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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論壇於2014年重新啟動，其來有

自。國衛院成立以來，最為獨特的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政府解決迫切且重

要的醫藥衛生問題，提供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重要衛生政策建

言，亦即國衛院為任務導向的研發機構，除致力探索醫藥科學新知、

研發藥物與疫苗、支援生物醫藥資源與產業發展，仍需受政府委託解

決民生重要問題。例如2016年政府委託國衛院，在臺南、高雄成立「國

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地方政府、疾管署、環保署及多位學

者專家協力合作，發揮科學防蚊的功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即為最好的

例子。而衛生政策是一個不斷籌劃、執行、檢討、修正的過程，亟需跨

機構跨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共同努力，這項跨機構跨領域的團隊屬

性，以論壇的機制群策群力，可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最大的效益。 

科學探索與防疫任務之外，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是臺灣現階段迫切

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疾病型態的

變化、人口老化的加速、社會安全的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的提升，行政

院於2013年正式將衛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

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重大社會民生事務。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

福祉，以「最值得民眾信賴的部會」為願景，廣納各方意見，以專業及

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石，擬定整合連續性之公共政策，讓人民對政府施政

有感，完善政府與民眾溝通管道，朝向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使命邁進。

2015年臺灣的新生兒出生率僅1.07%，為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臺灣老

年人口比率在2018年將超過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將超

院長 

前瞻性衛生福利政策建言
――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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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2025年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到

「依據實證醫學研究結果，訂定有效與無效醫療指標，以提升病人照護

效果與品質，減少醫療浪費」，是使醫療品質同時達到醫療效益的做

法。而行政院於106年5月11日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預計未來四年

（106-109）投入100億經費，目標透過全面防治來降低毒品需求及抑制

毒品供給。 

各界對國衛院論壇有著多面向的期待，過去論壇也有不少的成果。

論壇廣納政府部門及醫療政策專家意見，以厚實的學術研究能量，協調

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扮演專家學者與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多

方之間搭橋的角色，期以健康納庶政（Health in All Policies），達成全

民都健康（Health for All）。論壇並透過社群網站、電子報、出版品及

研討會，將具實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Reach Out）；藉由國

際交流合作，與日本東北大學合作輪流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動學習

型醫療照護循環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s）。同時倡議衛生議題，

以廣闊的思維在大數據時代涵納當前最急迫的議題，發揮論壇的智庫功

能與價值，今年度已出版《兒虐議題之教育推廣與提升警政人員專業兒

保效能》、《臺灣藥物濫用防治策略：行動綱領與實施方案》、《低效

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我國高齡長者健康識能之決定

因子與其健康結果》、《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預期前

瞻性的建言，能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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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之

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聚

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樑，

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之政

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學者

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證基

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議、新

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之觀念

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每年約執行5〜6個議題，期間出版

「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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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氣候變遷

與健康」、「兒童虐待之現今困境與解決之道」、「醫療體系在高齡化

社會的因應策略（一）」、「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兒童

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6         

精神病人社區化照護是世界趨勢，也是近年來重大的精神醫療

政策。國家衛生研究院曾為此開過三次論壇研討會（胡海國，2002、

2003、2004）。這十多年來在精神病人社區照護上增設了許多住宿型精

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開辦許多職業訓

練、就業輔導、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也增聘了社區關懷訪視員，期望

在離開醫院後能有後續社區的追蹤關懷服務。另外，為保障精神病人權

益，在2007年修訂精神衛生法，增加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強

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的機制，2012年開始實施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

制（ICF），而心理及口腔衛生司更在2013年升格成立。

雖然在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社區復健資源及人力的量能增加，但是

許多問題卻陸續浮現。例如：(1) 缺乏醫院到社區的連續性及衛政、勞

政、社政等各種資源的整合；(2) 社區復健機構品質良莠不齊、區隔不

清且有再機構化現象；(3) 未以精神病人與家庭的需求為中心；(4) 汙名

化與誤解仍然存在；(5) 家屬仍承受長期照顧精神病人的責任負擔；(6) 
身心障礙評估制度並未落實與銜接後續需求。

因此2018年的國衛院論壇「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研議議題希望聚焦在了解現行精神病人社區照顧的需求問題。我們召集

了許多長期在此領域關心的學者專家與精神康復者代表，一起來研議討

議題召集人

序   

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醫療照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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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訂定了五個主要目標：(1) 盤點現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體系、資

源與問題；(2) 回顧各國社區精神照護體系；(3) 進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

需求調查；(4) 舉辦精神病人社區照護需求研討會，匯集專家意見；(5) 
針對現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不足提出政策建議。

本議題綜合了國內外社區精神醫療照護的文獻回顧，經過多次專家

會議與研討會的交流意見，並進行臺灣地區社區精神病人需求調查，出

國參訪澳洲社區精神醫療現狀，最後完成了本議題的成果與建言。我們

建議未來應該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醫療照護當作整體目標，並

建議四個行動方向，包括：(1) 提升精神照護主管機關的位階、資源、

量能及跨部會的合作；(2) 整合串聯各種多元就學、就醫、就養、就業

的精神照護與社會服務；(3) 建置完整、充足、專業的社區個案管理團

隊；(4) 營造對精神康復者與家庭的支持與友善的社區環境。

最後，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的肯定與支持，也感謝所有參與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議題的委員、政府機關代表、精

神康復者代表等，提出對此議題的看法與建議。希望本報告除能供政府

相關部門研議未來政策的參考，也有助於發展更為多元、整合、友善、

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病人照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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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前言

第一節   臺灣社區精神衛生照護政策的沿革（呂淑貞）

一、緣起

臺灣社區與職業復健之現況，健保在精神醫療的政策，一向是重住

院而不重社區醫療。精神病人復健朝社區化，是當前已開發國家所致力

推行的。比較社區復健治療與傳統住院復健治療的不同，可發現在病人

的治療效果、經濟效益及家庭壓力負擔等方向，前者優於後者 [1]。

我國在「精神衛生法」訂定了社區復健的項目，以及之前衛生署推

展的「社區精神復健計畫」與「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之

訂定等，均顯示臺灣地區對社區復健已日漸重視。我國目前的社區精神

醫療體系已略具雛型，但多半參考自美國社區精神醫療的經驗而發展出

的模式。然而在醫療政策欠佳、社會大眾接受度不足、專業人員及資源

缺乏等影響下，使臺灣社區精神復健的發展有限，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而成功的社區安置主要關鍵，在於落實職業復健 [2, 3] 。

我國精神衛生法規範應依精神病人病情輕重提供不同方式的精神

醫療照護，其中包括社區精神復健。依據2007年7月4日公布的精神衛生

法第三條第五項對「社區精神復健」之定義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

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

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的復健治療。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精

神病人最理想的治療環境為「最少束縛且為病人最熟悉的環境」，因



14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此，政府及相關單位致力推動社區復健工作。

為精神病人推展醫療、復健、長期照護等連續性服務，期待能符合

讓病人回歸社會的理念，乃衛生福利部當前施政之重要課題。過去臺灣

地區長期以來，對精神病人的醫療過於強調住院治療。因此，精神病人

經長期住院後，容易造成與社區隔絕、社會功能退化及日常生活處理能

力降低，亟需藉由社區復健相關配套措施，來協助病人早日回歸社區。

目前國內社區精神醫療已逐步發展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精神復健機

構、社區居家治療及社區精神醫療關懷照顧服務網絡等，將精神病人的

精神醫療服務從過去以醫院為中心擴展至以社區為治療場所的模式 [4]。

從長期療效、人本主義與經濟效益而言，社區復健是各國普遍採

用的方式，也是國際間評定國家進步與否的一種指標。爰此，衛生福利

部自1985年起辦理精神醫療機構評鑑，以逐步提升對病人的照顧品質。

並於1988年公告「精神病患社區復健試辦計畫」，鼓勵精神科教學醫院

帶頭邁入社區復健的領域。經試辦結果，社區復健計畫確實發揮相當成

效。

再者，1994年訂定「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時，因

當時臺灣地區精神醫療專業人員不足，故設置標準相對較寬鬆，以致多

年來精神復健機構的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尚有極大改善的空間。另外，

衛生福利部亦認為精神病人的人權與福利，在21世紀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與協助，各種精神醫療與復健模式之角色與功能的正常化，應賦予更積

