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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
是萧易忻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科学研究所获得的

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萧易忻在英国Essex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2013年来到华东

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为期两年的专题研究。作为他的合

作导师,他的全球视野、理论思维及善于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学术能

力,无不给我和我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为此他受聘为社会工作系的专任教师。

萧易忻有过在西方求学与生活的经历。或许这些个人经历,使得他

的学术视野更在乎全球化。比较而言,大陆一些社会学者比较重视社会

问题的本土性分析,而他则更关注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在中国产生影响。
因此,自到我校工作以来,他的著作、论文所关切的主题与思考的视野,
大都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散布、冲击与变化。这本专著以“抑郁症”
作为一个切入点,开启了他对中国医疗社会学研究的新尝试。这里,他
试图探讨西医的精神医疗关于抑郁症的这套全球性话语,如何进入中国

本土及其过程,而这个过程又牵涉到国家、社会乃至个体等不同层面所

面临的调适、冲突、博弈与妥协。
纵观萧博士的这部专著,我认为其学术特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开拓了我国医疗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社会学界就有不少人开始了医疗社会学的研究,如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李强教授的团队。但毋庸讳言,我国的医疗社会学建设尚属起步阶

段,缺乏系统研究、议题比较零散、专题性著作更少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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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较而言,萧博士的著作开拓和丰富了我国医疗社会学的研究领

域,对我国社会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诚然,中国的抑郁症是该书的

核心话题,但萧博士的思维并不限于中国本土的视野及其分析,而是将

这一中国的话题放在全球的架构下进行讨论。尤其是,他以“全球/国

际”“国家/国内”两个层次,以及“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生产抑郁症

的社会建构”两个方面为矩阵,展现了对该话题的框架分析。另外,一般

的抑郁症研究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心理情绪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

建构的意义,未能关注这种疾病在医疗论述中如何被创造,以及人们对

这个被创造的新名称是如何反应的。该书则兼顾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

的论述和分析,言之成理,颇具特色。
最后,整合性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

抑郁症病患逐年攀升,已成为政府和公众不得不正视的社会问题。加大

对抑郁症问题的科学研究势在必行。对此,除了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工

作学的研究之外,社会学角度的科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萧博

士力图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人类学、现象学、互动论等相关的学术

思想,既全面考察了产业界、政府、医学界、媒体等对抑郁症话题的宏观

建构,又仔细观察了抑郁症病患的主观感受、医患之间的互动等微观建

构,甚至将我们少见的无意识视角纳入社会结构的分析。正因为此,该
书不仅观点新颖,且不乏独到精彩之论述。

以上概括的三方面贡献和特点,只是我浏览该书之后的“一家之

言”。我相信,读者阅读以后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体会和发现。我也深

信,对于社会学界、医学界、公共卫生学界、心理学界、社会工作学界或政

府管理部门而言,这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
是为序。

徐永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执行委员兼中国代表

2015年12月于华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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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抑郁症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愈来愈普遍,这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问

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为此,本书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运用社会学来解

释抑郁症的产生。但关于这个议题,中国社会学界似乎很少涉及,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学界对医疗社会学的议题关注不多,若有医疗方面

的社会学研究也几乎等同于公共卫生或应用(临床)社会学。然而,很多

医疗社会学的理论没有受实务导向的公共卫生研究与应用社会学研究

所重视,这就造成了医疗社会学在中国无法系统地发展,并且对于医疗

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实际医疗现象的解释也欠缺反思。
第二,研究中国抑郁症如何产生的本土作品多半集中在医学与心理

学领域,而与抑郁症相关的社会学作品则较多属于应用社会学(或社会

工作)的范畴,其研究主要处理如何解决抑郁症这个问题,或呈现不同群

体罹患抑郁症(或精神疾病)的统计调查。但是,对于“抑郁症如何产生”
的社会学解释则集中在对某些现象的陈述,即便提及一些理论视角,但
理论的运用较为单一,缺少运用不同面向的理论或全球化的角度来反思

中国的现况。
第三,本土的社会学研究似乎较多专注于自己的世界,聚焦在国内

抑郁症产生的问题,但欠缺以全球化的视野去分析抑郁症产生的原因。
其实这个问题更为根本的面向是西医这套精神医疗体系进入中国所面

临的适应、抵抗、接受、博弈的问题,这是非西医体系的国家都会面临的

全球化问题。但这种将中国放置于世界的全球化反思性视角却鲜有被

提出。
鉴于这些欠缺之处,本书试图以社会学视角与全球化的视野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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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
为了以社会学视角与全球化的视野来探讨抑郁症在中国如何产生,

本书一开始就提了一个国际比较的医疗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比

较上,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总是低于其他国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透过对医疗社会学理论的整理,提出一个关于“抑郁症如何产生”的
社会学分析架构,此架构是基于“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

“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本书将全球

化聚焦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因这套系统从20世纪70年代逐步

推展到全世界,已成为一个宏大的全球结构。这一套运作模式也同时影

响医疗系统及医疗外的诸系统,乃至人所生活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改

变,进而又影响此症状的产生与此疾病的社会建构。为此,本书将具体

探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同时形塑“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及“生产

抑郁症的社会建构”,且将此两方面分别对应“全球/国际”“国家/国内”
这两个层次的状况,以此来分析抑郁症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

本书第一章先点出社会学研究与全球化视野的重要性。更重要的

是,该章详细整理了医疗社会学关于“疾病如何产生”的五派研究范式,
分别是社会结构论、社会建构论、医疗人类学、现象学及互动论等视角。
这五个视角各有优缺点,但能提供给我们较宽阔的理论视野来反思抑郁

症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如何产生的。根据这五派观点,本书分两大部分进

行论证,即“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及“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抑
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是受惠于社会结构论;而“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

构”是受惠于社会建构论、医疗人类学、现象学及互动论。
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方面,我们将分三个层面进行讨论。第

一个层面(即第二、第三章)是生产面,我们将探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

何影响空间与时间在生产层面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谈论人的情绪问

题。空间的剧变反映在跨国、跨区流动频繁,甚至家庭稳定结构改变等

不确定的因素上;时间的剧变反映在讲求速度的“竞争力”上,这些社会

结构的变化强化了引发抑郁症的因素。第二个层面(即第四章)将集中

谈论消费面,即探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心理环境的具体内涵

如何与抑郁症的产生发生关联。其主要的社会心理背景反映在个人主

义化加剧、自恋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权利与欲望的讲究等因素。这

两个层面说明了在生产面的不确定感、过劳,以及消费面权利、欲望的增

加两相配合下,会加剧抑郁症的生成。社会结构面的第三个层面(即第

五章)则以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与抑郁症的关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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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的分析不同于前三章具体聚焦在“看得见”的实证资料方面(不管

是量化或质性的),而是进入社会学常忽略且“看不见”的无意识领域,以
无意识的运作肌理(用拉康的术语,即“真实层”)来探讨资本主义话语的

效果如何不断制造分裂主体,并回过头来巩固资本主义体制本身。而抑

郁症作为分裂主体的一种形式也会不可避免地不断产生。这三个层面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多方包抄地影响生活

的方方面面乃至促发了抑郁症的生成。
在“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方面,我们分两个层面讨论。首先(即

第六章),我们运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讨论了医疗供给面的社会建构,即
产(药商)、官(政府)、学(学界)、媒(媒体)复合体如何将抑郁症医疗化。
此章的要点在于中国自上而下的医疗化过程已经完成部分建构(如自创

