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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症蔓延全球
患者易失眠煩躁

通脹猛於虎！香港中文大學首個就
通脹與情緒病關係的大型調查顯示，約
85%即428萬名市民的情緒受到通脹影
響，表示影響程度 「幾大」 或 「好大」
的受訪者中，患上 「經常焦慮症」 的發
病率高達11.4%，是其他受訪者的4.4
倍；低收入族群的發病率更高近8倍，
每5人就有1個可能罹患焦慮症。中心
主任李誠醫生警告，焦慮症患者若不妥
善處理，至少50%患者會惡化為抑鬱症
，甚至出現自殺傾向。

本報記者 余育奇

菜價漲一倍
牛肉貴15%

通脹影響市民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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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大香港健康情緒
中心以全港18-64歲市
民有505萬人推算，有
428.7萬人受通脹影響。

85 港人憂慮通脹%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現代都市生活緊
張，市民隨時在不知不覺間患上經常焦慮症。美國
紐約州大學水牛城醫學院教授徐君哲表示，焦慮症
有如文明病，正在全球蔓延，東方人尤其嚴重。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各類精神疾
病患者人數已達到一億人以上，焦慮症約佔其中的
30%、即3000萬人。徐君哲指東方人較為保守，未
必願意向醫生全數傾訴，影響治療的成效。

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屬情緒病的一種，很多病人會先出現身體
上的病徵，例如疲倦、頭痛、腸胃病等，而且很多

時出現一個徵狀紓緩了，另一個徵狀又出現的情況
，像警號一樣響遍全身。病人往往只治療身體上的
疾病，而沒發現問題源自情緒。他們甚至會反覆進
行各類身體檢查，但都會發現器官功能正常，結果
反而更焦慮不安。只有當廣泛焦慮症得到治療後，
這些身體上的徵狀才會紓緩及痊愈。

市民如懷疑患上此病，不妨作自我檢驗，若感
到無法安靜、容易覺得疲累、難以集中精神、容易
發脾氣、身體痠痛或肌肉繃緊，以及失眠，其中3
項徵狀持續出現6個月以上，並對生活造成明顯負
面影響，即屬經常焦慮症，如有需要應向醫生求助。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去年
反對派拉布，阻撓長津通過，連累多項
民生議案，搞得天怒人怨， 「始作俑者
」之一、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昨天
又聲稱將會提出200多項修訂進行 「拉布
」，迫令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他還
威脅其他議員， 「如果肯對預算案投反
對票，根本不用拉布」。對此，建制派
議員紛紛譴責，指反對派無視市民利益
和通脹高企等問題拉布，意在影響議會
與政府運作，將會淪為 「國際笑話」。

拉布 「始作俑者」之一的梁國雄昨
天聲稱將會再提出修訂進行 「拉布」，
迫令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他辯稱，
只要議員肯對預算案投反對票，根本不
用 「拉布」；而其他議員如果有更好的
方法，迫令政府落實全民退保，他願意
不拉布。去年立會就 「長津計劃」撥款
討論時，長毛便以要求政府推出全民退
休保障為由進行拉布，令計劃延宕近2個
月，其後政府修訂把計劃的撥款納入今

年財政年度中，結果獲議員通過，當日
長毛便 「大發脾氣」，聲稱會在立會討
論財政預算案時再玩拉布。

對於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
揚言，將於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
時再度 「拉布」，阻撓預算案通過，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表示，民建聯反
對 「拉布」，又籲反對派議員考慮修改
議事規則，以免影響社會、民生。新民
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不贊成 「拉布」
，指若因此影響議會與政府運作，將會
淪為 「國際笑話」。

建制派斥無視市民利益
立法會本周三將審議財政預算案撥

款，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罔
顧通脹揚言再次發動 「拉布」，對預算
案提出數百項修訂。譚耀宗表明民建聯
反對 「拉布」，認為有關行動浪費公帑
和議會時間；又說 「拉布的目的是癱瘓
政府」並不合理，財政預算案關乎公務

員開支及各項民生福利措施，將影響整
個香港社會。他說， 「若預算案5月通唔
過，6月份政府就冇開支，公務員冇糧出
，所有公共服務癱瘓」。他希望拉布議
員不要做破壞社會、影響市民利益的行
為，亦呼籲反對派議員考慮修改議事規
則，避免議員濫用不限次數的發言權。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表明不
贊成 「劣質拉布」，指此類無聊 「拉布
」將令本港社會分化， 「你有本事就提
出 『有料』的修訂」。他續謂， 「拉布
」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亦是本港民主
發展的代價，但若 「拉布」提出的修訂
繁瑣無聊，影響議會或政府運作，不僅
對本港的發展無益，更會淪為 「國際笑
話」。至於如何應對拉布，他表示，既
然已經清楚列明 「遊戲規則」，則必須
執行， 「唔可以成日迴避」，他亦希望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剪布」時 「強硬
」，相信曾鈺成會作出明智裁決，制止
不合理的修訂議案。

罔顧通脹 長毛拉布圖阻財案

▲梁國雄揚言提出200多項修訂 「拉
布」 ，阻礙預算案通過 資料圖片

除了食材，交通費亦是市民其中一個沉重負擔
，九巴於上月中正式加價，最高加幅達7.5%，最少
3%，平均加幅4.9%，是15年來最大加幅。此外，
港鐵亦有 「放風」加價，統計處於上月底公布去年
第四季運輸業工資指數，港鐵公司隨即指出，按照
現有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可計算出今年6月整體
票價的加價幅度為3.2%。此外，運輸署去年4月至
本年2月，共接獲198條專線小巴加價申請，當中60
條已獲批准加價，獲准加幅由3%至17.6%不等，其
餘138條專線小巴加價申請正在處理。渡輪方面，
運輸署由前年12月至去年11月，收到11宗渡輪航線
加價申請，當中8宗獲批加價9.1%至2.33倍。