極的意義。因此，衛生福利部又於2003年進行「精神復健機構評鑑」的

試辦工作，並於2004年起正式展開評鑑工作。透過政府與民間的攜手合

作，目前經營、管理良善的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或社區職能工作坊，

時稱社區復健中心）及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時稱康復之家），已能幫

助精神病人成功地降低復發率，並有效提升其生活品質與就業率，讓社

會大眾對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已逐漸改觀。

為提升我國精神復健機構的素質，衛生福利部於2005年委託中華民

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輯「精神復健機構作業規範」手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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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能夠幫助從事精神復健的從業人員，在實務作業上有所依循，以確保

服務的品質，進而造福精神病人及家屬。同時宣導正確社區照顧觀念，

並希望從事精神社區照顧者，更期待精神醫療領域中之各類從業人員能

攜手並進，共創精神病人的福祉（表1-1）。目前各精神醫療機構，在

了解精神病人的症狀可能會對其就業有影響後，進一步將要規劃適宜的

復健計畫，以協助精神病人的症狀獲得有效的控制，更能提升其就業能

力。此外，對於如何結合現今就業市場的趨勢，設計合適的職前訓練課

程，以強化精神病人的工作技能，擴展其成功就業的機會，實為對精神

病人在職業復健上之最大助益 [5]。精神病人若參與妥善規劃的職前訓練

以獲得工作技巧及了解工作性向後，則對其就業的獲得會較有效率且容

易維持 [6-8] 。

類別 精神醫療 社區復健 就業服務 長期照顧

項目 ※急診治

療

居

家

治

療

復

健

治

療

職

業

訓

練

就

業

輔

導

支

持

性

就

業

※安養

※門診治

療
※教養

※全日住

院治療
※養護

機構 精神醫療機構
精神復

健機構

職業訓練

機構

就業輔導

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

機關 衛生行政單位 勞工行政單位 社會行政單位

表1-1   精神醫療與復健政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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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運動始於1940年末和1950年初，是出現少數提供慢性精神

病人的服務計畫。這些計畫希望為精神病人尋求長期機構化與重複住院

的替代方案。直到1970年代，去機構化運動開始出現許多新問題之後，

才受到重視及推動。精神復健的目標是要改善精神病人的生活品質，協

助他們儘可能在社會當中，負起主動且獨立生活的責任。而精神復健計

畫設計的目的為長期精神病人提供的一系列計畫，強化個人的能力與技

巧，以符合居住、就業、社會化及個人成長之所需。所提供主要的心理

社會復健服務項目，基本上是有連續性的，包括社會化、娛樂治療、職

能治療、居住服務、社區日常生活技巧訓練及個案管理。此外，心理社

會復健機構也提供病人評估、目標計畫活動、教育計畫、聲援訓練、個

人及家庭支持。個人可能短期或無限期使用這些計畫，而這些計畫也都

在社區當中支持、不受歧視的環境中進行。強調個人的「常人角色」，

而非「病人角色」。強化個人的責任感與自尊，鼓勵復健過程的主動

性。這些服務通常與其他精神醫療及社會服務機構共同合作 [9]。衷心期

盼精神病人不要再機構化，應早日走向社區化，成為康復之友，並且能

充權使得「人生有意義，生活有品質，生命有價值」，享有一般人應有

的權利。

葉英堃教授提出未來精神醫療保健的方向要朝往人性化服務邁進，

不僅要推動精神病人的去汙名化運動，增強社會對精神病人的了解及改

變其態度。由去機構化及社區復健的蓬勃發展看出，臺灣精神醫療網近

年的目標也都朝向於推動精神病人的社區化，加強民眾對精神疾病的認

知與瞭解，提升對精神病人的接受程度 [10]。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1年以「心理衛生」為其四月世界

健康日（World Health Day, WHD）的主題，提出「勇於關懷、減少排

斥（Stop Exclusion, Dare to Care）」，強調社區大眾對精神疾病的不

了解導致資源或服務不足，對病人和家屬排斥、歧視，來呼籲世界各

國重視精神疾病問題，提供良好的精神醫療照顧，及減少對精神疾病

的歧視和烙印。並且以心理衛生為主題，主題是「心理衛生：新的了



17｜第一章｜前言

解、新的希望」（2001 Health Report：Mental Health-New Hope, New 
Understand）。同年，WHO的年度報告表示過去對心理衛生的嚴重忽

視，並代表目前WHO開始重視心理衛生這個議題，2004年又進而提出

「心理健康促進」的主題，建議心理不健康不等於精神疾病，心理健康

是每個人的權利，我們都應擁有。

我國需要「國家心理健康的機制」，各部會都應成立心理健康工作

組，將心理健康融入工作議題中，而衛生福利部更是責無旁貸。近年來

失業率提升，對於解僱前缺乏心理調適，導致失業自殺率提高，更需要

有心理健康的機制以形成網絡，而非以精神病定義來解釋傷害事件，或

以憂鬱症作為自殺的理由 [11]。

媒體不宜將自殺及暴力犯罪均列為疑似精神病人，這樣的汙名化

與歧視都會對其回歸社區及尋求就業造成莫大的阻礙。精神疾病是全球

普遍的，個人的殘障是造成家屬與社區負擔的主要來源。精神疾病是真

實的，可以被診斷與治療，並且預防與治療是可能且明顯的，但是全球

有太多人沒被照顧到。目前最急迫的需求是在各發展國家中以政策與方

案去實踐心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並消除達到心理健康或治療疾病的障

礙。而民間組織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則更強調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的適切性 [12, 13]。因為社

會的汙名化及烙印，讓許多精神病人就業路途相當坎坷，時常被拒於門

外，以致回歸社區的路是如此漫長。即使病人功能已進步可以出院，但

家屬仍選擇留在醫院，實在可惜。

促進精神病人的社區融合是重要的目標。但除了住所不夠、貧窮

及無業的限制之外，精神病人在社區的調適還需克服各種成見。研究

發現，雖然他們在社區中的生理症狀及支持需求，接受社區適應治療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的病人認為其他社區成員會排

斥他們，而且這種感覺會削弱他們的歸屬感，尤其是那些較少感受社會

支持及較缺乏心理社會技巧者 [14]。社區心理健康團隊的成立，需要特別

的訓練並提供職能治療的服務。另外，對大多數精神障礙的病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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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服務也很重要 [15] 。

二、背景

（一）精障人口數

慢性精神病人逐年增加，隨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修訂，身

心障礙類別的擴增及各項福利措施的推行，精障人口數從2000年54,350
人至2017年底125,932人（圖1-1），增加了71,582人，成長132% [16]。再

者，思覺失調症已進入十大疾病，健保資源的使用也在所有疾病的前三

名。故如何減少醫療資源之使用，應降低急慢性住院天數，以及減少重

複用藥。故推展精神社區照護已是刻不容緩。

圖1-1   精障人口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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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病人鑑定等級及標準

一般適宜轉介就業的精神病人，其鑑定等級屬於輕度或中度（精神

病人鑑定等級及標準詳見第三章第一節表3-3）。這是原則性的歸納，

亦有些例外，尚須配合職業輔導評量、生態支持系統評估、障礙者復健

之積極成效、各項福利服務系統及就服員專業的服務而定。

在慢性精神病人的就業問題上，由於長期刻板化印象，雇主對慢性

精神病人普遍存有疑慮，即便是一般就業服務人員也缺乏對精神疾病的

專業知識與經驗，因而工作推介特別困難。另外，精神病人挫折的忍受

力較低，容易退縮，也因其本身症狀的干擾而難以從事全職的工作，需

要與衛生部門配合，及社會大眾更多的接納與關懷。對於職業與生活功

能退化之輕、中度障礙者，除仍需復健醫療外，亦可從事支持性與庇護

性的工作。

（三）資源整合與利用

在社區融合中，應尊重病人與家屬也就是服務使用者（consumer）
之需求，而各專業人員與團隊成員是服務提供者（provider），彼此之

間須達到很好的溝通（communication）、協調（coordination）、分工

（collaboration）、合作（cooperation）、諮詢（consultation），以達成

與社區（community）最大的融合。

（四）住院醫療到社區與職業重建之勞務成本比較分析

作者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2007年醫療勞務成本與工作訓練

之獲益（圖1-2），發現急性住院成本最貴。若能復健成功轉入社區，

相對成本每人每月可減少36,540元。若是經過醫院代工訓練產業治療及

庇護工場而獲得成功社區穩定就業，則每人每月復健成功之最大效益為

66,940元（20,500－（－46,440）＝66,940），而工作也是一種復健模

式，可減少住院依賴，長期住院與家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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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沿革