CCMD或接受ICD的病名分类),有些仍处在条件不足的状况(如精神科

医护人员不足、心理咨询费用昂贵、一般医生精神病学训练缺乏等),以
至于抑郁症的医疗供方社会建构并不如西方完全。其次(即第七章),我
们将探讨医疗需求面的社会建构,也就是民众对抑郁症观念的认知实

践,这将采用医疗人类学、现象学及互动论进行分析,以此来勾勒西医精

神医疗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分析病患与西医抑郁症医疗霸权所

产生的博弈、冲突、妥协、部分采纳等复杂的过程。此章点出了民众的认

知反应,在认知文化上倾向躯体化的表述而非西医抑郁症的认知,以及

抑郁症被污名化现象在中国社会依然严重,以至于阻碍了民众的认知实

践。另外,民众对抑郁症治疗的认知与行动虽有不同的反应,但重点是,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诸多医治选项反而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医治方式,病
患并非被动地接受抑郁症的西医治疗,而是他们能不断透过行动去解决

问题或寻找另一种身体获取医治的主观意义体验。整体而言,医疗供给

面与医疗需求面的社会建构都深化了抑郁症这个病名在民间的认知,而
这与市场化脱离不了关系,只是这些社会建构仍存在条件尚且不足或被

隐藏的状况。
本书的结论是,就抑郁症如何产生而言,“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构”

较“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更为关键。本书认为,中国在“抑郁症产生

的社会结构”上大多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生产抑郁症的社会建

构”中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这就是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在国际

上偏低的原因。然而,一旦此“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估计中国病患

的比例将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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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抑郁症如何产生:一个社会学式的
提问与方法的反思

一、前言

世界卫生组织曾以“疾病所带来的全球损失”为标题向各国发出警

讯,提出抑郁症在公元2020年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疾病之一,仅次于缺

血性心脏病(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00)。
什么是抑郁症? 它的诊断标准又是什么? 抑郁症可被归为情感性疾

患(mooddisorder)的一种,情感性疾患包含了重郁症、双极性情感疾患(或
称为躁郁症)、轻躁症、低落性情感疾患(或称为轻郁症)、循环性情感疾患

或其他由一般性医学状况造成或物质诱发的情感性疾患等(AmericanPsy-
chiatricAssociation,2000)。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协会(American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200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

版修订版(DSM-Ⅳ-TR)之分类标准,抑郁症疾患包含重郁症①、低落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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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郁症(MajorDepressiveDisorder)的诊断标准有九项,且至少在两周内,同时出现下列五项症状(或至少五

项以上),且在抑郁或失去兴趣(或乐趣)的此两项症状中,至少应有其中一项。九项重郁症的诊断标准分述

如下:(1)抑郁的心情,几乎整天都有,每日都可由当事人主观陈述出来(如感觉悲伤或空虚)或由他人观察所

见(如看起来含泪欲哭)(注意: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有易怒的情绪)。(2)在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活动中,兴趣或

乐趣都发生显著性地减少,这种情况可由当事人主观陈述出来或由他人观察而显示。(3)在非节食期间,体
重明显下降或增加(如:在一个月内体重变化量超过5%);或几乎每天都食欲减少或增加(注意:如果是儿童

出现这种非预期体重之增加即应考虑)。(4)几乎每天都失眠或嗜睡。(5)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激动不安或迟

滞现象,这些现象可由他人观察得到。(6)几乎每天都感到疲惫不堪或没有活力。(7)几乎每天都感到自己

没有价值感或有过分或不合宜的罪恶感(可达妄想程度,并非只是对生病的自责或罪恶感)。(8)几乎每天都

感到思考能力或专注力减退或无决断力(这些现象可由当事人主观陈述出来或由他人观察而显示)。(9)反
复有死亡的念头(不只是害怕自己即将死去)、重复出现无特别计划的自杀意念、有过自杀尝试或已有过自杀

的特别计划(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2000)。



绪疾患①或其他未注明之抑郁症疾患等。而在世界卫生组织(1992)出版

的《ICD-10对心理及行为疾患的诊断标准》一书中,将抑郁的发作分为轻

度、中度与重度,且不管是哪一种程度的抑郁症,其发作时,个体经常都

能体验到抑郁情绪、兴趣与乐趣的丧失,以及活力降低而导致疲倦感上

升与活动力减低,在少许活动后便出现明显疲惫感是很常见的(World
HealthOrganization,1992,孔繁钟、孔繁锦译,1998)。其他常见的症状

有:(1)专注力及注意力减低;(2)自尊心与自信心下降;(3)有罪恶感或

无价值的想法(即使在轻度抑郁发作时);(4)对未来抱有阴郁、悲观的观

点;(5)有自我伤害或自杀之想法或行动;(6)睡眠障碍;(7)食欲降低。
当代人患有以上症状的愈来愈多。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有病例记录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000万,实际的患者更

多,且不断上升(新华健康,2012)。然而,WHO委托哈佛大学医学院

RonaldKessler教授领导的研究群,调查了18个国家,访谈约9万民众,

2011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罹患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lifetime
prevalence)②只占6.5%,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低的③(Bromet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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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低落性情感疾患(DysthymicDisorder)则可由主观陈述或由他人观察而显示,至少两年内几乎整天都呈现出

抑郁的情绪,出现抑郁情绪的日子比没有出现的日子多(儿童或青少年则可能是易怒的情绪,至少为期一

年)。有关低落性情感疾患的诊断标准有六项,是指患者在出现抑郁情绪时符合下列至少两项以上的准则

(APA,2000):(1)胃口不好或过度进食;(2)失眠或嗜睡;(3)活力低或疲累;(4)低自尊;(5)注意力减退或难

以做决定;(6)无望感(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2000)。
终身患病率(lifetimeprevalence)是指在某评估时间段内,在此之前曾患过或当时正罹患此病的个体数目与评

估时的总人口之比。此外,尚有“现患率”(themorbidityrate)作评估指标,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通常是某一

年期间)正患此种病的个体数目与人口之比。以上两种皆属患病率。另外发病率(incidence)也是一种指标,
它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发生的病例出现的频率。患病率与发病率的区别在于,患病率的分

子为特定时间一定人群中某病新旧病例数,不管它是新发病还是旧病,只要是特定时间内疾病尚未痊愈,就
记为病例数。发病率的分子为一定期间暴露人群中新病例人数,暴露人群中任何人新发生某疾病都称为“新
病例”。在这些评估指标中,发病率比例是最小的,现患率居中,终身患病率比例最大。本书以“终身患病率”
的资料为主,原因是这样能追踪当地国民过去患病的状况,并捕捉该国民对抑郁症的广泛认知程度,而不是

只局限于该时段抑郁症发生的状况,终身患病率的数据较为全面。
此研究包括十大高收入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西班牙、美国)和八个

中低收入国家(巴西 、哥伦比亚、印度、中国、黎巴嫩、墨西哥、南非、乌克兰)的数据,总样本数为89037。此研

究显示,高收入国家人民的平均终身患病率为14.6%,其最高发病率为法国(21%),其次为美国(19.2%);中
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平均终身患病率为11.1%,这当中中国发病率最低,只有6.5%。详情请见Brometetal.,
(2011)。此调查研究是以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CompositeInter-
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简称CIDI)的面访资料来进行的,此资料是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the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简称DSM)第四版中关于重性抑郁发作(Majorde-
pressiveepisodes)的定义来设计的。然而,在这项跨国研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圳,或许有人会

