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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集作者在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三十多年的临床实务、督导、教学及研究之心得，尝试为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重新勾画出信念、理论和实践。全书“以人为本”，将精神病人士的主观经

历、感受等，作为实践的核心取向，重新阅读精神病人士的内在世界和复原历程，并以丰厚的

实践案例，说明社会工作者应有的独特干预手法、信念和取向；在尊重、沟通、理解、发展潜能、

人道的治疗环境中，使精神病人士从不同的病征中解脱出来，重塑自我，享受应有的权益，在

小区中康复和复原，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本书更注重提出心理治疗

中的基本元素之深层反思，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不应该只追逐或跟随著名的心理治疗模式之实

践，以提高自身的专业地位，而应该透析不同心理治疗学派中的共同基本元素，从同理心、关

系、交流、影响、聆听、真诚、专注、投入等方面入手，去帮助案主重拾生命和复原的动力，并且

在不同的维度中，重塑案主的自尊、自信、社会功能和在逆境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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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要适应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

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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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对

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

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

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

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会

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会

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作

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进行选择性

“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作 者 简 介

叶锦成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ＫａｍＳｈｉｎｇＹＩＰ）曾供职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

科学系，开设心理健康、精神康复及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课程，并为社会工作文

学硕士（心理健康专科）课程负责人、博士及博士后课程的负责人、博士生指导

教师，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生的指导老师。叶锦成的教学深受学生欢

迎，曾于２００５年被香港理工大学颁授全校最优秀教学奖。

叶锦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其在心理健康实务、青少年心理健康、精神分裂和

情感精神病辅导、精神康复政策、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中华文化与心理健康、心

理辅导等科目上，都有国际认知的研究成果；也曾在著名之国际权威的精神病

学、心理辅导、社会工作学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超过８０篇的学术论文。在著名

的国际学术指标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ｓｙＩＮＦＯ）都有所

记录，并被世界各地学者所引用；他在香港的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３０篇以上

的学术论文，并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８０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更写

作、出版了多部有关社会工作及精神健康的国际著作。叶锦成目前担任２４本

关于康复、心理健康、心理辅导、中华文化、社会工作等各学科之国际学术权威

的期刊编委、学术论文的评审，也热衷香港相关学刊的促进工作；现为多本香港

著名学刊的编委和评审，亦曾担任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会刊主编。

叶锦成对于精神病案主的辅导经验丰富，并具创见，曾任多家海外及香港

重要的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顾问，带领相关的专业人士创办新的服务手法和模

式，并为在精神健康方面有问题的案主提供先进的心理辅导与社会工作服务。

同时，他也关心中国大陆的服务和发展，除了从事多项相关研究外，现为云南大

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荣誉教授、南京大学犯罪预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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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界 推 荐

本书集结了叶锦成教授三十多年的理论思考，以及服务精神病患者的实务

与教学研究心得。本书阐述叶教授对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专业之精髓，在于以真

诚、尊重之理念，对病人挣扎与痛苦的体会、培育病人复原能力、帮助病人找回

和重组他们的生命意义、培育一个关怀的社会文化，并义不容辞地在病人的治

疗过程中，为病人争取可能减损的自尊。

我认为本书是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重要的参考书，可以有效提升专

业能力。此外，本书更可作为其他所有精神医疗团队成员的有用参考，对关心

精神病患者的一般社会大众，亦可提供丰富的资讯。我极乐意郑重推荐之。

!"#
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

台湾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

台湾大学医学院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代理所长

能够先看到这部书稿，是个人的荣幸。多年来，社工师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及尊重，只有在社会发生问题时，不管是家暴、性侵害、校园霸凌或精神

病患者出现自杀及攻击行为时，才急急忙忙到处找社工。然而，从上述问题就

可以看出，社工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若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又怎么

能够培养出称职的社工师？此外，“精神疾病”总是充斥着负面形象，这样的污

名化与烙印，使得一般大众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而使病人悲观孤单、家属身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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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之负担。更因为精神疾病所导致的情绪起伏、思维紊乱、脱离现实等病征，致

使病人的言语和主观意见不免会让人认为是“疯言疯语”，而容易被忽视和不被

信任。精神病患者也因其“病人”之角色而被放大，以至于作为“人”的基本价值

和权益就被模糊掉了。

因此，“重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向是社会工作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而如