（一）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時稱康復之家）之歷史沿革

早在十九世紀英國即有hostel的設置，美國精神復健運動則始於

1940年末及1950年初，第一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是在Boston的Rutland 
Corner House。初始是為一些不幸婦女、適應不良兒童、青少年、酗

酒、藥癮等人設置，後來才運用到心理疾病病人，讓他們在一個半保護

性的環境中學習適應，逐漸在社會中獨立生活。1977年美國國家精神衛

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推出「社區支持

計畫」，開始建立社區照顧體系，以因應精神病人從療養院出院回到社

區，為適應社區生活所需的支持及服務，直到1980、90年代受重視，成

為主流。由於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的費用僅為住院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

一，可節省政府大量的經費，而被普及推廣。

基於上述的理念，在臺北市立療養院（現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

圖1-2   住院醫療到社區與職業重建之勞務成本比較圖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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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葉英堃院長的推動下，1978年8月開始嘗試成立臺灣第一個醫院

內的中途之家，讓一些長期復健住院、身體狀況良好、症狀穩定、可以

照顧自己、有工作能力的病人，轉入一個自治病房（self-care unit），

讓他們在庇護性的環境中，學習增強自我照顧的能力，如自由進出、練

習搭車、購物、找工作等，學習適應社會生活。並在1979年7月1日，得

到財團法人同仁院的贊助，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合作，租用了木柵安康

平宅社區的4間房舍，設立了臺灣第一個實驗性精神病人中途之家（時

稱「復旦之家」，現稱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住民都是臺北市立療養

院最資深的「貧民免費施醫」的病人。碰到的問題不勝枚舉，如家屬的

擔心、反對出院、症狀再發怎辦、不支付病人生活費、病人不願離開醫

院、三餐如何解決、白天如何安排、團隊工作人員如何支援等問題，當

時連木柵安康平宅社區的社工人員也來參與住民每週的生活討論會，共

同協助病人在社區的適應，這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1980年9月又爭取到臺北市西區扶輪社贊助，於一般社區內設置了

第二個中途之家。兩家的差別在所屬的社區（平宅／一般社區）及經費

（貧民免費／自費）性質不同。經過2年的實驗，1981年8月正式辦理，

並將住民來源擴及各家醫院，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管理委員會的組織

成員也擴及臺大、榮總、三總、馬偕醫院精神科社工與家屬。1988年在

因緣際會下移轉給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經管，北市療轉為督導角色。當

年由於整個計畫都是由北市療社工室林幸魄主任主責推動，還至美國參

訪，回來後帶著社會工作室全體社工人員實作，這也是「住宿型精神復

健機構」至今都是以社會工作人員為主責的緣由。

1989年，行政院衛生署鑒於世界推動社區復健治療的潮流與趨勢，

開始委託醫學中心精神科及精神科專科教學醫院試辦住宿型精神復健機

構及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並補助其約聘的專業人員，如社工、職能治

療人員。同一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也補助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在木柵安

康社區設置了「常春藤工作坊」、在臺北市和平東路設置商店「清新

坊」，這也是繼1983年高雄市康復之友協會「仙人掌咖啡屋」後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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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病人社區商店（它是一家文具用品店）。

行政院衛生署經過三年試辦社區復健補助計畫後，在1992年公布

「精神疾病患者醫療費用補助作業要點」中，將社區復健補助項目擴

大，包括：(1) 居家治療：補助每人每次4,000元。(2) 社區復健中心

（含庇護性工作場，現稱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補助每人每月6,000
元。(3) 康復之家甲（復健型，現稱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

乙（養護型，現稱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各補助每人每月7,500元及

4,000元。1994年12月再公告「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

將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正式納入地方衛生局立案

管理，原本此舉立意甚佳，但當時因許多醫院附設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建物變更用途困難，反而使得許多原接受衛生署補助開辦的日間型精神

復健機構關閉。而1994年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公告後，適逢臺北市多家

私立精神科醫院被發現有超床收治病人問題，為改善其問題，業者開始

朝設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發展，從此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功能被嚴重

扭曲，住民多非適合社會復健者，被關在狹小的空間，又可以用比醫院

更少的、非專業的照顧人力，居住品質差，儼然成為另一個小型的收容

養護所。

1995年全民健保實施，將社區復健納入給付項目，衛生署自1995
年7月1日起停止補助新收病人，同年衛生署也才積極根據精神衛生法，

聯合勞政單位推動精神病人就業服務，此舉對協助病人回歸社區意義重

大。後於1997年為鼓勵民間設立精神復健機構，第一次修正「精神復健

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放寬負責人條件，增加「曾服務於精神復

健機構或衛生、社政及勞政主管機關補助辦理之精神病人社區復健計

畫，擔任專任人員四年以上」者；1998年更將「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列入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補助；2000年第二次修正「精神復健機構設置

管理及獎勵辦法」放寬申請人條件，增列「精神衛生團體附設精神復健

機構：由該團體為申請人」，納入如康復之友協會等團體亦可申辦精神

復健機構，並編列公務預算補助精神復健機構開辦費，這次的修定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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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措施較第一次修法對鼓勵民間設置影響較深。

2003年由於健保給付調升，更使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如雨後春筍

般設立，大至200床、小至10床以下者均有，且大型者多設在鄉村較偏

遠處，完全與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協助病人回歸社區的精神相違。再加

上社政單位將精神復健機構列入托育養護機構範圍內，更使住宿型精神

復健機構的品質雪上加霜，少數業者甚至向社政、家屬及健保局三邊收

費，惟品質並未相對提升。

由於精神復健機構的發展緩慢成長，故衛生署一直未辦理機構評

鑑，直至2002年才委託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集相關團

體制定精神復健機構評鑑標準，2003年委託醫策會開始辦理精神復健機

構試評，2004年正式辦理，並每年修正標準，逐年提升要求。

住所安置計畫有兩個轉變：(1) 由醫院到社區的轉換（1950-1970）；

(2) 支持性住所安置模式：發展正常住所安置，成為個人擁有的家。由

支持性個管員提供住民定期督導，及隨時提供支持和社區生活訓練及復

健訓練，如金錢管理、烹飪、購物及家庭清掃，這是最新的住所安置計

畫發展趨勢。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正是對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的精神病人

提供的另一條路，我們期待讓他們能依他們個別化的需求，有更多選擇

的機會。當然協助他們的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及負責人對「社區復健」

的理念是重要的，在寫此歷史發展過程中，深刻體驗精神復健的原則是

「相信大多數病人都有成長與改變的潛力，復健的焦點是整個人，而非

疾病」的意義與重要性，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念及實踐，將精神病人安置

到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只是將其推向醫院外的另一個深淵而已。

（二）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時稱社區復健中心）之歷史沿革

臺灣精神醫療於1971年代以前大多是以收容為主的模式，服務對象

為長期住院且多孤苦無依、貧困、路倒的慢性精神病人。民國六十年代

以後才開始有綜合醫院及省市立醫院籌設精神科，增設精神科門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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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留院及急性住院服務等，漸使精神科服務普遍化，並於1986年由行政