质疑此调查是否能代表全中国的状况,但不只这份研究显示抑郁症的低比率,在关于抑郁症终身患病率的其

他研究上,如Lee等人调查北京、上海只有3.6%(Lee,Tsang,Huang.etal.,2009);Ma等人调查北京只有5.
3%(Maetal.,2009);Lu等人调查昆明只有1.96%(Luetal.,2008),这些研究都是大型调查,同样采用

WHO的CIDI进行访谈,但都一致地显示了中国城市人群抑郁症的低比例,甚至比深圳的6.5%还低。将这

些研究放在之前的国际比较中,中国患抑郁症的人数还是偏低的,这是许多研究已呈现的事实。



2011)。我们要问,既然中国的抑郁症人数在不断上升,但在国际比较

上,为什么中国人患抑郁症的比例(终身患病率)如此之低?
要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宜先讨论“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机制问

题,并从社会理论中思考包含此机制的分析架构,如此才能清晰化中国

的问题。目前关于“抑郁症如何产生”主要在医学/生物学、心理学领域

探讨。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学者主要研究神经传导物质的改变及遗传

基因如何诱发抑郁症(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1998)。在神经传

导物质方面,当脑激胺(Serotonin)①、多巴胺(Dopamine)②及正肾上腺素

(Nnorepinephrine)③不足时,或荷尔蒙失调④的状态下会造成情绪低落。
当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

质变,人就会进入抑郁状态(杨延光,1999)。另外,遗传基因也会导致抑

郁症的发生,因遗传基因影响一个人的个性(性格),而抑郁症患者的性

格大多数来自遗传,若是属积极、认真、负责任、求完美、刻苦、耐劳、刚正

不阿、患得患失、小心谨慎、高要求自己也高要求别人的人有较高的神经

质倾向,容易罹患抑郁症、妄想症及心身症(PsychosomaticDisorder)等
(Kendler,Kuhn & Prescott,2004)。Ormel、Oldehinkel和 Brilman
(2001)的研究发现,神经质倾向与抑郁症的初发有显著的正相关,然而

若没有较高的神经质性格存在时,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症的初发则没有

关联。神经质倾向是个有高度遗传性的特质,这些研究显示,遗传是造

成抑郁症的唯一因素,而离婚、生病或亲人去世等压力只会让具有遗传

因子而容易得抑郁症的人发病(Rosen& Amador,1996),也就是说压力

的存在会使抑郁恶化,然而压力只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或加重因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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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erotonin(脑激胺),又称为“5-羟基色胺”或“5-羟色胺”,可以抑制跟意识状态及睡眠有关的脑内网状赋活系

统生枝(Reticularformation,Ascendingbranch)而导入常型睡眠(Non-REMSleep)及提高神经疼痛的阈值而

减少疼痛的敏感度。所以缺乏Serotonin的抑郁症患者经常失眠,半夜醒来或早醒,怕吵闹(因其警觉中枢很

敏锐,一点点声音即惊醒或烦躁不安),容易担心小事情、易怒、啰唆唠叨,全身无故酸痛又检查不出什么病,
怨叹、自责、感觉人生乏味,常伴有孤独感,所以缺乏Serotonin的患者,大多呈现 AgitatedDepression(焦躁

型),很容易被误诊为焦虑症、恐慌症(PanicDisorder)或恐惧症(PhobicDisorder)。此类型的抑郁症患者占大

多数,时常紧张性头痛、全身酸痛、胃肠不适、口干(火气大)、感冒等(AlbertandBenkelfa,2013;求医网,

2012)。
多巴胺(Dopamine)的减少会引起老年人说话慢、哀悼时间长久、行动缓慢、神经协调能力退化、身体姿势难

堪、个性固执而刻板以及心情低落等。此物质缺乏可引发抑郁症,而过高则形成狂躁症或精神分裂病

(ClausiusN,BornC,GrunzeH.2009;顾牛范,李华芳,2002)。
若正肾上腺素(Nnorepinephrine)减少,将导致意识的警觉状态、敏捷度降低,无法敏锐地应付外界环境的改

变,对于需要紧急解决或决定的事情反应迟钝或犹豫不决,表现出不想出门、懒得动、心有余而力不足、胃口

差、全身乏力、灰心、但睡眠良好等症状(顾牛范,李华芳,2002)。
女性的荷尔蒙动情素(Estrogen)可以保护脑神经细胞,而避免脑神经的退化与毒素的侵害,以及强化女性对

于压力的忍受度,而使身心愉悦,减轻抑郁症的发生。因此,更年期之后的女性若未补充女性荷尔蒙动情素,
其罹患抑郁症及阿兹海默氏症(AlzheimersDiease)的概率皆大于男性(Seeman,1997)。



是抑郁症的病因,遗传的性格才是关键(洪成志,2008)。
在心理学方面①,“性格-压力”观点是主流,探讨某些性格(如抗压

性低、依赖心重或特别好强等)遇到较恶劣的环境压力会容易引发抑郁

(Joiner,2001)。心理学解释抑郁症的学派主要是认知行为学派,该学派

提到,抑郁症患者持续以负面方式解读事件,这种看法导致其患病。如

Beck认为抑郁症患者具备三种容易使他们产生抑郁情绪的认知特征:
一是认知三元素(CognitiveTriad);二是认知错误(CognitiveErrors);三
是负面自我架构(NegativeSelf-schema)(柯慧贞,2002)。另外,Murphy
和Bates(1997)认为自我批判与抑郁症高度相关。美国精神医学协会

(2000)表示,重郁症发作时常伴随无价值感或罪恶感,这包含对自己的

价值不切实际的负面评价,或对于过去很小的缺点过度吹毛求疵或是反

刍式思考,进而责怪自己,罹患抑郁症或因病无法担当工作和人际上的

责任。Nolen-Hoeksema(2002)进一步指出,反刍式思考(Rumination)是
指聚焦在病痛的症状之倾向,而这可能是造成症状的原因及结果,以一

种反复、被动而非主动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思考特性会增加

负面及无望的思考,且有较长的抑郁症状期以及经常被诊断为重郁症

(Lyubomirsky&Tkach,2004;Nolen-Hoeksema,2002)。
以上研究强调神经传导物质、遗传基因或心理等微观的内因解释,

但却不注重社会变项的细致解释,只是粗糙地将外因归于“压力”。中国

学界研究抑郁症的文献多半出自心理学及医学等领域,且研究重点主要

放在如何改善患者的病情上(邢玉华、施忠英,2005;马静静,2008;丁波,

2009;王骞、谢守付、姜季妍,2009;孙安静,2005)。社会学领域关于抑郁

症的研究属于应用社会学(或社会工作)的范畴,其中包含强调如何改善

病情(高万红,2013)、探讨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的影响(王思萌,2010;李
杰,2014),以及呈现不同群体罹患抑郁症(或精神疾病)的统计调查(上
官子木,1994),其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是老人、青少年及产妇,其呈现的

研究有罹患抑郁症的统计或改善抑郁症方法的调查(张艳艳,2010;郇建

立、孙 静,2010;蔡 彦,2014;高 万 红,2013;何 萍 等,2006;杨 淑 香 等,

2008),而这类研究又可归为实务的公共卫生领域。实际上,这样的研究

导向凸显了中国医疗社会学的发展几乎等同于应用(临床)社会学或公

共卫生,但关于医疗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实际社会个案的反思却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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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主要介绍认知行为学派、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此派主要阐释内在状态与外在环境的关联,此派虽仍

属心理学解释,但较贴近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将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部分详谈精神分析学派对抑郁症