何借由多元实务工作策略，协助遭受压迫或污名化的族群，使其可以表达意见并积

极参与，进而获得可主导、规划自我人生的能力与技能的“赋权”（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亦是现今社会工作颇为重视的实务焦点。本书作者在相关论述中一再提醒，针

对精神病患者发展治疗计划时，应欣赏、尊重精神病患者之生命力，并协助其发

展自我价值、追寻生命意义，而这正是“以人为本”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与落实。

本书对于社工人员在精神医疗领域之专业角色发挥与临床工作策略之应用，

有诸多论述，不仅涵盖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之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三大

方法，以及在协助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时，所应具备的相关理论背景和实务工作

技巧，并以案例方式凸显社工人员在协助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时，不同的思考角

度和介入焦点；而且对社工人员在精神医疗体系的角色、工作理念之演变，以及应

如何倡导精神病患者之权益上多有着墨和反思。更特别的是，作者也以宏观角度

阐述当今精神医疗体系之治疗模式，对病人康复与社工角色实践的影响。这些都

是作者三十多年来致力于实践和提升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专业的累积。

尤其，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在台湾虽然发展已久，却鲜少有专书论著系统化

地统整、归纳相关理论与实务。本书除了可作为社工系学生入门精神医疗社会

工作领域的参考书，亦可提供现职相关实务工作者反思自我的角色立场、工作

策略与技巧的适合性，进而领会如何更有效地协助精神病患者。同时，本书立

足于人道关怀，栩栩如生地引述精神病患者对接受医疗与罹患疾病的主观感受

和经验，并通盘介绍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也有助于相关专业与一般大众对于社

工人员的角色功能有更清楚的认知和期待，从而增进对精神病患者困境之理解

与接纳。个人给予高度肯定并强力推荐。

$%&
台湾成功大学医学系教授

台湾成功大学行为医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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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社区工作的台湾心理卫生社会工作者，长久身陷于科技理性典

范中，本书对我们来说是个警醒，也是出口方向———从社工关注之人性出发，

解构医疗模式，重新诠释症状，朝向互为主体之平权关系建立，以及权益倡导

信念之实践。本书不仅是社工学习者及实务工作者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对所

有心理卫生的工作者及同陷困境的幸存者和照顾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深

具意义的。

'()
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

台湾心理卫生社工学会副理事长

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理事

叶锦成教授从香港寄来本书的书面初稿，很客气地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作推

广之用，一开始想到我离开大学医院、进入基层精神医疗———特别是儿童青少

年精神医疗———已有五年，而且我的专长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复健，原本

想要拒绝叶教授的盛情邀请，但是在稍加阅读叶教授的稿件之后，发现书中的

理念与我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欣然接受此任务，也很荣幸有机会从书中认识

这位从未谋面，却又深感熟悉的精神医疗社工的重要推手。

开始接触香港有关精神医疗／心理咨询或治疗方面的情况，起因于２００５

年到浸信大学参加叙事治疗国际研讨会。当时发现当地参加的人员有许多

是社工师，之后几年我曾经到香港带过几次心理剧工作坊，逐渐了解到社工

师在香港的精神医疗／心理咨询或治疗领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其专

业的深入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深刻谈及精神

医疗社会工作的信念、理论和实务，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将对香港，甚至是华

人世界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是本书值得推荐的

第一点。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精神医疗过度强调了生化病因，甚至有人认为只要用

药物就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精神医疗问题。然而，报纸杂志时有所闻的精神病

患者伤人事件，以及一再重复住院、自杀率没有明显改善、药物滥用问题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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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等，这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心理、家庭、社会方面的介入，也应该获得同等的

