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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含變態心理學）～】講義 

第一章 精神醫學 

壹、精神醫學的意義 

一、精神醫學之定義 

精神醫學（Psychiatry）是現代醫學的一門專科醫學，是以臨床知識與經驗為基礎，以精神

疾患為主要對象的運用科學。 

狹義而言，其目的在治療患有精神疾患或嚴重心理問題的患者。廣義來說，精神醫學在探討

精神病理及瞭解人的心理與行為，進而推展社會的心理衛生。 

二、精神醫學之特性 

以臨床醫學的模式治療精神疾患 

以生物、心理與社會科學得眼光探討精神病理 

以運用科學得途徑瞭解人的心理與行為 

以心理治療的知識協助處理心理問題 

以社會醫學的主場推展公眾的心理衛生 

三、精神醫學之類別 

急診精神醫學（Acute Psychiatry） 

指針對特殊臨床狀況，病人需要急速且特別的照顧，迅速診斷及治療，以免發生妨害病人

自己或他人之緊急狀況。主要的狀況包括：「自殺企圖、攻繫行為、脾氣暴躁、混亂不安

急性精神病狀態」、「膽妄、焦慮、恐慌的情緒狀態」、「物質濫用的中毒與戒斷」、「精

神作用藥物的副作用」等。 

照會精神醫學（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指其他科醫師因為醫護上的需要，邀請精神科醫師會診，幫助臨床診斷，建議治療方針及

醫護方法，並替請求會診的醫師回答相關的疑問。 

兒童精神醫學（Child Psychiatry） 

主要對象為兒童及青少年有關的精神疾患及心理與行為問題，因為與大人對象明顯不同，

故歸為精神醫學的分析。 

老人精神醫學（Geriatric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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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階段的人（65 歲以上），因有特殊的心理狀態及比較常見的特別心理問題與精神病

患，需配合年老情況而實施特殊的醫護，故歸為精神醫學的分科。 

法律精神醫學（Forensic Psychiatry） 

又稱「司法精神醫學」，特別注重與法律有關的精神醫學，主要的議題包括：精神鑑定與

專家證言、少年與家庭的法律、監獄與精神醫學、保密與法律責任。 

社區精神醫學（community Psychiatry） 

主要特點在於注重社區之心理衛生與精神疾患之預防與治療工作。並藉由「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針對管轄地區，提供一套完整的醫護設施，能提供教育、預防、治療、急診及附件

等完整系統。 

文化精神醫學（Culture Psychiatry） 

就是研究文化系統（包括人們的看法、習慣、信念及價值觀等）如何影響精神病理及其醫

療方式。在學理上與文化人類學、文化比較學、心理社會學有密切相關。 

四、精神醫學史 

上古時期 

西元 1500 年前，將精神疾病解釋為認為魔鬼附身、靈魂出竅、觸犯禁忌、惡靈詛咒、

風水影響等 

由巫師施行法術、鞭打、火燒、進時、棄置方式處置病人。 

西臘羅馬時期 

 460～370 B.C. Hippocrated 以「四液說」來解釋精神病患 

 427～347 B.C. Plato 主張精神病患應受鬥法律的保障，可謂「法學精神醫學之父」 

中古世紀 

宗教影響，鬼神說盛行，精神病患再度受到殘忍的對待，可謂「精神醫學的黑暗時代」 

文藝復興至 18 世紀 

受基督教及人道主義影響，反對魔鬼病因論 

 1792 年法國 Pinel 主張將鐵鍊從精神病患的身上除去，可謂「精神醫學第一次革命」，

被稱為「精神病人之父」；Pinel 的護士 Pussin 對精神病患極具天賦，被稱為「精神枓

護理始祖」 

 19 世紀至今 

 1814 年 Hitch 將療養院改成醫院規模，使用受過訓練的女性護士，首創「精神科護理體

系」 

 1883 年 Kraepelin 將精神病患的症狀將以觀察分類，創立「敘述性精神醫學」，被稱為

「現代精神醫學之父」 

 1900 年 Freud 提倡對病患進行心理治療，創立精神分析治療理論，奠定「動態精神醫

論」的基礎，被稱為「精神醫學第二次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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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年 Pavlov 創立行為治療，藉著行為改變技術來修正偏差行為或症狀。 

 1913 年 Noguchi 對腦性麻痺病患進行研究，發現梅毒引起，因而提出精神疾病可由細

菌感染引起，引發「器質性病因論」的研究。 

 1917 年 Jauregg 首創「高熱療法」 

 1933 年 Sakel 首創「胰島素治療法」（IST） 

 1937 年 Cerletti & Bini 首創「電氣痙攣治療法」（EST） 

 1953 年 Jones 出版「治療性社區」一書，強調「社區心理衛生」的概念，加上抗精神病

藥物的發現，使得醫院由「監禁式」變成「開放式」，病人可以和社區維持正常互動，

而不致於與社會脫節，並強調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可謂「預防精神醫學」的開始。被

稱為「精神醫學第三次革命」 

 1963 年美國心理衛生法案（Social Mental Health Art）通過，正式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Social Mental Health Center）從事心理衛生預防與處置。 

 1977 年 Engle 提出「生理-心理-社會」病因模式（Bio-Psycho-Social），廣為醫界所接

受。 

生物精神醫學： 

應用科學方法、重視生化指標、斷層掃瞄、遺傳工程學等。以更客觀的研究進行精神病

患的診斷與治療。被稱為「精神醫學第四次革命」 

五、精神醫療團隊 

現代精神醫學的醫療工作特點，即是由各種不同專業化的醫護人員共同合作，以「團隊工作」

（team work）的方式進行，且相關人員應具備「基本的臨床精神醫學知識」、「初步的臨

床醫學經驗」、「分工合作、團隊運作的觀念與態度」，主要專業人員，如下： 

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 

大學或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或醫師考試及格的「住院醫師」；或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考試及