院衛生署規劃全國精神醫療網迄今，歷經數十年的發展，精神醫療機構

所提供的服務及照護品質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如今的精神醫療服務不再

是以收容為主，而是注重於要全面增進精神病人之福利服務，鼓勵精神

病人回歸社會與家庭 [17]。

1995年起，家屬團體開始積極爭取將精神疾病納入身心障礙類別之

內，終於在1997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通過，精神病人開始享有社政

與勞政的資源，打破精神病人由衛政單獨主管的局面。因此臺灣精神衛

生的正式服務體系之發展是先有收容機構，再有精神醫療體系的急診、

住院、以及門診。醫療網推動後又開始推動綜合醫院精神科的設立，進

而推動社區復健的日間病房、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庇護工場等，以

及家屬團體的普遍成立，最後才有社政的養護補助以及勞政的就業服

務 [18]。

從這個發展歷史來看精神障礙就業服務的發展，依照政府政策與財

源介入的種類，可以約略分為三個階段：

1. 大型收容醫院自行辦理期（1980年代）

精障就業服務的開辦最早起源於大型精障收容機構，在沒有額外經

費投入的情況下，自行開始辦理。另一種是由專科教學醫院，以教學研

究為取向，經由歐美經驗的學習而嘗試辦理。

2. 精神醫療網推動期（1990-1996）

精神醫療網第一期（1985-1990）開始試辦庇護性工作場所。衛生

署試辦「社區復健六年計畫」（1989-1994），鼓勵各區醫院開始投入

精障就業服務，直到1994年9月止，臺灣地區辦理社區庇護工場的共有

12機構13個單位 [19]

3. 就業基金補助期（1997年以後）

1997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將精神障礙納入，精神病人取得使用

由定額僱用罰鍰所累積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的合法性，以及由勞政獲

得辦理就業服務的資源，精障服務體系脫離「衛政為唯一主管機關」的



25｜第一章｜前言

時代，進入「衛政、社政、勞政共管」的時代。由於「定額僱用罰鍰」

是指定用途的專款專用，因此提供想辦理就業服務的組織一項可以穩定

申請的財源。精障就業服務的辦理單位不再侷限於精神專科醫院，綜合

醫院、家屬團體以及社福團體也紛紛加入辦理的行列 [20]。

時間 事件 說明

1977 臺大醫院精神科日間留院

庇護性工作站設立

陳珠璋教授首先在日間病房推動，

工作內容是製作便當。

1978 臺北市立療養院院內中途

之家試辦計畫

葉英堃教授引進國外模式，將院內

病房改制為自治式病房、減少醫護

人員介入。當時由社工室主責。

1979 安康平宅社區，第一家社

區中途之家

市療與社會局合作，承租安康平

宅，設備自募，與平宅社工合作照

護，設置管理員一人。

1980 一般社區內第二家中途之

家（扶輪社贊助）

向市療員工承租位居市療旁的房

舍，一位醫護人員同時入住管理。

1983 高雄市仙人掌咖啡屋 高醫文榮光醫師推動，1年後歇

業。

1989 康復商店清新坊、常春藤

工作坊設立

社會局補助。

衛生署補助九家教學醫院

試辦社區復健計畫、北市

療於廣州街成立社區職能

工作坊

1990 《精神衛生法》公布實施 經過《心理衛生法》或《精神衛生

法》的爭議。

表1-2   精神社區復健與就業體系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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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精神疾病患者醫療費用補

助作業要點公告：

1. 居家治療

2. 社區復健中心、庇護性

    工作場

3. 康復之家（甲）復健

  （乙）養護

400元／次

250元／次

7, 500元，4, 000元／月

1993 1 9 9 3年1月衛生署核定

「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計

畫」中明訂精神設施人口

設置比例

嚴重的慢性病人，占3／1, 000。嚴

重病人中有1／3，也就是總人口

數的 1／1, 000，需要住院。住院

的病人，其中1／4是急性住院，

3／4是慢性住院。住宿型精神復

健機構的需求，占1／10,000。日

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的需求，占2／

10,000。日間留院的需求，占1／

10, 000。

1994 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

獎勵辦法公告

訂定設置辦法以作為地方衛生局審

查之標準。

1995 《殘障福利法》正式將慢

性精神病患納入

全民健保實施納入社區復

健給付

1997 第一次修正精神復健機構

管理及獎勵辦法――放寬

申請人條件

申請人資格增設「社團法人」，

但公立醫院復健設施仍無法立案

（如：消防與建築標準）。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

正通過，定額僱用罰款的

就業基金確定為勞政主管

業務，勞政單位正式介入

就業服務

勞委會邀請市療與高雄市康復之友

擬訂轉介條件與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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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列入

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補助

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100億鼓勵醫

療機構的設置，利用基金利息提供

醫療機構無息貸款。

當時醫療機構發展幾近成熟，所

以轉向增設「住宿型精神復健機

構」，但因為給付過低而只具象徵

性意義。

1999 7 月 衛 生 署 訂 定 「 精 神

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

表」，將慢性精神病病人

分為一到六類，前四類由

衛生單位負責，第五、六

類則屬於社政單位的責任

1999 臺北市勞工局身心障礙就

業基金開始補助精神病人

就業服務方案

1999年有2家民間團體、4家醫院申

請；逐年增加，到2004年共有4家

民間團體、9家醫院獲得補助。

2000 第二次修正《精神復健機

構管理及獎勵辦法》――

放寬負責人條件

凡擔任過精神衛生行政、或待過精

神社區復健管理人員者；或在社政

或勞政單位補助經驗4年以上者，

就可以開設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或

社區復健機構。但誘因不大，沒有

太大成效。

-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標準

低：管理人員高中畢、兼任即

可，臺北市開了許多私立住宿型

精神復健機構。

- 社會局負責養護服務，但沒有養

護場所，於是委託醫院設置「養

護床」。後因衛政與社政沒有連

線，私立醫院超收病人、超長住

院而鼓勵醫院將病人轉至住宿型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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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復健機構。養護床被鼓勵轉型

成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南北差異：

北部29床以下，面積500平方公

尺以下不用變更用途，所以北部

大都是小型私人化。

2002 衛生署制定精神復健機構

評鑑標準及成效評估

委託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擬定。

2003 精神社區復健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醫療照顧服務社區化

社區化長期照護體系

- 醫療資源整合

- 管理機制

- 醫療與長期照護銜接服務

- 人力培養

2003 衛生署委託醫策會辦理精

神復健機構試評

遭逢SARS風暴，進度延誤。爾後

48家機構一個月內評鑑完畢。

健保給付調升、調漲80%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給付從250元

／日調升至450元／日。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給付從210元

／日調升至378元／日，再加上衛

生署住宿費補助160元／日。

衛生署醫政處組織變動

（2003/9）

精神衛生業務（原醫政處456科，

精神衛生／長照／偏遠離島）移至

中部辦公室掌理。

2004 衛生所社會服務員在市醫

整併組織修編案中被裁

撤，市療被整併到市醫體

系中，7／7市議會正式通

過

健保實施總額支付制度調

整部分給付標準，社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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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精神復健機構設置之重要法規「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

法」於1994年12月28日發布，全文共三十二條講述「精神復健機構設

置、管理及獎勵辦法」。1997年9月10日修正，將精神復健機構設置負

責人資格大幅降低及專任管理人員比例降低。2000年2月22日修正，使

開業執照類別增加及精神衛生團體附設。2008年2月6日修正發布全文共

健服務保持固定點值不受

影響

2005 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職能

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

行「精神復健作業規範手

冊」

提供精神復健機構從業人員紀錄表

單與範例。

2008 《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

理辦法》修正

將「社區復健中心」與「康復之家」

分別更名為「日間型精神復健機

構」與「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2011 調整精神復健機構健保給

付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機構）全日

之復健治療費由450元調升至480
元。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機構）全日

之復健治療費由378元調升至508
元。

2014 調整居家治療健保給付 居家治療醫師診治費由1,035元調

整至1,656元。

居家治療其他人員費用由700元調

整至775元。

2016 社區復健服務取消健保給

付之固定點值

精復機構給付未能維持本應核付的

1點1元，對經營的困境無疑是雪上

加霜。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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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條，將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資格提高為專業人員及專任管理人員

比例提高；專業人員依床位數作不同配置；開業執照擴大至法人或人民

團體附設；將「社區復健中心」與「康復之家」更名為「日間型精神復

健機構」與「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美國的部份，1950年代，大部分精神病人是在機構中住院治療。而