重视。然而，心理社会介入的取向种类，从精神分析、个人中心、认知行为到后

现代取向等不可胜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一种取向的介入方式常有不足

之处，而合并多种模式的方法经常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本书融合了能耐

为本、理解和沟通为本、病人主观经历、复原为本的多重理念及介入手法，取代

了过去曾主导介入风潮的缺陷论述，在介入过程中尊重患者的自尊权利，并将

重点放在患者的优势之处及复原力上，可以为患者带来内在力量的发展与提

升。这是本书值得推荐的第二点。

本书值得推荐的第三点是，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患者的治疗过程或访谈记

录，可以帮助读者较容易地理解患者的主观经验及叙事，分辨整个治疗过程中

不可不重视的转折点或关键处，同时也可以使读者看到不同的介入手法如何能

带出不同的经验和结果。对于从事精神医疗／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助人工作者来

说，阅读本书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思维与领悟。

本书值得推荐的第四点是，作者在第十一章谈到心理治疗基本元素的深

层反思，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Ｌａｍｂｅｒｔ（１９９２）检视大批有关心理治疗的

研究之后，得出心理治疗有效元素的有效率：治疗关系３０％、治疗以外的改

变４０％、预设的改变１５％、治疗技巧１５％。看到这样的数据不禁令人莞尔一

笑，原来单纯的治疗技巧所能带来的改变竟是如此之小，无怪乎时常看到某

些声称自己拥有某种治疗派别技巧的专业人员，若是“人”不对，其所带出的

改变不但很少，有时甚至会带给患者伤害。作者在心理治疗基本元素方面有

不少篇幅的着墨，可以帮助精神／心理专业人员从不同的视角重新检视自己

过去所做的工作。

最后，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推介及时来到的这部好书，相信每一位读者都

可以从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对精神病患者的高度关怀及尊重，以及在倡

导患者自身能力与权利方面的苦心。真高兴见证了本书的出版。

*+,
精神科医师

台湾心理剧学会创会理事长

自然就好心理咨商所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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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非常有趣而且深刻的论著，从一种全人的视角阐述“以人为本”

“以尊重为要”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理念、理论和实务，给读者一个理解和解

决精神疾病的崭新空间。

-. /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

“精神疾病”的时代。面对日益增多的精神病患者，专业人士何以应对？叶锦成

教授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信念、理论和实践》一书，无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服

务的方向。他以一颗仁爱之心，集三十多年的精神病社会工作的教学、实践和

研究为一体，撰写了这部理论与实践并重、操作性甚强的专业论著。阅读本书，

不仅是一次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学习，更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精神病患者

的内在精神世界有了深入和同感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在精神病患者复杂、纠结

和混乱的症状背后，是一个正常人的需要、内在的冲突和挣扎，其中也孕育着精

神病患者的适应能力、抗逆能力和复原能力。本书使我们在看到精神病问题的

同时，也看到了他们人性的积极面向。只要我们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争取权利，

创造一个接纳、关怀、尊重的外部环境，他们就可以在正常的环境中复原，过正

常的生活。这是一部高水准的专业书籍，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示和行

动的动力。

0'1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

本人和叶锦成教授相识于２００３年，那是我们单位邀请他来昆明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精神科讲学，主题是精神健康。那次讲学反应非常热烈，很多同道

都大开眼界。

自那时起，他陆续到北京、厦门讲授和推动精神医疗社会工作，２０１０年又来

到昆明举办了精神健康高级论坛，学员多来自北京、浙江、云南、宁夏、广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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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地，领域涵盖大学社会工作教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及心理咨询师

等。他的教学获得学员的高度评价，课堂上常常笑声不断，学员们在欢乐中学

习到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叶教授对于推动中国内地精神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先行者的贡献，深深鼓舞了不同背景的学员，而大家也一再邀请他继续前往

各地，传播精神健康的理念和实务，以回应中国内地的巨大需求。我在其中见

证了他的谦卑、奉献、专业素养，堪称楷模。

叶教授在精神健康领域三十余年的教学、研究、实务经验，让他能够全面系

统化地形成自己的理念，那就是高度重视案主的主观感受脉络，高度重视以案

主为本的处理过程，从而关注他们的康复。本人作为一名从业二十余年的精神

科医师兼心理治疗师（后来又学习社会工作），在处理个案、家庭和团体时，常常

会运用从叶教授那里学习到的思想和方法，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精神康复者的疗

效；在带领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也把叶教授的观念放在其间，

也是反应甚佳。本书的出版，必将在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受到热烈欢迎，相信对

精神健康领域的教学、研究、实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34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组理事