的分析如何应用到社会学的分析。



此外,关于以社会学角度分析“抑郁症如何产生”的文献也不多(见
宁应斌、何春蕤,2012;陈剑梅,2011;胡亚云,2001),胡亚云的文章《关于

抑郁症的社会学思考》仅止于社会现象的陈述,并没有提出抑郁症产生

的理论反思。而陈剑梅的文章《“神经衰弱”何以变成“抑郁症”:一种社

会学视角的分析》以很精简的篇幅,从各方面提到“抑郁症”如何从“神经

衰弱”转变过来,其特色在于较重视社会建构论与医疗人类学,但对病患

主观感受与求医行为的复杂性却较少刻画。至于宁应斌、何春蕤的专著

《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则运用许多理论解释,
极富社会学反思性,算是中文作品中系统谈论抑郁症的专著,且本书也

多受惠于此著作,但它和之前的文献一样,并没有仔细且系统地探讨全

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而这正是本书想要系统去谈论的课题。
本书有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医疗

体系发生剧烈变化,但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中国人抑郁症产生之间

的关联性的研究却几乎一片空白,而此关联性正是本研究关切的课题。
这个课题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已无法自成体系,因
此凡方法论上只专注国内状况的研究视角都该被全球化的视野重新调

整。另外,这个课题更为根本的一面是西医这套精神医疗体系进入中国

所面临的适应、抵抗、接受以及博弈的问题,这是非西医体系的国家都会

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因此分析抑郁症在一个社会如何产生的课题无法撇

开此西医全球化的脉络。
为此,本书试图建构“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架构,它是基

于“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

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此思考框架将中国放在全球化的脉络下分

析(即以“全球/国际层次”与“国家/国内层次”来分析),因为中国无法独

立于世界,中国必须放在世界中分析,而非仅限于国内层面的分析;而且

抑郁症是一个西医病名,中国接受这套西医精神医疗的西化过程就必须

将中国与西方的西医全球化做对照分析。此后,本书根据医疗社会学五

个派别的优缺点,提出“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的综合思考(之后会详

谈)。首先,在提出分析架构前,先探讨为何解释经济全球化与抑郁症的

关联;其次,为使分析架构有学理根据,本章将对“疾病(当然包含抑郁

症)如何产生”的医疗社会学相关文献做一番梳理,并探讨各派的优缺

点,再根据其优缺点提出分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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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

在解释本研究为何锁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之

前,需先解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定义。本研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

定义是界定在“形式(form)”层面而非“实质(content)”层面,也就是全球

都遭遇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特性,至于各国如何应对,则会呈现不

同的面貌。如以福利模式而言,各国都遭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的
冲击(跨国流动、弹性积累、短期工、失业率高等),但却可呈现如Esping
Anderson(1990)所提到的自由主义模式(英、美)、保守社团主义模式

(德、法)、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北欧)等不同的应对类型。亦即,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是共同面对的“形式”,至于此“形式”在各国如何形成具体的

“实质”,却会因各国的脉络而不同,并没有各国都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实
质”做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界定,是出于本研究为勾勒全球特性这一

目的之下逻辑的必然。若只以所在地“实质”出发,因此认定没有“纯新

自由主义”,其论证就只能在“所在地性”中打转,无法放宽到全球视野中

进行论证。但请注意,本研究也从未认为有“纯新自由主义”,而是认为

需要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做一个“形式”的界定,然后许可所在地的“实
质”有不同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或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因此,为
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界定,本书大多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来做此

“形式”的表述,而较少单以“新自由主义”来指涉。
本书采用部分Harvey与Jessop所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特性作为

对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界定,其特性包含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竞争

力论述、公私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这些特性的背后与市场至上的观念

迈向全球化有关,同时也对抑郁症的产生有所影响。
首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生是为了改革先前福特主义①大规模

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的僵化现象,企业倾向实行弹性积累的改革,此弹性

生产所强调的是及时生产和外包制,并且透过世界性的地理分工以整合

资本主义积累的体系(Harvey,1990)。其对劳动市场结构造成彻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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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onioGramsci在1929 年至 1935 年间完成的《狱中札记》(PrisonNotebooks)中,首先使用“福特主义

(Fordism)”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它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
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其特性表现为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

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劳动概念和劳

动执行的不断分工与再分工,工作任务被分割为小块,由很快即可训练胜任的低技能工人进行。并且劳资之

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Gramsci,1992)。



构:雇主常会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契约,因此企图减少全职

员工的雇用,而增加雇用弹性工时、部分工时或临时性派遣的劳工,或转

包的工作安排。在此状况下,员工被期待能适应更具弹性,甚至是地理

上可流动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这种新

形态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变,对人产生心理问题有重要影响(后文会详

谈)。
其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非常强调“竞争力”的逻辑,它迫使国家进

入国际竞争体系,遵循自由贸易规则,透过国际组织(WTO,IMF)与国

际法规来运作。竞争力被牵涉到更广泛的对象,不仅在宏观经济层面,
也在经济层面以外,竞争力规范普及到了管理、地方政府、大众媒体及学

术、医疗领域等,在这当中国家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在强化“竞争力”
方面致力于提升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及科技转移等,以便尽可能让许多

厂商从中得益。事实上,即使在比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中,许多成长

的部门知识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它们需要广泛的合作。这种需求被日

益增加的空间涵盖范围及竞争速度所强化。假如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

想要维持就业与成长,它们便面临提升技术位阶及专门从事新核心技术

的压力,因面临奠基于低成本、低阶技术及简单高科技的新兴工业化国

家所带来日益增强的压力,发达国家的持续成长与就业便依赖不断往更

高技术位阶的移动。而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开始遭受更新一级的新兴

工业化国家的挑战时,它们也面临技术升级的压力,这就反映在全球层

级上竞争压力的强化(Jessop,2002)。不仅如此,国家教育民众的论述也

开始转变,更为强调“创新”“弹性”及“企业家精神”。且人们从原本以终

身就业权利为中心,转变成有义务进行技能再训和终身学习,以确保劳

动者具有工作能力与弹性,“铁饭碗”不再被保证,人们在观念上被要求

转化成为冒险进取的个体(Jessop,2002)。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强调个

体以自我负责的观念来强化“竞争力”,在医疗话语上转变为强调自主的

健康管理,只有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才能使生产力与竞争力的观念逐渐深

植人心。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竞争力”,透过国家的主导,渗透到社会

层面。竞争力的论述形成了从国家到个体的“压力”,人们的心理状况显

然会不同于稳定的传统社会、福特主义或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安定生产模

式下的心理状态(后文会详谈)。
再者,国家在私领域及第三部门中推动这些策略,形成公私伙伴关

系。国家积极推动的新科技包含信息通讯科技、制造技术、纳米科技、生
物科技、光电科技、基因工程、海洋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与生技制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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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op,2002)。因此,当国家有意引导医药产业时,在新自由主义基于