嚴重病人大部分收容在公立精神醫院內住院多年或是甚至度過他們成年

期。之後因為經濟和觀點上的壓力，公立機構開始釋放病人，但大部分

的病人並沒有足夠的準備可以獨立。因此，許多人變成無家可歸，或是

因犯罪而入獄，所以需要設立社區照護機構或是地區機構。大約從1940
年中到1950年中期，職能治療師加入社區復健機構，增加對於輔助精神

病人發展職業復健的支持，使病人可以做職前評估與職前訓練，並讓

病人受僱在醫療機構內工作，這樣的體系在1960年代就發展成了庇護

工場。

歷史發展在1960和1970年代，病人從療養院出院，回到社區，卻發

現沒有適應社區生活所需的支持及服務，如家庭、收入、鄰近的身體及

精神健康照護機構、社區生活適應技巧、出現危機時的支持、朋友和有

意義的工作等。精神復健領域便是因應這些需求的挑戰而成長茁壯。

呂淑貞（2007）曾調查臺灣地區評鑑合格的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發現，中南部各家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使用的職能評估種類差異很大，

即職能治療師會選擇多種不同評估工具，而在社區繁忙的工作中如何使

用有效的評估工具評估病人需求及治療成效，則是社區職能治療師進一

步努力的方向，因此未來可嘗試將研究的評估概念用於其他領域之評估 
[21]。蔡秀滿（2010）研究建議未來職能治療師在評估日常生活活動需求

時需考慮學員及家屬需求，而職能治療師在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之評估

領域包括：獨立生活功能、社會功能、休閒功能、職業功能、體適能

等，因此建議可嘗試將此評估方式用於其他領域的評估 [22]。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即社區復健中心）提供慢性精神病人社區

復健服務，維持病情及情緒穩定，逐步提升功能、回歸社區。臺灣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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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僅可提升精神病人

的生活品質、有效減少再住院風險，也能降低醫療成本及社會成本的耗

損。

然而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的健保點值自2003年迄今，僅在2011年從

每日450點微幅調升至480點，在缺乏其他收入來源的情況下，難以因應

專業人力、房舍租金、建築安全、消防設備等軟硬體成本逐年增加的現

實。而自2016年起，精復機構的給付未能維持本應核付的1點1元，對經

營的困境無疑是雪上加霜。

艱困的環境使得近年來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無論在機構數量及服務

量均呈現萎縮的趨勢，服務量自2010年至2018年由3, 654人減少至3, 104
人（下降15%），相較同期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的床位數則在點值適度

調升（378→508）後，由3, 772床增加至6, 114床（上升62%）。在社區

精神復健發展的歷程中，日間型及住宿型由原本的齊頭並進，演變為向

住宿型嚴重傾斜，如圖1-3。

圖1-3   精神復健機構數量及服務量變化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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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間型的復健服務模式中，病人每日自家中往返，較接近一般

人的生活型態，符合國際潮流及病人需求，亦能減輕家庭的照顧負擔。

但國內日間型精神復健資源在尚未布建充足之前，便因給付不足開始萎

縮，實非各界所樂見。故近期在各項正式會議及學術研討會中，公部

門、病權團體及心理衛生相關專業團體均提及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健保

點值偏低及服務量能萎縮的困境。

因此，期待相關部門能儘速合理調升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的健保給

付點值，促進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發展，以健全民眾所需的社區精神照

護網絡！

（三）精神疾病的長期照顧

2007年10月起，行政院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17年推動

「長期照顧2.0十年計畫」，以臺灣精神復健之現況「挑戰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落實「醫療照顧服務社區化」與「社區化長期照護體

系」，將服務對象從50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延伸至49歲以下之身心障

礙者（圖1-4）。當然精神病人也包含其中，可以提供機構式（精神護

理之家）、社區式（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及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居

家式（居家照顧服務）、連結式（含出院準備服務轉介與個案管理系

統）及其他（如：喘息）之服務（圖1-5）。社區精神醫療模式已成為

各國慢性精神病人治療的主流，但過去研究顯示我國精神社區復健服務

使用率相較於其他國家顯著偏低。為了暸解接受社區復健模式治療後的

思覺失調症病人是否會降低其後續醫療利用，藉此評估社區復健是否尚

有加強擴充或鼓勵病人轉介的需要。吳希文（2011）研究臺灣社區復健

模式對思覺失調症病人醫療利用的影響，結果發現思覺失調症病人在出

院後接受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或日間留院治療至

少30日以上，相對於僅接受門診追蹤治療者，其後續醫療利用均有顯著

減少 [23]。

社區復健模式對思覺失調症病人再入院風險影響，研究發現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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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長照2.0服務對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1-5   長照2.0服務內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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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思覺失調症病人有使用社區復健資源，且多數集中在社區復健資源

較高的地區 [24]，顯示思覺失調症病人可能因就醫需求，有往具有社區復

健資源較高的地區聚攏情況，故推測臺灣社區復健資源仍有不足現象。

進一步分析思覺失調症病人利用社區復健治療的情形發現，未使用社區

復健治療之病人再入院風險，是使用日間型者的1.88倍。探究同屬社區

復健治療範疇的日間型與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在控制變數之後，住宿

型組的再入院風險為日間型組的1.31倍，再入院風險在兩組間具顯著差

異。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社區復健資源多寡可能影響思覺失調症病人再

入院風險，社區復健資源較低的地區明顯有較高的再入院風險，甚至可

能產生精神科病床不足之假象。建議主管機關應持續推廣社區復健醫

療，並考量其與急、慢性病床病人間流動情形，建立具整體性的精神照

護網絡 [24]。

另有研究指出精神疾病社區復健使用次數越少的病人，爾後再入院

之風險比使用次數多者還高 [25, 26]，國內過去也有相關研究社區復健對精

神病人的就業與治療的重要性 [27]，國外的研究結果也指出精神病人能否

參加社區復健方案是影響他們重返工作的重要因素，綜合上述研究可見

社區復健對精神病人住院治療、住院費用、降低再入院風險與就業皆具

有重要的影響。

慢性精神病人在體適能以及身體組成分析之各項檢查異常的盛行率

甚高。可見社區精神病人的慢性身體疾病問題已逐步浮現。所以，強化

衛生保健知識、營造健康生活型態與建立均衡飲食習慣，是必須落實的

方向。希望此次議題結果可協助社區精神復健團隊加強對體適能以及身

體組成檢測對於慢性精神病人在健康促進上之重視，並進一步分析解決

該健康議題所需之人力、物力及財力後，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策略 [28]。

精神病人隨著年齡增長，生理逐漸衰老已是不爭事實。從生理層面

來看，人到60歲以後，肌力下降10%-30%，而70歲時的基礎代謝率又下

降10%，柔軟度也下降 20%-30% [28]，所以長期照顧的議題，也不容忽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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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與法規

（一）臺灣精神復健目標

1. 協助社區或住院中，症狀穩定，且有復健潛能之精神病人，加以

輔導。

2. 訓練病人自我照顧，以日常生活功能及職前訓練為主，希望提高

病人獨立生活的能力，避免造成家庭和社會負擔。

3. 增加精神病床之流通率。

4. 提供職業復健與就業轉銜之機會。

（二）美國精神復健目標

呂淑貞（2005）研究指出，運用職業整合介入的方法，讓所有的病

人都有參與工作計畫的可能。而讓病人能社會化，接受工作，這正是社

區心理衛生復健的目的。以下是舊金山社區心理衛生系統職業整合介入

的準則 [29]：

1. 鼓勵職能治療師加入社區復健工作，尤其是有此方面經驗及專長

者。

2. 爭取政府支持，並建立強而有力的行政連結。

3. 讓病人漸進式地參與工作。

4. 發展諮詢機構以提供已受僱病人充足的支持。

5. 運用法律優勢為病人爭取工作機會。

6. 使用每一個成功的工作計畫來促進更多的工作機會。

7. 機警覺察可提供資金之單位。

8. 集合職能治療師來建立工作相關資訊及評估工具，以符合特殊病

人群和服務系統。

9. 鼓勵病人運用其工作技巧來計畫活動。

10.  運用研究方法對病人示範工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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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工作非常有助益，以及有最好的職業復健專業（包括職能治