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教授

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高级心理治疗师

这是一部先驱性的著作。作者提醒社会工作者、工作员需要聆听和尊重病

人，通过接纳和关怀，培育病人的潜能，让他们重获新生。我十分认同作者“以

人为本”“以尊重为要”的信念。本书为精神医疗社工及相关专业同工必读之

著作。

567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

犅狉犻狋犻狊犺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犠狅狉犽顾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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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精神康复社会工作自１９５０年代开展，至今已有５０多年。早期的精

神康复社会工作主要在医院推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精神康复工作的重

点亦转向社区，目的是帮助精神病康复者融入社会和减少社会排斥。香港的精

神康复社会工作，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不少改变，却缺乏探讨这些工作模式

及理论基础的中文书籍。在本书中，叶锦成教授对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理念及

介入手法有深刻的讨论，通过个案的访谈，将“以人为本”“以尊重为要”的精神

投射在精神病的康复工作上，对从事精神病康复的不同专业人士有很好的

启迪。

89: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叶锦成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精神病患者，著作颇丰，观点独特，深受社工及

精神健康界的重视。本著作罗列了叶教授对于了解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理想，

要求我们不再因循跟随规范化的院舍隔离与标签诊断，而是应该以服务对象为

本，重视鼓励受助者发挥本已拥有的能力，以理解和沟通为媒介，也以此为目

的，建立信任与安全，同步地与受助者重新架构其整体主观的病患经历，达至生

活的重建与复原，而这是我们社工与心理治疗师的重要反省与挑战。

;<=
婚姻及家庭治疗哲学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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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会工作”（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或称为“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一向都是社会工作领域中，特别是临床社会工作（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重要的一

环，在英美等地更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先驱工作模式之一。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在

欧美各国已经实行多年，由医院式的医护助手模式，慢慢转变成以社区为本的

服务取向，而后又演变为以案主的潜能和长处为本的服务。但可惜的是，一方

面，在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慢慢被后现代（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的权力解放

（ｐｏｗ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取向所忽视，一般的社会工作学者和实务工作者都误以为，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会被以医疗（ｍｅｄｉｃａｌ）为主导的狭隘思想所限制，失去了社会

工作核心价值的展现。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和精神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普

遍，各种有精神问题（如药物滥用、忧郁、焦虑、精神分裂、厌食、自杀）的案主在

各种社会服务的现场中比比皆是，令缺乏相关理念、知识和实务的社会工作者

束手无策，只能成为精神科医师的二等助手，或者是游说案主服药或强迫案主

接受诊断、入院、服药、复诊的控制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大大违背了社会工作

者尊重案主自我决定、聆听理解、助人自助、协调案主与环境的基本原则和信

念，也严重影响相关案主的康复、复原和社区共融。

其实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实践的模式，在精神康复和治疗的服务环境中需要

接受很多的挑战和洗礼，特别是以人道主义的理念面对以社会控制为主的精神

健康政治和服务时，这种挑战和矛盾会显得特别严重。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

要是相关工作人员完全忽视了近年来在精神康复服务中复原运动的发展，也忽

略了日趋旺盛的能耐视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Ｂａｓｅ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复原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的

发展，同时也忘记了，每一种精神病除了生化遗传中生物化学的作用，还有一百

多年来不同的理论，如心理动力（Ｐｓｙｃ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学派、认知行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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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学派、存在主义（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学派、现象（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学派、社

会（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学派等不同的描述。举例而言，有关精神分裂的

相关理论，上述学派所包含的较完整的概念，就已经超过三百种，其中不少学派

更是洋洋大观，既深且广，把精神分裂的情况、内心的复杂性、外在的压力和纠

缠陈述得非常清楚，有些更是伟大的学者和实践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几十年的心

血结晶，令人大开眼界。

除此之外，更有不少精神病人士主观经历的自我描述，将自身的病历、生命

的压力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什么理论和学派的观点，精神病人士终

究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有生命意义和价值，有自我、自尊，有思想、感受、经

历、身体感觉，有家人、社会角色的人。因此要真正理解精神病人士，“人”的相

关学说，例如宗教、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人文科学等，其实都不可缺少，

特别是人生中的经历、痛苦、苦难等，都非常重要。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对这些

挑战和矛盾加以阐释，并提出相关的取向与实务中的处理关系。

因此，要切实地实践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实务，上述的几个理论观

点都不可缺少，它们的交互关系也可以由下图表达出来。

从上述的理论观点来看，我们不难明白，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应该不是：

（１）医疗体系的附属品，因为社会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理念、方法和实务。

（２）在诊断、入院、服药方面，控制精神病人士，或者对其进行社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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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３）把社会人士、机构意识、专业人士和家人的看法强加在精神病人士

