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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此小冊子時，請寫下任何問題，然後向您的精神科醫生、

家庭醫生或護士查詢。 

若聽到或讀到一些不熟悉的用語，請要求我們為您解釋清楚。 



關於腦電盪療法 About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什麼是腦電盪療法(ECT)？ 
What is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這個療法是使用少量電流，令腦部在小心控制的環境下產生癲癇發作。

雖然我們不肯定其發揮療效的細節，但癲癇發作確是可以改變腦部的化

學物質，助它回復正常功能。  

ECT 最常用來治療嚴重抑鬱症。當其他治療方法都無效時，或某精神

病需要即時治理時，都可能採用此療法。  

若對此療法有任何疑問，請向您的精神科醫生、家庭醫生或護士查詢。 

ECT 對誰最有幫助？Who is ECT most helpful for? 

此療法可幫助有以下情況的抑鬱症患者： 

- 有自殺傾向

- 有妄想或幻覺

- 其他治療方法無效

- 因對藥物有副作用而不能服藥

對於狂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若未能透過其他治療方法減輕病情，

有時也會採用 ECT。 

有些人選擇以 ECT 來代替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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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 ECT？ How is ECT done? 

ECT 是在醫院內進行，治療過程本身只需數分鐘。在接受藥物

後，您將在治療期間全程睡著。病人一般只有在最初接受靜脈注
射時感到少許不適。 

麻醉科醫生給您落麻醉藥，令您睡著約 5 至 10 分鐘。這位醫生

亦會給您鬆弛肌肉的藥物，使您在癲癇發作期間只出現少量的身
體動作。 

醫護人員全程都監控著您的血壓、心跳和呼吸。 

精神科醫生將兩個電極放在您的頭部，是在頭的一側（單邊）放

兩個電極，或是在頭的兩側（雙邊）各放一個電極。這些電極是

用來輸送電流的。他們也會在頭上放一些感測器來監控您的腦部

活動。 

輸出少量電流刺激腦部，造成為時一分鐘的癲癇發作。 

當您醒來時，您是身在康復室，那裡有護士密切監察著您的情

況，直至您完全恢復正常為止。  

您的精神科醫生告訴您應要接受多少次治療和相隔多久做一次。 

當您開始感到好一些時，您的精神科醫生跟您商量各項方案，助

您找出改善病情的最佳方法。可選擇的方法包括： 
- 精神科藥物

- 談話療法（又名心理治療，讓您跟一名受過訓練的專業人

士傾談）

- ECT維持治療 （通常是一個月到醫院一至四次不等，即日

完成，無需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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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常見的副作用及如何照顧自己 
Common side effects of ECT and how to care for yourself 

若留意到這項療法對身體構成任何影響，都須通知您的精神科醫

生、家庭醫生或護士。  

常見的副作用 如何照顧自己 
肌肉僵硬 Muscle stiffness 

因鬆弛肌肉的藥物所致。 

•浸一個暖水浴。

•做一些輕鬆的運動，例如伸展運動及

散步。

•服用 普通般的對乙酰氨基酚（例如

Regular Tylenol) 來減輕疼痛。

思緒混亂 Confusion 

思緒可能有些混亂或不知道日

子或時間（感到迷惑）。可能

是因麻醉藥所致或是治療本身

所致，但只屬短暫性。  

•告訴家人和朋友您可能出現這種情

況，好讓他們能助您消除疑惑，並提

醒您身在何處、現在是何時何日。

喪失記憶力 Memory loss 

您可能記不起做過這項治療。 

在之後的數天以至數星期，您

亦可能變得善忘或難以記起剛

發生的事情（喪失短期記

憶），但情況會慢慢改善。  

•每天都寫下當天做過的事情。

•每次接受治療前，及在兩次治療中間

的時間，都將重要的日子和時間寫下

來。

•每過一天，將該天在日曆中劃掉。

•請家人和朋友幫忙您記住事情。

•暫時不作任何重要決定，直至您的思

緒回復清晰和記憶力恢復正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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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副作用 如何照顧自己 

頭痛 Headaches 

可能因麻醉藥、治療本身或有

一段時間沒有進食所致。  

•吃點東西。

•頭未至太痛前便要求服用止痛藥。

•在前額放一塊冷布。

•在調暗了的房間休息。

•收聽安靜、令人放鬆的音樂或有旁述

引導您做放鬆運動的聲帶，有助舒緩

肌肉緊張（請向護士查詢如何找到這

些有助放鬆的錄音聲帶。）

•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散自己的注意

力，例如細數天花板上的板塊、想像

自己在喜愛的地方散步、閱讀或畫

畫。

胃部不適 Upset stomach 

可能因麻醉藥或有一段時間沒

有進食或喝飲料所致。 

•吃少量食物，例如梳打餅或乾吐司

（多士），有助減輕胃部不適。

•喝一些薑啤或清水等液體。

•休息。

•在胃部不適情況未至太差時，服藥以

舒緩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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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接受 ECT前 Before your first ECT treatment 