最新香港2月份通脹率錄得4.4%，是自去年7月
以來，首次升幅逾4%，比1月份的3.1%明顯上升。
通脹上升主要因為消費物價指數的兩個主要組成項
目，食品和住屋的升幅上升，住屋的整體升幅達
5.3%，食品升幅亦達5%。

百物騰貴，草根市民生活苦不堪言。本年首數
個月，衣、食、住、行均見 「加風」，如供港牛肉
、九巴等早前已宣布加價，事實上，統計處最新公
布的通脹率錄得4.4%，是自去年7月以來最高數字
，比1月份的3.1%明顯上升。

食材加價對市民影響首當其衝，今年多項食品
已經加價，如最近受廣東連日降雨影響，供港菜價
飆升，多種綠葉菜如芥蘭、菜心等零售價比半個月
前暴漲一倍，兩者的批發價高達每斤20元，零售價
亦高達22至28元，白菜仔零售價更加價至32元。香
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曾估計，菜價需約10至20天
才會回落，即市民要捱貴菜至少半個月。

另外，香港牛肉亦多次加價，內地輸港活牛批
發價在去年已瘋狂加價6次，但五豐行於上月初宣
布，再次調高肥牛批發價，由每擔4310元調高至
4490元，加幅4.18%，是今年首次加價，肥牛批發
價由每擔4310元，調高至4490元，加幅達4.18%，
致使牛肉的零售價由每斤130元，加15%至150元。

九巴貴4.9%
港鐵擬加3.2%

中大香港健康情緒中心於2011年10月至12月
期間，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展開 「香港
首個通脹與情緒病的大型研究」調查，以隨機抽
樣電話訪問了5118名18至64歲香港市民，除查詢
他們過去一年對通脹的感受，亦了解他們是否患
上 「經常焦慮症」。

結果顯示，84.8%受訪者表示受通脹的影響
，當中認為影響 「好大」的佔8.1%， 「幾大」的
佔19.4%， 「少少」的佔57.3%。中心分析數據指
出，以本港18至64歲成年人口有505萬計算，對
通脹出現情緒反應便達428.7萬人。

11.4%人患經常焦慮症
調查亦顯示，被訪者中有約5%已患上經常

焦慮症，而這一群人對通脹表示影響 「好大」和
「幾大」分別是31.5%和30%，合共61.5%，比較

其他被訪者反映愈擔心通脹的人愈容易患上經常
焦慮症，發病率高逾11.4%，是其他被訪者的4.4
倍。中心再把受訪者分成4個收入階層進行分析
，顯示家庭月入不足1萬元的，受通脹影響 「幾
大」或 「好大」的受訪者的發病率更高達21.2%
，即每5人就有1人患有經常焦慮症，是其他受訪
者的7.9倍。

中心亦分析低收入經常焦慮症患者最不滿的
通脹類別，當中 「食物價格上升」佔97.3%， 「
交通費增加」佔81.2%， 「房租或供樓費用增加
」則佔63.9%。至於通脹對這類人群的情緒影響
，最多人表示感到 「難儲錢或積蓄減少」，佔
96.2%，被迫 「慳住使」的則佔93.2%；而被通脹
弄至感到 「擔心和憂心」、 「無奈或無助」的則
同佔94%以上，對通脹感到 「反感」、 「唔知點
算」的亦各佔87%以上。

「一餐飯分三餐食」
經常焦慮症患者李女士，於2007年發病，病

情長期反覆、深感生活壓力的她，認為通脹對自
己的影響很大。她表示與兒子相依為命，兒子任
職扶手電梯技工，月入只有約1萬元，近年食物
價錢有升無跌，令她買菜時不知如何是好，有時
在街市購物時感到透不過氣來， 「會將一餐飯攤
分三餐進食，以節省煮飯的用電」，並減少買排
骨和魚的次數，減少煲肉湯，也不買新鮮魚，只
買壞掉的水果。

因百物騰貴，她已好久沒有添置新衣服，平
時只能穿二手衣服及使用二手傢俬。現年50多歲
的她，沒有上班，亦沒有收入，感到非常彷徨，
時常擔心至失眠，入睡後也會間中驚醒，有時會
認為自己是兒子的負累，不時有自殺念頭。李女
士希望政府能夠聽到市民心聲，幫助改善市民生
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主管李誠警
告，經常焦慮症若不作妥善醫治，至少一半患者
會惡化至患上抑鬱症，嚴重者會出現自殺傾向。
李誠表示，患者往往以為負面情緒屬正常現象而
延誤診治，結果約70%患者在一年內沒向專家尋
求協助。他同時建議政府為私人醫生提供培訓，
提高前線醫生對經常焦慮症的警覺，並為加強公
眾教育，讓市民認識通脹與焦慮的關係。他呼籲
患者開源節流，學習處理通脹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此外，交通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及策略師
羅家聰博士表示，年內香港通脹預測會持續上升
。他建議個人減持現金，改持其他資產，以抵抗
通脹。

▲九巴於上月中正式加價，平均加幅4.9%

▲供港菜價飆升，多種綠葉菜零售
價比半個月前暴漲一倍

▲97.3%經常焦慮症患者最不滿食物價格上升

交
通

食
材

天晴

A10法重犯炸5門挾4警越獄A4河南確診兩例H7N9 A17上車客熱捧 嘉湖成交飆6.5倍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