身上。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反而应该是：

（１）聆听、理解精神病人士并与之沟通，以同理心（Ｅｍｐａｔｈｙ）、真诚

（Ｇｅｎｕｉｎｅｎｅｓｓ）、公平（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尊重（Ｒｅｓｐｅｃｔ）的理念，去体会患者一生的挣扎

和痛苦。

（２）明白和培育每一位患者的潜能、复原力、适应能力。

（３）培育一个接纳、关怀、尊重的社会文化环境，让精神病人士在支持和正

常的环境中复原，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

（４）在复杂、纠缠和混乱的精神病症状及怪异行为中，帮助精神病人士找回

和重组他们的生命意义、自我冲突、压抑的需要，以及感受。让他们“人”的一面

再次被呈现、理解和释放。

（５）义不容辞地替精神病人士争取在入院、治疗和复原过程中，可能会失去

的自尊权利和尊重。

上述的理念和方向，正是笔者三十多年来在精神病实务、教学研究、训练和

著书的过程中所坚持的信念和方向，希望能通过本书把这些基本的取向和理

念，传递给社会工作者和有关人士。要详细去阐释这些“以人为本”“以尊重为

要”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理念、理论和实务并不容易，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只

能较扼要地以实务个案，将相关理论和实务较系统地整理出来；同时接纳出版

社的意见，把全书分成两本。第一本是《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信念、理论和实

践》，介绍有关的理念、理论和实务取向；第二本是《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精神病

的理解、沟通、治疗和复原》，介绍不同精神病，如精神分裂、抑郁、躁郁、性格异

常、焦虑等患者的理解、沟通、治疗和复原过程，把“以人为本”“以尊重为要”的

精神，贯彻在每一个精神病人士复原过程中。

>?@ 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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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心理健康和精神康复都是现代社会亟须面对的诉求，随着现代社会紧凑的

生活节奏，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竞争、互相压迫加剧，使得社会的精神疾病和心

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与日俱增。面对这些心理健康上的问题和情况，合宜的心理

健康服务和相关的辅导咨询及介入手法都非常重要，除了传统西方医学的取向

和手法之外，以人为本、强调社区融入与正常康复的社会工作手法和取向，也日

渐重要。

其实在英国和美国，在其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工作的介入和

取向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以英国的心理健康服务为例，从１９１３年的“精神残

缺条例”（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ｃｔ）到１９９０年的“全国健康和社区照顾条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ｒｅＡｃｔ），都有提及和肯定社会工

作在精神康复及心理健康中的地位及其独特的贡献（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９７１，１９９０；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１９８６；Ｊｏｎｅｓ，１９７２；Ｙｉｐ，２０００）。

从这些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和心理健

康中的角色有下列几种改变：

（１）从医护式的非专业助手（ｐａｒ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转变为多元科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ｆｆ）。

（２）从以院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为基础的工作手法转变为以社区照顾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ｒｅ）为主导的工作取向。

（３）从以临床个案工作（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ｗｏｒｋ）为主的工作手法转变为多元化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的多种工作手法。

（４）从病患者角度（ｉｌ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转变为以消费者及参与者的角度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去看待受助的精神病患者和康复者。

当然，这些转变并不表示传统的取向和手法应遭淘汰，而是新的取向使得

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和心理健康中的角色及定位更为清晰、突出，同时也显示

了社会工作在精神康复和心理健康中的两种不同定位（详见表１ １）。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信念、理论和实践