您的精神科醫生為您詳細解釋這項療法，並請您簽署一份同意

書。簽署這文件前，請提出您對此療法的任何問題和疑慮。 

若在醫院 若在家中 

驗血 技術員來到 ECT部門

為您抽取血液樣本。 
您的醫生給您一張（要求檢

測）表格，您須帶同表格前

往社區的化驗所進行驗血和

做心電圖。 
心電圖 
(E.C.G.) 

技術員來到 ECT部門

為您做心電圖。 

麻醉 麻醉科醫生來到 ECT

部門跟您見面。 

入院前診所的人員致電給

您，為您約定跟麻醉科醫生

的見面時間。 

治療時間 您的護士告訴您何時

接受治療。 

預約辦公室的人員致電給

您，告訴您前來醫院的日

期、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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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為 ECT作準備 
Preparing in the Hospital for ECT 

前一晚…The night before… 

• 去淋浴或浸浴，能助您放鬆和入睡。

• 洗頭後弄乾頭髮。清潔的頭髮有較佳的導電能力。

• 清除所有指甲油和化妝品。

• 午夜 12時過後切勿吃喝任何東西。

糖果、口香糖、清水甚至藥物也不可以（除非您的醫生另有不

同指示）。

胃部必須是空著的，以防萬一您在接受治療期間或做完治療後

出現不適或嘔吐，可減低您窒息或意外吸入液體（嗆到）的機

會。

當天早上…The morning of… 

• 換上醫院袍和褲子。

(不想弄污您的衣服。)

• 確保有帶著醫院識別手帶，也戴著紅色的過敏手

帶（如適用）。

緊記 
不可吃喝任何東西或服藥，

直至做完治療為止。  

不可吃口香糖、糖果或喝

若在暫離醫院期間除去了手帶，請在離開病房前往接受治療

前，先向護士站人員領取新的手帶。

• 除去所有首飾。請護士將您的貴重物品鎖好在護士站一個

安全的地方。

• 護士為您量度血壓、心跳、呼吸速度和體溫。

• 在約定治療時間前約 90 分鐘，我們或給您以小口清水送

服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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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約定治療時間前約 15 分鐘，我們帶您前往治療室。

如有需要，帶備眼鏡盒存放眼鏡或隱形眼鏡，以及放假牙的盒子。

• 在其中一隻手臂插入靜脈注射針管。

• 接受麻醉藥前，我們先請您：

- 去小便清空膀胱，以防您在治療期間尿濕褲子。

- 除下眼鏡或隱形眼鏡，放在眼鏡盒內。

- 除下假牙，放在盒子內。

接受了 ECT 後…After ECT treatment… 

您在康復室（又名麻醉後護理病房或 PACU）內醒過來。 

預計在康復室逗留最少一小時。 

逗留期間： 

• 您透過口罩或鼻套管吸取氧氣。

• 我們每 5至 10分鐘檢查：

- 您的血壓、心跳和呼吸

- 您的思考力，我們問您叫什麼名字和您身在何處

- 您的肌肉能力，我們請您捏我們的手和將頭部從枕頭提起

• 我們移除靜脈注射針管。

返回病房 

• 我們協助您回到床上。

• 護士定時檢查您的狀況。

• 當您完全清醒後，即可起床、更衣和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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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為 ECT作準備 Preparing at Home for ECT 

• 安排一名負責的成年人：

- 送您到醫院和接您回家。

- 在接受治療後的首 24小時內陪伴在側，以確保您從治療中

完全康復過來，思緒沒有出現混亂情況。

前一晚…The night before… 

• 去淋浴或浸浴，能助您放鬆和入睡。

• 洗頭後弄乾頭髮。清潔的頭髮有較佳的導電能力。

• 清除所有指甲油和化妝品。

• 午夜 12時過後切勿吃喝任何東西。

糖果、口香糖、清水甚至藥物也不可以（除非您的醫生另有不

同指示）。

胃部必須是空著的，以防萬一您在接受治療期間或做完治療後

出現不適或嘔吐，可減低您窒息或意外吸入液體（嗆到）的機

會。

當天早上…The morning of… 

• 早上不要淋浴或浸浴。

• 不要塗上任何化妝品或有味產品（香水、古龍

水）。

緊記 
不可吃喝任何東西或服藥，

直至做完治療為止。  

不可吃口香糖、糖果或喝

• 將所有貴重物品和首飾留在家中。

• 若我們指示您要服用某種藥物，在約定時間前 90 分鐘用一小

口水送服。

• 安排在約定治療時間最少 30分鐘前抵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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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備什麼來醫院： 