療）介入，但還是只有少數人能達到目標。Crowther等在2001年做的調

查中，發現在美國約有75%-85%的重度精神病人沒有就業；而在英國，

沒有就業的比率也高達61%-73%，表示有很高的未充分就業率 [30]。

（三）臺灣法規

1980  殘障福利法

1990  精神衛生法

1994  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

1997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02.1 爭取精神社區復健之給付標準

2002.9 訂定精神復健機構評鑑標準

2003.4 通過精神社區復健之給付標準調漲八成

2003 實施精神復健機構試評計畫

2004 正式實施精神復健機構評鑑計畫

2005 擬訂精神復健機構相關人員課程標準

2005 訂定精神復健機構作業規範手冊

2007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訂通過

2017  修訂精神復健機構相關人員課程標準

2017  擬定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

（四）美國法規

1. 1973年的復健法案（1992年修正）包括：(1) 尊重個人的尊嚴、

責任感，自我決定有意義的生活。(2) 尊重隱私權利，殘障者也有同樣

權利。(3) 包容協調及全部參與（殘障者）。(4) 支持其家庭。(5) 支持

個人及其包含的社區。

2. 1998年復健法修正案。

3. 1990年身心障礙法案：Americana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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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身心障礙人士也有天賦人權。

4. 1998年之後復健立法的措施有：(1) 改變復健的技術讓殘障者可

以工作。(2) 試用階段在宣判無法工作之前。(3) 加強職業復健成立的教

育及訓練。(4) 加強個人發展自己的復健計畫。(5) 個案結束後6到12個

月仍有僱用追蹤報告。(6) 自己當主人的行業及基金。

5. 1999年工作券／工作獎勵促進法案。

（五）日本法規

2003-2012 「障礙者基本計畫十年」。

呂淑貞（2005）指出，日本在推動身心障礙政策與措施時，必須尊

重身心障礙者的正常人格與特性，同時要與生長的社會相互融合。「正

常化」與「復健」是兩大工作主軸 [29]。

（六）服務模式之沿革

1. 社交技巧訓練

Roder及其同事指出，針對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社會技巧訓練歷經三

個時期的發展及改良。第一個時期在1960年代，技巧訓練仰賴操作制約

的使用，例如代幣酬賞制，對於負性症狀的病人可以成功地活化，改善

他們的社會行為。現代的精神復健可以藉激勵缺乏參與社區計畫的不活

躍病人，來強化及證實。

第二個時期在1970年代，經由示範及模仿、教導、角色扮演與行

為設計的技巧訓練，用以改善病人的非口語表達技巧，例如在：眼神接

觸、言語流暢、手勢及臉部表情，以及會話技巧、肯定性及情緒的表達

上。

第三個時期為現代的監視性計畫，將認知方法加入技巧訓練之中，

例如：Liberman及其同事在UCLA發表的訓練社交及生活能力技巧的模

式；思覺失調症病人常表現於注意力、記憶及語言學習的缺乏，用重

覆、誇大行為的改善，錄影模式及注意力來克服。訓練過程中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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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仰賴大腦功能，可被口語認知調節者也可藉此被訓練。

Roder及其同事提出另一種第三個時期技巧訓練的方式包括認知

修復的元素，且為發明統合的精神治療的後代（IPT是Hans Brenner及
Volker Roder及其同事在瑞士的伯恩大學發明的），新的計畫紀錄、住

所就業及娛樂的社會功能的缺失。整體而言，社交技巧訓練可以在維持

及轉換社區生活技巧方面仍然有效。而且，有組織及有系統的技巧訓練

比其他心理社會治療有效，例如：支持性團體就業治療及職能治療的表

達模式的證據也持續累積 [31]。

2. 近年來，服務模式之沿革已從強調醫療的疾病管理模式（illness 
management model）到以人為中心的復元模式（recovery model），進展

到由案主主導的幸福管理模式（wellness management model）。

（七）成本分析

Barton於美國經費分析中，檢視社區支持系統內之心理社會復健服

務的地位，標明在有限的資源使用下如何發展心理健康服務系統的政

策，重點放在技巧訓練、家屬心理教育及支持性就業。也做了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及統合的成本效益分析來定位服務強度的不同階層，

結果發現嚴重及持續精神病人的臨床特徵及服務需要會隨著生命週期及

病程而改變。這樣的結果強調支持心理社會復健的使用，其成本－效益

研究顯示，減少住院使平均費用減少50% [32]。

五、 政策建議

（一） 打破專業間的藩籬與隔閡，建立共識：社區精神復健涉及的

領域廣泛且複雜，專業間若無法去除成見，必不能有所成

就。因此，如何喚起專業間的共識，以及政府有關單位之間

（中央、地方政府之醫療、衛生保健、福利、保險醫療費用

給付單位）行政制度配合，應為首要課題。

（二）由於健保給付的限制，社區精神復健常常需要仰賴醫院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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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人力支持，以及政府專案經費支助。可是，經費獲得不

易，常常不能持續，因此，如何爭取專案補助得到預算與經

費推動計畫，經常是努力的方向。即使得到計畫，也常因補

助不足，而讓計畫窒礙難行。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給付分全日與夜間（收費508，126），

與設置標準不符，也導致住宿型機構較少使用日間活動來協

助住民活動與工作復健；健保給付估算成本分析內容不明；

機構收費標準由地方衛生局核定，標準不一；住宿型機構收

費多元不一，例如伙食費與住宿費。建議健保署與衛福部研

議給付標準、自費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

（三）提升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健保給付，健全社區精神照護網

絡。

（四）加強各類精神照護機構個案服務之收案與結案標準，並能落

實執行。

（五）增加精神復健機構類型與規模限制，以符合社區病人之需

求。

（六）辦理精神病人整體需求評估，規劃及管理精神社區復健資源

分布及數量。

（七）統一全國服務流程與評估表單，並建置合宜的精神照護機構

與資源轉介平臺，同時建構資訊系統的平臺。

（八）教育訓練課程能因專業與服務特色而設計，並能提升服務品

質。

（九）建構推動管理與成效評估的機制，結合實證研究，以提供全

國指標，並落實標竿學習及交流典範。

（十）研擬精神照護政策綱領十年計畫白皮書。

（十一）製作全國精神照護服務資源地圖，讓民眾看得到、找得

到、用得到，並獲得可近性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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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發展的困境（劉玟宜、蔡欣玲）

前言

精神康復者社區化照護是世界趨勢，國內「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

皮書」指出心理健康服務資源須以人為中心、社區為導向、康復為目

標 [33]。然而，經由過去幾年的努力，社區復健資源及人力的量能有所

增加，而精神醫療是社會安全網的一部分，近年幾件精神病人傷人的事

件，顯示社區精神醫療網仍有破洞待強化改善，許多問題及困境仍須釐

清。如何讓社區照護延續出院後的照護問題並符合精神康復者的需求

等，是目前精神醫療及政府須努力的方向。而這樣廣大多元面向的後續

社區照護絕非由單一精神科醫師或單一專業領域能提出完整的計畫及方

向，需要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出不同的想法及意見，讓所發展的社區復

健服務更為完善並貼近社區精神康復者的需要，以提出具體措施或建言

能讓政府接受及採納，使精神康復者在社區得到妥善的復健及安置，以

提升目前的社區照護。

本計畫為識別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發展的困境，運用核心專家焦點團

體討論，於2018年2月8日下午18：30在台灣精神醫學會討論室由議題召

集人賴德仁教授與張家銘副教授召集精神病人社區照護臨床實務核心專

家學者，包括跨專業之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的醫師、職能、社工、心理及

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康復者、護家團體及衛生主管機關專責人員

等共同參與討論，依各專家的實務經驗整理歸納，提出目前社區精神康

復者復健之六大困境。此外，本文亦結合實證文獻證據，進行困境之具

體描述並對應困境提出解決策略參考。六大困境內容摘錄如下：

一、醫院到社區缺乏連續整合之個案管理照護平臺

精神康復者由醫院出院到社區之間缺乏連續性照護外，社區精神康

復者所需的醫療、復健、社會福利及長期照護等層面需求，僅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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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缺乏個案管理平臺來進行「線」與「面」之整合。

