都有多种其它因素在作祟。

在周末疯狂饮酒、服用过量的处方药物、在狂欢•	

派对中使用“俱乐部毒品”、饮用超过五杯咖啡

和吸食可卡因等，都有可能成为滥用致瘾物的形

式。

词汇表
Glossary

瘾癖症(Addiction)：一种不顾负面后果的失常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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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毒品(Club Drugs)：指通常年轻人在舞会和聚会中

所使用物质的一个口语名称。尽管在这些环境中最常使用

的是酒精、烟草和大麻，“俱乐部毒品”往常指诸如 狂喜

(ecstasy) 迷幻药、安非他明类药品、迷幻水(GHB)和K粉

(ketamine)等物质。

紧张(Stress)：身体对在任何特定时间对其所提出之任何需

求的一种生理反应。这些需求可能来自身体内部（感觉、知

觉、态度、信仰），或者来自环境中的某个方面（暴露在高

温/严寒、噪音下或是某人对你大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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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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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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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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