·００４　　　　·

表１ １　两种不同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取向

精神医疗

社会工作取向
以院舍和病征为本 以社区和病人为本

理念

角色

功能

手法

１．以医护、诊断治疗为主；

２．医护专业的助手及多元科际

的其中一种专业；

３．注重临床的个人手法

１．以社区融入、精神康复、正常生

活为目标；

２．注重患者的全人和潜能发展；

３．注重多元手法（个人、家庭）及

社区的改变

　　其实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定位，是随着不同年代精神康复、心理健

康实务的发展而有所改变的（Ｄｉｘｏｎ＆Ｇｏｌｄｍａｎ，２００４）。Ｄｉｘｏｎ和Ｇｏｌｄｍａｎ认

为，美国的精神健康实务近百年的发展，可分成下列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发生于１９世纪末，与“疯人院”（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ｙｌｕｍ）的设立和禁

锢治疗有关。

第二阶段：约发生于２０世纪初，为早期精神卫生和精神病院的设立及

确定。

第三阶段：约发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非院舍化和社区精神健康运动开

始（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第四阶段：约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现在，主要是由社区支持系统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证据主导实务（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和复原

导向（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ｒｅｎｄ）所主导（Ｄｉｘｏｎ＆Ｇｏｌｄｍａｎ，２００４）。

上述四个不同阶段的介入，其服务和重心皆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的重心在于禁锢、控制和标签精神病人士，把他们禁闭在完全封

闭的疯人院中，以免他们对社会和其他人有骚扰。

第二阶段的重心在于院舍，精神病院以治疗和医学为借口，将精神病人士

视为精神病的代号和延伸，把他们置于医院中，希望封闭的群体生活和有限的

药物治疗能帮助他们康复。精神卫生活动更显示出封闭生活和以病为本的概

念之贫乏，以及对病人的伤害。

第三阶段的重心在于社区，希望精神病人士能在一个正常的社区中慢慢康

复，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形态为依归，因而对院舍的不良情况深恶痛绝，甚至矫

枉过正，因而对院舍完全否定。

第四阶段的重心放回病人的主体，以他们的复原潜能为依归，但同时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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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源短缺，精神病的介入实务都以效果（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为

主体。

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定位都有所不同，在院舍和精神病院

中，社会工作成为控制、治疗团体中的一分子，因为其对医药角色训练上的不

足，所以只能成为团体中比较次要的角色去辅助患者，而由医疗团队进行其治

疗的主要任务，而其工作手法也以传统的诊断、社会治疗为主。转变到以社区

为中心之后，似乎社会工作的角色和重要性也因而有所增加，社会工作变成以

建立社区支持系统、倡导精神病人士有关权利之合理和良好服务的领导者，同

时也刻意去建立一个支持和谅解的社区，去接纳精神病人士的社区融入和回

归。到了现代，复原运动开始推行，社会工作的角色更为重要，成为多元科际团

队不可替代的专业工作者，也成为很多有关社区复原介入手法和服务的主要推

行者。

其实要在一个多元科际的团队中，发挥其独立的定位、任务和影响并不容

易，同时精神病人士的背景、病情和复原取向都非常复杂，加上不同的社区和社

会环境对精神病和精神病患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取向，因此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在

实务上，其角色定位、理念、手法上的推行均不容易。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在有

限的篇幅中，勾画出一些重要的讨论和理论，以便相关人士对此能有初步的认

识和探讨。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为本书的重要词语进行基本的界定和看法，其

中包括：精神病、精神病人士、社会工作，以及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二、 精 神 病

从西方医学的角度，精神病是指在情绪、心智、行为、自我形象或性格上都

有异常情况的表征，大体上分成器质性精神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和功能性

精神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器质性精神病是指，其异常的主因是中央

神经系统有伤害和缺陷；而功能性精神病则是指，后天由环境的压力、性格和其

他多种因素所导致。但医学的观点并非唯一的角度，较前卫的社会学和后现代

的取向甚至认为，精神病是由文化社会主流的标签所导致，社会的主流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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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去标签和操纵一些非主流及较异常的人士；而在中国的医学观点中，精

神病却与人的内在五行和阴阳调和有关。在本书中，笔者希望读者对精神病的

定义采取较宽松及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不要把精神病等同于异常、缺陷、问题和

伤害，也不要把精神病视为歧视、危险，甚至神秘、迷信。

三、 精神病人士

用不同的看法去看待精神病，对精神病人士也有不同的理解：

（１）有精神病的人士（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ｔｈ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２）患上精神病的病人（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３）有精神病记录的人士（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４）使用精神病治疗和康复后服务的人士（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５）罹患精神病所导致功能问题的人士（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ｔｈ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不同的理解其实代表了精神病对患病者不同的影响。最具标签效果的是把