社區精神復健的目標主要在於發展精神康復者的潛能力量，協助啟

動精神康復者的資源，重新恢復精神康復者在社區的生活能力。社區精

神衛生提供服務資源的主管機關雖然都有各自對應性提供各式服務及資

源，但各種資源無法連續，例如：校園的早發型精神病人在行為問題發

生後送醫院診斷與治療後會再返回學校，但是缺乏出院後續合宜之整合

照顧，所以沒多久又重覆送到醫院，猶如旋轉門總是在兩端之間轉換。

而早期的介入協助可以提高精神康復者的預後並降低疾病慢性化，但往

往首次發病的精神康復者不會儘早就尋求專業協助，因此要如何才能接

觸首次發病或潛藏的精神康復者或家屬，給予及時持續介入處理是需要

思考的方向。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WHO）曾提出精神病人的四個需求面包括：

醫療、復健、家屬及社區的整合式照顧 [34]。由於精神康復者所需資源服

務的提供者分散於精神醫療、護理、社會工作、職能或心理諮商等諸多

專業領域，權責單位更跨越衛生醫療、勞政、社政單位及民間組織 [35]。

社政、衛政及勞政與地方組織連結性不足，僅以「疾病控制」、「穩定

服藥」或「長期追蹤」等醫療觀點作為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的方向，並不

足以整合各方資源協同合作，社區精神衛生缺乏橫向性的連結 [36]。

由於目前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缺乏連續性及整合資源的個案管理平

臺，使各種服務的橫向整合及縱向銜接度不足。例如：目前的社區病人

關懷訪視皆以業務做區分，自殺個管師關懷自殺問題，藥酒癮個管師關

懷藥酒癮問題，還有精神病個管師、高風險家庭個管師等等均如此，彼

此的服務及資訊連結很差，而精神康復者常合併多元問題，各問題間相

互影響，故應該以全人觀點甚至以家戶管理為中心，才能達到有效的個

案管理並提供合適的社區照護。

精神康復者的需求非單一專業可單獨滿足其所需資源，需要有連

續性及整合性照護策略，以精神康復者為中心提供連續整體的單一窗口

模式滿足其所需資源。各類精神照護機構的收案對象問題重重，建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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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觀中立的個案管理中心為平臺，統籌評估及資源轉銜，並提供以人

為中心的個案管理，整合串聯政府資源如社政、衛政、勞政、民政或教

育等，以及非政府部門的社會資源、自助團體或其他社區服務設施。此

外，亦應整合公部門資源，建置專責個管師並提高個案管理師的專業素

質及服務品質。以服務輸送方面，若以常用在智能障礙者支持服務輸送

的架構來看，智能障礙者需要密集性、長期性、全面性的支持；但精神

康復者需要的形式比較是間歇式、低密度，但長期性的支持，所以個案

管理應避免短期或兼任個管師，應建立專責當責、到府服務、有目標取

向的個案管理制度，輔以繼續教育系統與合適的薪資結構，長期服務精

神康復者，才能協助社區精神康復者達到就業、就學、就養、與社會化

的目標。

二、社區復健機構的照護品質需要加強

各類型社區復健機構的功能、收（結）案標準，未確實依收案標準

收治精神康復者。健保給付與評鑑制度需重新檢討修訂與落實或建立追

蹤輔導機制，以避免由醫院到社區復健機構的再機構化，並確保社區復

健機構照護品質。

精神衛生法對精神復健機構的定義為：「能提供有關精神康復者

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及日常生活處理能力之復健治療，以協

助精神康復者逐漸適應家庭及社會生活之機構」。精神康復者是長期照

護的三大族群之一，依其社區照顧服務模式可將社區復健機構分為住宿

型精神復健機構（以下稱住宿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以下稱日間

型）或庇護工場、精神護理之家、日間留院、居家照顧等社區照護模

式。

依「精神病人分類及照顧體系權責劃分」，更將精神病人依其症狀

的控制與功能的表現區分六類病人，以界定不同的服務類別項目及權責

單位，日間型的病人屬於第四類，符合精神症狀穩定，局部功能退化，

有復健潛能，不需全日住院但須積極復健治療者 [37]。而住宿型主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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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內容為依精神康復者需要訓練其獨立生活能力，或對必須獨立生活

者，提供其較具保護性及治療性的居住場所，主要目的以提供居住為

主 [38]。因此，每日所提供的治療活動，及活動內容的多樣性，可能不

及於日間型。在國內於日間型多稱呼個體為「學員」，於住宿型多稱呼

為「住民／居民」。

而根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符合健保支付精神

病人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分別為日間型與住宿型兩種復健治療，病人來源

皆須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之慢性精神病人規定。其中日間型

的收案條件為精神狀態穩定且無自傷或傷人之虞、繼續接受精神科門診

追蹤治療、能自行獨立接受訓練或家屬可配合，以及稍具耐性及工作動

機；而住宿型則為精神狀態穩定且無自傷或傷人之虞、無嚴重生理疾

病、願意接受精神科治療、能參與復健方案或外出工作，以及能遵守生

活公約。

然而，社區復健機構在精神衛生主管機關的鼓勵設置及隨著健保

給付的調升，機構數量及服務人次已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然而也造成給

付多者機構家數人次增加，給付較少者則減少。例如：健保給付於1995
年開始，分別於2003年、2011年調升，日間型由250元／人日、450元／

人日到480元／人日；住宿型由210元／人日、378元／人日到508元／人

日。2012年開始住宿型的數目首次超越日間型。此外，住宿型住民同時

接受日間型服務，給付僅126元／人日，故俗稱全日型與夜間型，但設

置標準一致。而住宿型健保給付復健治療費，似乎不包括住宿費，以致

康家可向住民或家屬收取部分費用，但收費標準各縣市不一，約6,000
元到18,000元。而日間型則僅有健保給付。因此，從2012年始，康家服

務人次與日間型之家數差距逐年增加，自健保給付於2011年調升後，住

宿型的家數／床數5年內成長46.3%；日間型家數／人數同降，5年內降

低10%，詳如下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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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區復健機構精神康復者的照護及安置，多僅考量便利性或

配合家屬意願，部分機構未能確實依照適切之精神康復者特性、需求，

落實收（結）案標準，而無法給予其妥善之照護。例如，精神科醫院慢

性病床長期收容需養護之病人，或長期留置具社區復健潛能之病人，減

輕機構照護負擔，甚至為機構分擔庶務工作，且未落實出院準備計畫，

導致精神復健機構收案不易。又如，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收容需長期照

護而非積極復健之病人，並向社政單位申請托育養護費用，以致機構之

功能定位與養護機構混淆不清，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服務品質與成效長

期難以提升。精神護理之家為減輕照護負擔，收容具復健潛能的病人，

而未依病人權益轉介社區復健。

李亞璇等人（2013）研究結果顯示出院後一年內精神疾病社區復健

使用次數為8至14次與大於15次的再入院風險較使用少於8次者低 [39]；

不管是日間型或住宿型，思覺失調症病人出院後曾接受社區精神復健機

構治療者，在結束治療後一年期間精神科住院的精神醫療治療費較接受

圖1-6   全國精神復健機構服務量能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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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追蹤者低 [40]。因此，落實並檢討各類型社區復健機構的功能、收