格的「精神科專科醫師」（通常為「主治醫師」）。 

實施精神醫學診斷、精神藥物治療、身體治療、心理治療、照會其他專業等方式，以減

低或消除病患的精神症狀與疾病；服務方式包括：急診治療、住院治療、日間留院、門

診服務；並且為病房中精神醫療團隊的領導，負責精神醫療人員的團隊合作與治療進行。 

臨床心理師（clinical psychologist） 

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獨立學院臨床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臨床心理，並經實習至少 1

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通過臨床心理師考試，取得臨床心理師證照者。 

＊諮商心理師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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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 1

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者。  

工作內容及場所 

工作內容 工作的場所 

＊衡鑑 

＊治療 

＊教學 

＊臨床督導 

＊研究：「科學家—實務工作者」模式 

＊諮詢 

＊行政 

＊精神科醫院（療養院） 

＊一般綜合醫院精神科 

＊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復健中心 

＊私人執業 

＊大學心理相關科系 

＊其他 

精神科社工師（psychiatric social worker）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所畢業，或經社工師考試及格。 

透過專業的助人技巧，從全面的觀點去了解與改善與病患生病有關的社會、家庭、心理

及經濟等因素，且依照病患及家屬之需求，提供必要的協助，使治療能夠順利的進行，

降低疾病再發的機會，增強病患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職能治療師 

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業，彧職能治療師考試及格。 

透過提供各種不同的活動（如：文藝活動、女紅、美術活動、手工藝活動、陶藝、農園

藝活動、烹飪、插花、電腦訓練、康樂活動、木工、編織等），使病患得以適當表達情

感、增進人際互動、培養生活或工作所需的基本技巧，並利用病患從事這些活動的機會，

評估及發掘其問題，進而提供必要的治療措施與活動安排，以激發病患的 大潛能。 

特教老師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或研究所畢業 

主要工作針對兒童青少年個案，提供日間留院式的教學與輔導工作。 

其他專業成員 

諮商心理師 

學校心理師 

健康心理師 

復健心理師 

義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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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區心理學 

壹、社區心理學的意義與目標 

一、意義與目標 

社區心理學（community psychology）為： 

「研究社會系統和個體行為在複雜互動中，如何連結的心理歷程。」簡言之，即研究「人

和環境」如何適配，以創造一個適合個人發揮能力的環境。 

社區心理學被稱為「心理衛生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 Pinel 將心理疾病患者從腳

鍊中解放出來；第二次革命是 Freud 實踐心理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引起，而且可以治療的），

他乃是結合「臨床心理學」（強調個人、治療）與「社區心理衛生」（強調環境、預防），

而於 1965 年形成的一鬥心理學分支，其主要目標是：「引用公共衛生的概念，強調心理

疾病的預防（prevention）重於治療（treatment）」；其次，「心理疾病的治療則是系統

觀而非個人觀」。 

預防的方法包括三個層次，即「三級預防」： 

＊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意義：加強社區居民的心理衛生教育，以降低或預防疾病的發生。 

目的：在於增強適應能力，預防問題發生。 

機構：張老師、生命線、學校輔導單位、社區輔導機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 

意義：及早發現精神病徵兆並加以控制，防止病情惡化或造成傷殘。 

目的：在於早期發現、早期介入，預防問題惡化。 

機構：急診門診、住院治療、危機處理、機構轉介、精神科護理人員的精神衛生教育。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意義：降低慢性精神病人的殘障程度，提供後續照顧與復健訓練，俾能重新融入社會。 

目的：在於心理治療與重建、預防功能退化。 

機構：如日間留院、復健病房、中途之家、庇護性工廠。 

二、和傳統心理衛生不同之處： 

強調行為發展與維持過程中的社會及環境因素。 

系統觀（而非個人觀）的介入更能提升系統與個人的功能。 

強調心理疾病的預防重於治療。 

心理學家的角色是一個諮詢者或協助者，而非心理服務的直接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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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應該融入心理衛生計畫的發展與執行過程中。 

心理衛生計畫和社會因素有關，因此社區心理學家關心社會的改變。 

社區心理學相當依賴自然生態研究、流行病學和計畫評估。 

貳、社區心理學的基本原則 

根據 Duffy & Wong（1996）的主張，社區心理學的基本哲學與原理原則為： 

一、預防重於治療 

預防醫學中三級預防的觀念： 

防患問題於未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防治問題惡化。 

主動出擊而非被動反應的角色。 

成本低及效果高。 

二、強調力量和優點 

有別於傳統心理學只注重個人的問題與限制。 

強調社區或個人的力量與優點。 

三、重視生態觀 

系統觀而非個人觀，即重視「個人和環境」的 佳適配關係，以創造個人的 大能力發揮。 

強調改變環境以適合個人適應，而非改變個人以適應環境。 

四、尊重多元化 

不同代表差異，而非優劣，如族群、性別、職業、語言等。 

社會資源應合理的分配給不同的人，而非少數人。 

五、強調 empowerment 

助人自助，不只協助社區解決問題，在參與社區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增長力量、得到肯定與

成就。而能繼續維持正向的改變。 

六、提供多種方案選擇 

基於尊重人的多元性，服務方案與機構，亦應是多元化的設計。 

不同的人選擇適合自己的服務機構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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