资本积累的逻辑下,会促使更多的医药生产与服务进入研发赛局,知识

密集带动医疗研发更为全面地发展与健康相关的研究,大量的量化统

计、医疗论文、实验等不断地发展,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医疗话语、新的

疾病建构及新的健康概念,这都为医疗化①提供了潜在条件,也会连带影

响抑郁症在社会中的建构与传播。
最后,新自由主义改变生产形态后,消费社会随之产生。正如David

Harvey所分析的,后现代文化处于新自由主义发达的阶段,也由于交通

运输革新与信息科技的进步,时空压缩的感受比以往更为强烈,使得资

本可以快速地周转。而生产周转时间的加速,也需要快速的交换与消费

来配合,因此就消费层面而言,大众(相对于精英)市场的时尚相当风行

(Harvey,1990)。商品在高度竞争的商业与强调时效的逻辑下形成多元

化是新自由主义消费市场的常态,因而民众消费的欲望大大增加。而医

疗产业又是令人欲望无穷的产业,民众常会不断消费医疗商品与服务直

到身体健康为止,所以药企与医疗服务者会不断创造需求(如不同类型

的抑郁症药品,改善情绪的保健食品萃取物如圣约翰草、酸枣仁等,还有

芳香疗法、音乐疗法、指压按摩等),此供给与需求的持续互动是资本积

累过程得以持续与扩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现象都是在消费社会下

形成的新形态医疗消费。
以上所提的特性,也就是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竞争力论述、公私

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即本书所界定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些发展

皆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国际经济

组织将新自由主义逐步市场化与制度化(FTA,TRIPs,WTO)有关,这
使得各国被强制进入这套经济生产体制内,特别是 WTO会员国更受其

规范的制约,必须在自由贸易上有更多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因而

促使政治、经济与社会各层面进行调配,如此改变人的生活形态,进而影

响精神健康。依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定义,本书探讨它与抑郁症的关

联乃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造成社会结构与医药体系、话

语的转变,但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与产生抑郁症之间发生关联的

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皆缺乏一套分析架构去讨论它。本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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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医疗化(Medicalization)就是以健康和疾病为理由规范人类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时则贴上“生病”的标签,必
须接受医疗的介入(Conrad,2007)。



有必要透过现有医疗社会学的学理基础来建构一个抑郁症产生的分析

架构。
第二,影响某人罹患抑郁症的因素除了生理原因,还有家庭、工作、

环境等所面临的冲击。虽然变量很复杂,但环绕着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

都受新自由主义或远或近的影响,如全球化加速跨国资本与人员的流

动、拉大贫富差距,其绩效主义和竞争力逻辑造成失业率提高、不确定感

上升。其影响不仅在经济场域,而且在非经济场域(包含医疗)。不仅如

此,抑郁症的建构与医药产业的全球运作有密切关系,制药与医疗产业

关于抑郁症的建构也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下运作,生产药物、定出病名、政
府进行社会控制,并连带使药商发明抗抑郁药的商机等,甚至政府与学

界、产业界、媒体等形成公私伙伴关系,在抑郁症的观念、知识与用药上

规训民众,这些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抑郁症如何产生的关联性

问题。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广泛渗透在各个场域,此情形确实

已影响到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但本书的分析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也
不是单纯地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自变量、人的情绪作因变量的简单对

应关系,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造成多方面共轭演变的可能,而此共

轭演变对人所身处的周遭环境,不论是制度、家庭结构、文化形态、工作

形式、迁移状态、消费状态,还是个体化追求、医药发展等造成的改变,这
些改变又会对人的心理情境、人们对此疾病的认知及疾病的不断被建构

等多方面造成影响,而且彼此之间又会不断生成与演变,产生其他可能

性,如自发地形成舒缓抑郁的社会机制(如老人分担家务的家庭重组形

式)等。因此,新自由主义下抑郁症的产生不是呆板的,而是复杂、多元、
冲突与适应的过程(后文会详谈)。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后)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①

(20世纪80年代初)时间相似,中国刚好搭上此全球化的列车,与世界接

轨,这也正好是中国深刻经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段,因而

容易让中国人以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唯一的运作模式。
其实若放大到全球脉络来看,这种运作模式不是福利国家时代的福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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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率、低经济

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

剩余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

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
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

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

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Harvey,2005)。



义,而是跨国资本流动、弹性积累等特性的后福特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

极力推动跨国资本流动的结果,其形态与之前西方脉络的福利国家和中

国脉络的计划经济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接合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脉络,而是直接身

处在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之中。尽管中国自身不是采用新自由主

义的运作方式,但无可避免地,中国正受到这种“形式”运作的冲击,以上

所提的弹性积累、竞争力论述、公私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全都在中国发

生。中国显然无法避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冲击,这个冲击必然是一种全

球的结构性力量,冲击着生活的许多层面。其次,中国从计划经济以分

配为主的社会进入受新自由主义冲击的高度弹性积累的市场化运作逻

辑,期间经历剧烈的变动,从过去的高度稳定变得现今的高度不稳定,这
种状态势必对精神健康产生冲击。因此,这套运作模式与精神疾病“抑
郁症”之间的关联当然有必要仔细讨论。

在回答为何研究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有关联的问题后,
以下我们进入医疗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借由探讨“疾病如何产生”来为 本

研究所关切的“抑郁症如何产生”提供一个社会学解释的基础。

三、医疗社会学关于“疾病如何产生”的观点

社会学关于“疾病如何产生”的研究,主要分为社会环境论(或结构

论)、社会建构论、医疗人类学、现象学及互动论。以下依次说明。
(一)社会环境论(结构论)

此观点探讨重要的社会学变量,如家庭、性别、阶级、种族、文化等因

素或这些因素的综合如何与抑郁症的产生有关。以家庭的研究为例,抑
郁症患者大多来自社会支持系统破碎的家庭,或家庭暴力下的受虐者。
家庭功能不佳更容易造成抑郁症的产生与复发。例如Diamond等人的

研究清楚地显示了家庭因素与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及病程有关,包括:
亲子关系疏离冲突或依附关系薄弱、父母持有强烈的指责与敌意、父母

罹患精神疾病、缺乏有效的亲职能力(Diamondetal.,2002)。而Keitner
和 Miller(1990)认为,家庭功能与抑郁症的病程、缓解与复发都有关系,

Keitner、Ryan,Miller和Zlotnick(1997)在五年的追踪研究中也有相同

的发现。家庭所形塑的家庭氛围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大因素,研究指

出,家庭中的上瘾行为,特别是父母亲酗酒,会增加孩子罹患抑郁症的可

能性(MayoClinic,2004)。因此,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是成员情绪变化的

重要社会结构。若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透过分析一个人的整个家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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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关系,最能了解这个人;各种问题症状可被视为家族内功能运

作不良的一种表征。这种看法认为,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家族运作的一

种表征,而不只是个体的适应不良;如果不能了解家族成员间的互动情

形与范围,就不可能正确评鉴出个体内心的状态。
另外,性别也是常被用来检视抑郁症的因素,在流行病学的研究中,

女性与男性的罹患病率约为(1.4~2.7)∶1。这与现代女性所扮演的多

重角色有关,因其在家庭、职场与人际关系的压力不断增加,加上生理方

面独特的因素(如经前症候群、产后抑郁症),都易造成女性罹患抑郁症

(杨明仁等,1998)。
此外,人口迁徙与抑郁症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移民者大都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他们相较于原居民承受了更多的压力、生活事

件与生活困扰,移民者的自杀率与罹患抑郁症的比例一般高于原居民。
有些研究以移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国家政策、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结构、
文化冲突等社会环境(结构)对他们的精神健康的影响(AI-Issaand
Tousignant,1997;PortesandRumbant,1996;Kitano,1969)。也就是以

一系列社会学变项来探讨移民这个研究对象是否更易患抑郁症。这类

研究可被视为移民的社会结构因素怎样与抑郁症发生关联的研究。不

仅如此,很多研究显示社会阶层低者会有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此外,
社会网络所提供的支持(如情绪支持、信息支持等)也与人们是否发生情