精神病人士视为精神病病人，那就是说把精神病的异常、病态视为精神病的全部，

较好的形容应该是把精神病的出现视为精神病人士人生的一部分，除了精神病的

患病和记录之外，精神病人士还有其他与普通人一样的需要、看法、长处。所以其

他的称谓———有精神病记录的人士（精神病只是人生历程的一部分）、使用精神病

治疗和康复服务的人士（只是服务的使用者）、有精神病所导致功能问题的人士

（精神病所导致的功能问题只代表其功能的一部分）———都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在本书中，笔者希望读者能首先抛开对精神病人士错误的看法，切勿把精

神病人士等同于精神病的全部，等同于缺陷、无奈、失常和异样，作为社会工作

者，最重要的是把精神病人士看成与其他人一样有其正常而又独特需要、特长、

看法的人。

四、 社 会 工 作

依照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有关组织，社会工作（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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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专业，其目标是提高社会上一些弱势族群（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ｇｒｏｕｐ）的权

利、生活条件，减少主流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歧视、欺压，以使这些弱势族群

能够享受与其他人士相同的对待，提升社会的协调、生活素质、和平、公

平、接纳及团结。

将社会工作当作专业的服务，可以包括：

（１）社会工作的信念；

（２）社会工作的伦理和守则；

（３）社会工作的实务手法；

（４）社会工作对社会福利服务的要求、配合和推行。

“国际社会工作联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ＦＳＷ）在

２００４年订立了一份“全球社会工作教育标准指引”（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文件，为全球社会工作和有关教育定下一些基本的准则。其

中对社会工作有下列的定义：“社会工作专业通过提高社会改变、解决与人有关

的问题，以及替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合理的待遇，以使人类的安康情况得以

改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以人类行为和社会体系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持。在此过

程中人的权利和公平原则得以持守。”（Ｓｅｗｐａｕｌ＆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４）从这个定义来

看，社会工作的元素如图１ １所示。

图１ １　社会工作的原则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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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了解了精神病、精神病人士和社会工作的有关定义之后，可以知道精神医

疗社会工作其实也可以包括下列不同的理解／看法：

（１）在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病医院中推行社会工作。

（２）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手法去进行精神／心理实务工作。

（３）用精神／心理健康的理念和手法，理解和推行社会工作。

（４）促进社会的心理健康，以达到公平、公义、高生活素质与和谐的社会。

（５）以社会工作的手法去达到一个全人安康、身心平衡的社会环境。

不同的理解代表了对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不同的取向。在第一种看法中，

社会工作只代表精神科病房和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人员之一；第二种看法把社会

工作局限在手法和实务上，同时精神／心理健康也只局限在实务手法和层面上；

第三种看法把精神健康的理念和手法看得比社会工作更加重要；第四种看法把

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当成一个完美社会的理念和追求目标；第五种看法是把社

会工作作为手法来看待，希望达到心理健康的理想社会。

由此观之，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应该是心理／精神健康和社会工作在手法、理

念、服务、原则上的互相融合，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如图１ ２所示。

图１ ２　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理想社会环境

有了对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源流和有关定义的基本认识之后，笔者尝试从

不同的有关概念之发展，来阐释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理念、原则和实务取向。

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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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社会工作理念和精神健康、精神康复理念的澄清、辩论和定位。

（２）社会工作和精神健康实务介入手法的反思。笔者尝试从介入手法中的

基本元素、关系、权利、聆听、态度、改变去重新为介入手法定位。

（３）介绍近年不同取向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包括：

① 以理解和沟通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② 以能耐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③ 以康复和复原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④ 以治疗社区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⑤ 以社区融入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⑥ 多元队际（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ｅａｍ）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⑦ 以人道主义为本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

⑧ 以精神病康复者的权益倡导为主的社会工作。

由于篇幅关系，本书无法对每一种取向都做详尽的介绍，只能通过有限的

讨论，用案例去指示有关取向对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在理念、原则、手法上的影响

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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