 卑詩省服務卡或 

卑詩省醫療卡及 一張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 

 在過去 24小時內曾服用的所有藥物的清單。 

 存放眼鏡或隱形眼鏡的盒子 

 存放假牙的盒子 

 有人送您回家，並在隨後的 24小時內陪伴在側 

在醫院： 

您換上醫院袍和褲子。 

我們為您量度血壓、心跳、呼吸速度和體溫。 

我們開始在您的其中一隻手臂進行靜脈注射。 

治療前約 15分鐘，我們請您上洗手間小便以清空膀胱，以防您

在治療期間尿濕褲子。 

接受麻醉藥前，我們請您： 

- 除下眼鏡或隱形眼鏡，並將之放在眼鏡盒內。

- 除下假牙，並將之放在盒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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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 ECT 後…After ECT treatment… 

您在康復室（又名麻醉後護理病房或 PACU）內醒過來。 

預計在康復室逗留最少一小時，直至您完全清醒為止。 

逗留期間： 

• 您透過口罩或鼻套管吸取氧氣。

• 我們每 5至 10分鐘檢查：

- 您的血壓、心跳和呼吸

- 您的思考力，我們問您叫什麼名字和您身在何處

- 您的肌肉能力，我們請您捏我們的手和將頭部從枕頭提起

• 我們移除靜脈注射針管。

治療後的首 24 小時，在家中： 

• 吃一個輕食早餐。

• 全日餘下來的時間都在家中靜心休息。

• 有一名負責的成年人陪伴在側。

• 服用慣常使用的藥物。

• 勿獨自外出。
• 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勿自行開車。

• 勿喝酒。

註： 遵從這些安全指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麻醉藥和治療本

身對身體的影響可持續數小時。您需要有人陪伴在側，

以防萬一您感到身體不適或思緒出現混亂時，有人可以

從旁協助。 

緊記 
在一星期內接受數次治療者，

切勿在兩次治療之間的日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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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有關 ECT的資訊 To learn more about ECT 

影片 
• 加拿大腦電盪療法問卷調查及加拿大腦電盪療法標準

(Canadian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Survey and Canadian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Standards)

網址：www.canects.org

前往 ‘Patients & Families’ （病人及家屬）的頁籤。

影片備有英語、法語、旁遮普語和粵語版本

• 國際 ECT 及神經刺激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T and 

Neurostimulation)

網址：www.isen-ect.org

前往‘Resources for Patients’（病人資源）。

選 ‘Educational Content’（教育內容）。

選 ‘Videos of ECT Procedure’（進行 ECT 過程的影片）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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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What the words mean 

麻醉藥 Anesthesia (讀音 ‘an-es-thee-zee-ah’) 

在進行醫療程序或手術時令病人進入睡眠狀態和維持入睡的藥物 

麻醉科醫生 Anesthesiologist (讀音 ‘an-es-thee-zee-all-ah-jih-st’) 
在進行各種醫療程序及手術時令病人麻醉入睡的醫生 

妄想 Delusion (讀音 ‘duh-loo-shun’) 

一個人相信一些虛假或不真實的想法，即使有證據顯示這些想法並

不真確 

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 (讀音 ‘ee-lek-tro-kard-ee-oh-gram’) 

又名 E.C.G. (讀音 ‘ee-see-gee’) 或心臟追蹤 
‘electro’ 意指電力，在這裡是指電活動，‘cardio’ 意指心臟，

‘gram’ 意指印出的圖表 

這項測試是檢查或讀取心臟的電活動，並印出測試結果 

腦電盪療法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讀音 ‘ee-lek-tro-kon-vul-siv’) 
又名 ECT (讀音 ‘ee-see-tee’)  
‘electro’ 意指電力，‘convulsive’ 意指造成癲癇（抽搐）發作， 

‘therapy’ 意指治療 

利用電力造成癲癇發作的治療方法 

幻覺 Hallucination (讀音 ‘hal-loo-sin-aye-shun’) 

一個人看見或聽到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靜脈注射 Intravenous (讀音  ‘in-trah-veen-us’) 
又名 IV (讀音 ‘eye-vee’) 

用一支針將一條細小的空心管子透過皮膚插入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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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這些資訊能助您明白什麼是腦電盪療法，和為何選用它

成為您醫護計劃的一部份。  

這本小冊子在醫生建議以外提供了一些額外資訊，但文中未有列

出此療法的所有副作用。如有任何疑慮，或對小冊子沒有列出的

副作用有疑問，請向您的精神科醫生或家庭醫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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