绪问题有关。当某人缺乏社会支持与网络时,便容易发生适应困难,进
而影响心理健康(杨明仁,1998)。

另外,种族也可视为影响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变项。如Fernando
(1991)研究美国精神医学界,其论点指向种族与精神医学的关系。他指

出精神科医生常依“肤色”(Skin-color)作为判断病症的方法;在诊断过

程中,细致地描述精神疾病是透过诊断流程制造出来的。所以,精神医

学也隐藏了文化意识形态,将人们分成有意义的次群体来阐述其差异

性,如对种族或性别的预设印象。
以上这些结构论的例子帮助我们聚焦于容易发生抑郁症的重要变

量(如家庭、性别、阶级、种族、文化等)。然而,其缺点是忽略了产业、政
府、学界、媒体等因素是如何建构抑郁症的。为此,接下来所谈的社会建

构论正好可弥补其不足。
(二)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主要以权力观点来分析疾病的建构。最具代表性的医

疗建构论者就是Foucault。他的研究专注于知识如何关联于权力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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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出来。Foucault考察了西方人的疯癫史,“隔离”与“禁锢”是对待精

神病患最主要的方式。自古对所谓的“精神病”,只有一种通称———“疯
子”(Madness)。17世纪前,精神疾病被视为“魔鬼附身”“异端”论述。

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欧洲,对待精神病患的方式是将他们装在愚人

船驱逐到远方,但他们是处于最自由、最开阔的航道上的囚犯。从18世

纪70年代开始,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视有心理问题的人为罹患精神疾

病的“病人”,非不道德或是被附身。直至现代医学诞生,解释精神疾病

的视角发生改变,有较多理性的认识即脑部病变或是遭受疾病侵袭会影

响病患的想法与行为。为此,Foucault(1965)认为,为了确定社会认可的

理性与道德形式,政治、道德和医学权威开启了各种论述、实证分类以及

各式原则,用来界定、区隔疯子和非理性者。现代疯癫的论述是挟科学、理
性之名压制非理性,“疯狂”在理性的范畴中占有“隔离”的位置,以醒目的

方式被大众或精神医学专业凝视(Gaze),进而区辨出我与他者(theother)
的主体性,却也间接表露出对精神疾病的认知(Foucault,1965/1992)。
因此,Foucault勾勒出抗拒现代精神医学的某种努力,企图让狂人在疯

癫面前为自己争辩与发声。他的疯癫史所分析的是每个时期人们如何

体验疯癫与对待疯癫的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验与感知,意味着对

其有不同的权力控制,差异在于权力采取的策略不同而已。权力这个视

角才是他所看重的。然而,在他的分析中,病患的身体却是被动的,是在

医学凝视下的被解剖的医学身体。他并不仔细分析病患的边缘化行动

(Foucault,1973;Foucault,1987[1954])。
另外,“反精神医学”的论点受惠于Foucault的权力观点,也加入了

质疑精 神 医 学 客 观 性 的 行 列。此 派 的 典 型 代 表 人 物 是 Szasz和

Goffman,他们反对公权力,独尊 精 神 医 学,而 边 缘 化 其 他 医 疗 方 式

(Szasz,1974;Goffman,1961)。对Szasz而言,他认为疾病症状仅是医疗

上的标签,以核准专业介入的社会问题———即偏离正常轨道的人们违反

社会规范,因此,精神疾病被视为偏差行为。不仅如此,Szasz(1974)甚至

更激进地认为精神疾病不存在,它只不过是继承了宗教神化与巫术的精

神,其实是一种神话或信仰系统,且精神疾病的主要功能可使人伪装以

逃离人际关系的冲突与不愉快,暂时卸除社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以求

心灵的平静。Szasz认为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不同,它不是透过病理方

法进行辨识,而是新创造一套标准来满足疾病表现的症状。只要有一种

精神疾病,就能创造出一套标准来衡量,注重的不是身体结构,而是身体

功能(BodilyFunction)。所以,生理疾病是“证实(Proved)”出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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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则是“宣称(Declared)”出来的。
此外,Goffman也提到,精神疾病不仅是因为生理上或神经上的失

常,而且是与公共场所行为期望相违背,借此合理化对“行为偏差者”
(Deviant)的控制。“精神疾病”是社会为了理解此种生活方式所建构出

来的名词,好让社会创造出精神医疗体系来管制这群不安分的人。因

此,精神疾病是一种神话的社会现象,是群体中某些成员制造出来的产

物,他们认为必须用一些手段来解释、控制与制裁他们的越轨与危险行

为,起因于他们与大众不同的行为模式,污名与歧视导致他们在经济上

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媒体的嘲弄,更加深了其负向认知。“精神疾病”如
同社会加诸病人的“污名”,当医生给予病人精神疾病的标签,即便病人

可能没有病,也会成为病人及家属、朋友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其他人的

期待下,病人最后也承认这种诊断,表现出相应的行为(Goffman,1961)。
他们认为精神疾病并不是生理上的疾病所导致的,而是在社会网络中被

贴标签的结果,因此他们强调精神疾病标签的神秘化及人造色彩的建构

论观点。
不仅如此,Blech(2005)还从医疗产业的视角来铺陈其社会建构论

的观点。他强调药商与医疗专业共谋的利益关系,以致医师对精神疾病

的处理倾向于药物治疗,导致药物副作用被刻意忽略,并出现药物滥用

等问题。Blech以1998年的社交恐惧症为例,提到制药商为让治疗药物

Paxil得以 上 市 和 贩 卖,便 联 合 美 国 精 神 科 医 师 与 相 关 专 业 团 体

(FreedomfromFear),最终导致Paxil药物在市面上的泛滥,患者仅能

不断地依靠药物进行疾病症状的舒缓而非疾病治疗。但实际上患者在

用药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生理层面的困扰,如性功能障碍、幻觉、头晕、
恶心、嗜睡,等等;而长期用药的患者亦可能产生各种心理层面上的依赖

或恐惧。此外,药物对患者的影响不仅止于个人层次上的困扰,而且可

能更为直接并剧烈地影响其生活与适应问题。这类建构论所重视的视

角是,媒体、政府、药商与医生之间的共谋是导致精神疾病的论述成为普

遍存在的现象,其进一步指出,药物的使用和贩卖透过专业医师与媒体

等论述传播,致使药物成为治疗精神症状的主要方式。大体而言,“反精

神分析”学派认为抑郁症不过是专家建构出来的疾病,使用药物带来的

庞大经济效益才是精神医学发展的原因(Cooper,1967)。
特别在20世纪后期,科技工业、全球化的风潮日盛,高科技产品渐

渐取代传统的诊疗方式,制药公司成为跨国的大企业,医界与药商的微

妙互利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的特殊现象。现代医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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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助人,还附带了资本主义所驱动的利益共生结构。现代医学的核心理

念让医学与化学药物如一体之两面,彼此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生理研

究中的可见性证据,造就了医疗科技与制药产业的惊人成长。在当代,
人的一生中正常的身体老化、内分泌波动、外表轮廓以及心情起伏都可

被医疗化,这其实与医疗体系的经济利益有很紧密的联系。
另外,从医患互动的角度分析,医生占据权力而病患相对被动的观

点是医疗社会学中常见的分析视角,这也说明医生的权威是社会建构的

重要基础,而病患却相对处于被动的角色。在医患互动关系的研究中,
尽管不同的学者(Parsons,1978;Waitzkin,1991;Goffman,1961)对于医

疗专业在社会控制上有不同的定位,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医疗专业是社会

控制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机 制。Parsons(1951;1978)、Szasz和 Hollender
(1956)认为,医生因掌握医疗的专业知识与权威,致使医患之间形成一

种不对等的互动关系。他们不否认医生具有较大的权威,并且也是疾病

进行社会建构的重要权力者。但是他们关心的视角还在于,病患由于身

体的不适,需要医师专业的诊治,而医生则可帮助病患维持其正常生活,
并从中得到优越感,双方形成一种互补与相互需要的关系。典型的功能

论代表Parsons就认为,医师的权力与地位,以及对病患的宰制,皆是为

了将“偏差”的个人调整进入正常状态中,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的一个

必然结果,更有其功能性的存在价值。医师的权威对病患进行价值内化

的过程是有正面意义的,因医生们企图将病患导入正轨中,以符合社会

规范的功能运作。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医疗社会学的研究者陆续受

Foucault、认同政治与重视弱势权利的影响,反而批判功能论掩饰不平等

的问题,而将焦点放在病患的权利争取与医生权力的批判上,因此鲜以

功能论视角看医患关系。他们认为医生不仅因为拥有医疗专业知识,也
会因病患病症与医疗情境,使医生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医生依此较高

的权力地位,主导医病互动的进行,并且与病患对话,压制病患对自身病

痛的想法或观点,而使其在互动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Freidson,1970;

Kleinman,1980;Mishler,1984)。这种“医生权威—病患被动”的社会建

构观点就一直被延续至今,此观点的论述目的其实是为病患发言与

赋权。
这类社会建构论集中讨论医疗供给面(即医师、医药体系等)的权力

运作(Freidson,1970;Zola,1972;Illich,1975),其批判专注于医疗化与专

业宰制的结构性权力,且过度强调医疗专业借建构与定义疾病来达成社

会控制的效果,以及病患所处的结构劣势处境。这类观点视患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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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认同仍旧被医疗场域中的专业性所制约,以致患者内在的声音被

忽略而无法有效厘清真实的状况。虽然他们的立意是为病患发言与赋

权,但却很少触及病患具体的行动经验与变化(林文源,2006)。这类对

药物治疗副作用之争议,药商、政府与医疗体制宰制一切的共谋观点似

乎太过单一,这是否适用于解释复杂的医患动态关系是值得质疑的。也

就是说,病患与医生在实际互动的过程中不全然是医疗结构的利益问

题,而是有其各自在当下处境中的考虑。患者在治疗的实际过程中事实

上常呈现相当复杂的多元面貌,患者在求医过程中的言谈、情绪,甚至是

记忆皆处于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应忽略病患个体的复杂

身份和社会实际脉络(Hansen,2003;Hansen,2005);而在医生方面,他
们以开药的方式处理病患问题并不全然是图利,若仅从医疗市场和医疗

结构的角度并不能完全有效厘清药物治疗之争议,因为药物对疾病与症

状的有效控制常成为医生与患者对药物青睐的原因。我们应该要更细

腻地理解医师倾向药物治疗与患者对药物治疗的认知与需求,而不是只

注重医疗利益结构的问题。
由于社会建构论将焦点放在医疗供给面上,以下三派则将焦点放在

医疗需求面(即病患)上,在某种程度上可补充社会建构论的不足。因

而,以下三派也可视为医疗需求方的社会建构过程。
(三)医疗人类学的文化解释观

医疗人类学家从事跨文化与非西方的精神疾病研究,都需要理解不

同的文化模式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非西方社会很多所

谓奇怪的行为,在西方社会常会被医生认为是精神疾病,可是当地却有

一套自己的解释和因应系统。
精神科医生出身的凯博文(Kleinman)研究抑郁症,针对中国和美国

进行跨文化比较后发现,文化和抑郁症之间密切相关。在西方,很容易

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在中国则以神经衰弱的诊断出现,在抱怨病痛

时,也多倾向以身体症状来表现,而不会直接述及心理层面。凯博文认

为,精神疾病的病痛描述、症状、情绪的说辞、正常与异常的判断等,都与

文化息息相关(Kleinman,1985:429)。病人和治疗应放置在文化的脉络

下才具有意义,研究者应该理解医学、精神疾病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Kleinman,1980:ix)。
整体而言,抑郁症的诊断虽然有参照的标准,然而文化也会影响人

们对抑郁症状的感受与传达。在部分文化中,抑郁症状经常被认为是生

理的不适,而非难过或罪恶。例如在拉丁及地中海文化中,抱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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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头痛;在中国、亚洲文化里描述的是虚弱、疲累或“不平衡”,甚至在民

间习俗中是以冲犯的附灵论述为主;而中东文化则认为是“心脏”出问

题;印第 安 霍 皮 族 则 提 到“心 碎”,这 些 可 能 都 是 在 描 述 抑 郁 症 状

(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2000)。中西文化间也存有对情绪表

达的差异,研究大多指出,亚洲人的抑郁症容易有躯体化(Somatization)
的倾向,即较少使用口语来表达其情绪,反而会倾向于用身体的症状来

表达情 绪 上 的 不 悦(李 正 达、白 雅 美,2008;Kleinman & Kleinman,

1985)。除此之外,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相对排斥精神疾病,对
精神疾病有较高的污名化担心(李正达、白雅美,2008)。

文化观点捕捉了以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区别于西医霸权的认知性功

能,这在非西医文化的地区是需要考虑的变量。这也说明了当西医进入

某一文化时,它必须面对当地文化而产生的一连串冲突与适应的过程。
由此观点,我们也可以捕捉病患如何在不同的医疗文化中游移/犹疑,例
如抑郁症患者在西医霸权与中医传统中摆荡的求医行为。然而,此观点

缺乏关注不受文化影响的病患行动层次。而研究病患行动层次所牵涉

到的视角,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现象学视角与互动论视角。
(四)现象学视角:病患主观经验的生活世界观

现代医学亦根据相似性与相异性的辨别概念描绘出分类性的医学

观,被归纳至同一类别的症状群便组成了某一种实质存在的疾病,这当

中意味着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诊断企图与治疗目的。不论在评估还是

介入的方法上,皆强调标准化的程序与步骤。为了型塑“某种疾病”的实

质存在,精神医学界定了达到某些症状的“特征”以及符合特定的症状

“数量”之后,某种固定的疾病诊断便会确立在某个人身上。
目前医学界最为代表性的科学病理的精神疾病诊断宝典是美国《精

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在其第四版中可以区分的详细诊断类

别暴增至将近四百种。人的性格与情绪反应,在精神疾病化的趋势中相

当受青睐,诸如悲伤、沮丧、不快乐、消极等,并且由大众传播媒体宣扬这

种新一代的“文明病”。现代医学将人类精神、心理,甚至是自然老化的

生理问题采取“病理化”的诠释模式,并且企图施以标准化的“吃药”“治
疗”来医治,这一股“实证科学主义”发展得相当成功,也确实带来对疾病

新概念的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一种几乎是全面性的科学热潮

中,“人”的定位问题并没有获得相同的重视,这样一种看似无意的忽视

即是现代文明中的新危机,若欲探讨抑郁症的议题,我们应该针对“人”
的定位问题进行一番审视,而现象学就是对这个立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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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为胡塞尔所发起的一股反实证主义思潮,其意图是让哲学回

到生活世界,它是从事哲学的一种方法、实践甚至是一套体系,强调“回
到事物自身”,让事物以自己的现象来说明自己,避免一切先于经验的错

误与成见。对胡塞尔而言,要了解人的真相议题,不可能离开生活世界

(Life-world)而求诸科学世界,他也严厉地批判,科学的危机正是在于偏

离了人的真实生活世界,而过度地以所谓客观、理性、数理化的方式来诠

释人的处境。甚至,科学世界有取代生活世界的不当企图,以数理化的

真理观 来 窄 化 人 的 存 在 意 义。生 活 世 界 具 有 所 谓 的“先 有 性(Pre-
given)”或是“前科学性(Pre-scientific)”,亦即在科学想要探索世界之前,
生活世界早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生活世界应当是所有科学家或是科学

活动所必须紧紧抓住的核心基础(Husserl,1936/1992,张庆熊译,1992)。
现象学反对生物医学概念中的生物身体与疾病的面向,也就是反对

将身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客体,反对身体被划为解剖学意义下的有机体与

执行行动的工具,也反对视病患的身体只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物理与生物

对象(Toombs,1993:76 81)。因而他们将焦点放在关于病患主观经验

的研究中,探索病患的行动、思考与真实的感受,及其患病时身体的历程

与意义等。病人和医生两套不同的诠释系统,其各自论述的基础是在各

自的条件和意义下所发生的,即使处在共同的机制中,参与同样的活动,
也会形成不同的论述———行动者论述和专业者论述。

“客观科学知识”与“生活世界知识”的区分概念也可以从 Mishler分

析医患关系所提及的两种声音中得知相似的观点。Mishler(1984:

103 104)曾将医患互动比拟为“医学声音”(VoiceofMedicine)与“生活

世界声音”(VoiceofLifeworld)两者的对话。他认为在医疗情境中,医
生与病患双方的互动不仅是冲突的,且是由医生主导整个互动。所谓

“生活世界声音”是受情境影响、以情境为基础的生活经验与生活事件构

成看待人和事物的观点。这套观点来自每天生活的累积,会因不同的情

境因素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而病患则是

以这套观点及态度与医生互动,并以此描述其症状。“医学声音”则是由

医疗专业所构成,是依据技术导向及科学态度来呈现,它们的规则逻辑

是“去情境化”的。在此规则中所有事件皆有一套既定准则,是标准化

的,无关乎个人或是社会情境,例如所有病患的病症皆可由既定的病理

学、药理学等来做解释或处理。在医患互动的过程中,病患会倾向以“生
活世界声音”来描述其病情,并且会强调一些情境议题,例如病患在描述

病状时会时常带入生活中的种种因素来说明对病痛产生的影响,然而医

·710·

第一章 抑郁症如何产生:一个社会学式的提问与方法的反思



生却会尝试将互动带回与医学相关的议题上,将双方互动带回“医学声

音”中。
另外,医疗人类学对病患主观感受也有类似于现象学的探讨。凯博

文(ArthurKleinman)为了区分客观科学所界定的病痛与病患主观的生

病感受之间的区别,特别区分了疾病(Disease)与病痛(Illness)两种层次

的概念,前者指医疗场域中的逻辑,其注重定义疾病、发现疾病以及治疗

疾病的过程,而医疗过程被视为客观且中立的情况,患者的义务和角色

则是扮演配合医师的指示和治疗方式(Kleinman,1988)。相对地,illness
(常译为病痛)则意味着患者在求医过程中主观性的认知和诠释,患者可

能碍于个人特质、疾病所带来的恐惧或与医生的互动等情况,导致患者

在求医过程中往往不符合传统医疗模式的逻辑和剧本。此外,病痛(ill-
ness)真实存在于患者的感知经验当中,同时也普遍与患者的社会和生

活经验紧密关联,并且建构于患者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病痛同时

深刻影响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认知,凯博文以慢性疾病患者为例,说明

慢性疾病患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照护,甚至是进行各种痛苦的生

理性治疗,导致患者在进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相当沮丧和气馁,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逐渐趋于被动和消极。透过凯博文对患者与病痛的讨

论,我们得知,患者并非仅意味着生病的个体,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当中真

实的个人。
就病患个人主观经验而言,病人所接受的信息,并不仅仅是按时定

期吃药而已,而是包括医生如何诠释病人,或是帮助病人建构自我的想

象与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所接受的问题不只是“我该做什么?”之
类的诊断,还包含“我究竟是谁?”的问题。抑郁症患者所要面对的问题,
也比普通的疾病诊疗来得更为复杂。在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同

时也必须试图了解自己之所以生病的各种面向,诸如人格、情绪、家庭经

验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皆呈现出心理治疗不仅是建构“疾病”或是“控制”
患者而已,同时也是建构病患对自己的认同、记忆或生命经验(颜弼群,

2010)。为此,病患与医生之间的诠释,或者病患自身的切实感受与实证

医疗的差异,也将反映在抑郁症病患接触西方医疗的过程中。这个视角

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抑郁症治疗在全球化过程中于实践层面所面临的

冲突。
然而,此方法也有问题,因它似乎预设了“病患观点”与“外部社会”

是二元对立的。他们忽视病患“被体验的身体”正是唯有当行动中有意

向时才能被体验与造成体验,它必须与“医生界定的客观身体”不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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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产生行动,两者其实不能分割(林文源,2006)。为此,接下来将要介

绍的互动论视角就可弥补现象学方法的不足。
(五)互动论视角:专注于病患的行动导向观点

互动论擅长探索病患在行动中的动态过程,即医患之间的互动。早

在医疗社会学发展初期,Szasz与 Hollender就提出医患关系的三个主要

模型,我将之整理如下(见表1 1)。

表1 1 医患关系的三个主要模型

主动—被动 引导—合作 相互参与

医生角色  为病患做事  告诉病患做什么  帮助病患自助

病患角色  接受者(不能响应)  合作者(遵从)  参与者(使用专家的协助)

临床应用
 麻醉、急性外伤、精

神异常等
 急性传染过程等

 大部分的慢性病、精神分

析等

典型  家长—婴儿  家长—青春期小孩  成人—成人

  (Szasz& Hollender,1956:585 592)

Szasz和 Hollender企图修正与补足Parsons功能论的“主动—被

动”观点,病患在Szasz和 Hollender的模型中有较多主动性的可能。他

们病患已不是一个完全消极地听令医师摆布的接受者,病患可以自主地

选择与医师的合作地位,或是成为医患互动中主动的参与者,并且医生

也需要病患的参与以助其做出有利的诊断,病患的自主性在医患互动中

有着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如前所述,他们仍认为医患关系不仅是互补

的互动关系,更是不对等的,这三种互动模式只是程度的不同,但医生仍

是拥有较多权力地位的一方。在“主动—被动”模型中,医生掌握医疗情

境中几乎所有的决策权,病患可以说是不具有任何的权力地位;在“引
导—合作”模型中,虽然医患双方是处于合作的状态,患者也可以自主地

选择合作地位,但却是一种“配合”医生指示进行的合作状态,此模型仍

存有某种程度的主动与被动、主从的不对等互动关系;即使在“相互参

与”模型中,医患双方虽有平等关系及对等权力,病患有较多自主性参与

互动,然而却受限于病患的知识与教育水平,与医生有较相近知识基础

者才适用此模型。因此,医患关系多为不对等的,且在权力地位不相称

的情况下运行着(Szasz& Hollender,1956)。
为此,Freidson(1970:315 321)认为Szasz和 Hollender所提出的

模型在逻辑与经验上皆有缺陷。此模型假定病患在医疗互动中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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