（結）案標準，確實依收案標準收治病人，以維護病人權益，逐步改善

精神病人錯置的問題，同時加強病人於社區接受各項服務轉介（銜）的

順暢性 [33]，將可減少精神病人再入院風險。

三、以精神康復者與家庭的需求為中心，

      在賦能、鼓勵自主及家庭的支持上仍是不足

學者提出良好的精神復健須包括三大原則，即賦能（empowerment）、

能力（competency）及復元（recovery）[41]。「復元」對嚴重精神病人

為增長和恢復潛力的獨立持續進程 [42]。實證研究也顯示以復元為導向

的介入方案，可協助個體穩定臨床症狀、促進較佳疾病管理、邁向復

元 [43]。目前國內已廣泛運用復元概念於精神復健之照護，強調精神康復

者為一個有優勢、有生活目標的「人」，突破過去「症狀消除、不需服

藥，才算復元」的傳統觀點，協助其超越疾病、邁向有意義人生的復元

目標。研究發現社會功能愈好其復元結果越好 [44]。

「賦能」是統合心理因素（精神社會、自我效能、思考形式、處理

能力、控制力）、心理健康、幸福及復元的中介因子，透過賦能可強化

心理健康及復元。無論是疾病、藥物的指導與精神症狀評估，醫護團隊

皆可與精神康復者共同討論，並以精神康復者採用的策略為主，以符合

精神康復者的能力，找出照護共識。與精神康復者共同尋找生活意義，

包含提供以精神康復者為中心，強化精神康復者功能，最後達成精神康

復者生活重整的照護，也涵蓋生活建構對未來生活的規劃 [45]。而精神

康復者與家屬壓力的處理，醫護團隊仍以精神康復者可採取的策略為中

心，協調精神康復者與家屬的溝通，以協助精神康復者踏上復元之路，

建立合適滿意的生活 [46]。

在精神康復者復元的架構下，醫護人員與精神康復者的關係，應由

治療性人際關係轉變為夥伴關係。一篇以180位臺灣慢性精神病人為研

究對象，結果顯示精神病人的復元力與醫病互動、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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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47]，顯示精神病人與醫病的互動情形較佳者，可降低疾病復發機會，

也會影響病人的決策過程。過去刻板上認為精神康復者沒有能力為自己

做決定，多由醫療人員或家人決定照顧模式，然而家庭照顧者對於疾病

各階段病程上的照護知識不足，無法應付突發事故。因而目前國際的趨

勢都是鼓勵周遭支持精神康復者自己的決定，且精神康復者與家庭的需

求為多元、變動性、整體性，以精神康復者為中心之照護是目前社區照

護的重點。而精神康復者由醫院轉銜到社區照護，缺乏以精神康復者及

家屬之需求為中心，在賦權及增能之相關支持仍顯不足。

四、社區汙名化，缺乏友善之社區

精神康復者的汙名化與誤解仍然存在，使得早發性精神病人不懂也

不敢就醫，而穩定性精神病人仍無法被社區或雇主友善接納。

汙名化的處理是精神康復者是否可以回歸學校或社區一個重要因

素，國內近期研究顯示汙名化感受與復元程度呈顯著負相關 [44]。汙名

化是多方面的嚴重度累積，不只來自無關的社區他人，身邊人和自己尤

為重要。這種汙名化的過程和結果，引發許多後續影響，例如：過度的

家庭保護、過度的送入醫院、過度離開生涯規劃等，而在照護的過程中

家屬及醫療都因為盡力而心力耗費過多，且長期成效又不彰時，大家一

齊習得無助、失去希望感、又汙名化更嚴重，然後又是過度地協調和保

護，循環不斷。所以在其中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和心理介入之專業

作為。

現今國人對思覺失調症存有許多迷思，例如：迷思一：認為罹患

思覺失調症很羞恥、無法見人？然而！建立正確疾病觀念，愈早接受治

療，將有助疾病控制，恢復情形愈好。迷思二：思覺失調症病人是具有

危險性的？然而，罹病不等於不定時炸彈、或有暴力傾向！經積極治療

後，暴力風險下降、已無攻擊性。迷思三：思覺失調症病人無法工作？

但病人經治療後，高達50%的病人可持續工作，更有約20％的病人能從

事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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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精神康復者及家屬團體，共同參與精神醫療相關政策的諮詢與

擬定，具體促進精神康復者的充權。另須提高民眾對精神疾病的正確認

知。與會專家建議，可與鄰里長合作社區營照，給予民眾教育，激發社

區民眾助人動機，改善社區對精神康復者的接納度；亦建議可使用網路

媒體製作影片，撥放正向精神康復者的心路歷程或成功案例，向社會大

眾宣導，營造友善社區復健環境。

此外，在系統層面，友善的精神醫療才能讓人想要持續就醫。讓精

神康復者與家屬有康復地圖的全貌，尊重精神康復者選擇的需求，建置

早期的衛生教育，教導精神康復者與家屬如何康復、可以做什麼樣的事

幫助自己、以及可以去那裡尋求幫助的資訊等。系統內部亦須有友善的

心理健康態度，如同樣的身心殘障服務，提供身障與心障服務的值與量

是否相當？醫療體系內，精神康復者有內外科疾病的問題，能否獲得同

樣的診斷與治療資源？目前社區欠缺後續輔導的相關知能的傳遞，具體

化去汙名化之可行方案待後續發展。

五、社區精神康復者無法得到足夠支持及資源協助

目前社區精神康復者仍由家屬承受長期照顧的責任與負擔，身心負

荷沉重。在沒有整體社會支持與資源協助下，過去也只能將精神康復者

送至如龍發堂等機構安置。此外，對精神醫療治癒的疑惑，以及無法面

對對精神疾病的汙名烙印，缺乏相關社會福利資源認識，也無法照護精

神康復者生命週期各階段需求。

國內學者提出精神康復者家屬之需求包括媒體資訊、支持照顧者

及提供照顧病人之資源。例如：初次罹病的病人及家屬可以及早尋求協

助、需要參加家屬支持團體交換照顧心得、需要專業人士定期家庭訪

視，協助解決照顧上的疑惑及提供有關精神康復者發生緊急狀況時如何

處理的訊息等 [34]。與會專家建議現代網路資訊發達，透過多元管道可以

使家屬儘早瞭解照護疾病相關知識，知道在不同需求階段該如何尋求資

源幫助，此乃目前亟待建構的資訊平臺，可協助社區精神康復者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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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相關資訊與資源。

六、需求評估未完整落實，後續需求及福利資源未銜接

與會專家表示衛生福利部實施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制度，

採主動評估身心障礙者的實際狀況及需求，然而需求評估流於形式，未

能確實回應精神康復者的日常需求，提供後續服務資源。回顧國內外關

於社區照顧需求評估的文獻，有些是用工具來評估社區照顧需求，透過

工具來做量化的評估，或者進一步將需求分類，也針對「需求」做不同

層面的評估；另外也有一些質性研究，例如透過訪談來瞭解工具評估／

量化研究所無法呈現的問題，也可以作為未來我們計畫的參考。

社區照顧需求的目標與評估，不僅延續過去常談論到的復元，也

要轉換到wellness／wellbeing的面向，期待運用社區照護結構、個案

管理、社區關懷、社區服務能提供個別性，朝精神康復者各個面向的

wellness方向前進。應檢討現行精神病人的分級方式，與「國際健康

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等國際標準相互銜接、比較，參酌服務使

用者意見，適時檢討、調整精神病人的分類照護模式，避免與其他類別

障礙者的照護有差別待遇，以保障其照護權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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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議題的緣起與初步的成果（張家銘、賴德仁）

一、議題的緣起

自1988年，衛生署開始推動「精神病人社區復健試辦計畫」，使住

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及居家治療，加上原有的日間

留院，架構成為臺灣社區精神復健體系 [48-50]。這三十年來，全國精神醫

療機構已從1985年的79家，增加至2016年6月的440家，精神病床開放數

由11, 066床增加至21,023床；精神科日間留院由179床增加至6,329床。

醫院之外，還有221家以上社區精神復健機構設立，共9,041床〔住宿型

精神復健機構（時稱康復之家）5,974床，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時稱

社區復健中心）3,067床〕。同時也建置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

及精神護理之家的評鑑制度，以及評鑑合格效期內不定期追蹤輔導機

制，機構的管理及照護品質控管已有完善機制 [51]。

精神醫療與精神復健有些不同。精神醫療著重在病理及減緩症狀，

而精神復健主要在於發展個人的力量，協助啟動個人的資源，重新恢復

他們在社區的生活能力。精神復健主要包括醫療復健、社區復健以及職

業復健，目的在減少精神疾病造成病人的失能或痛苦，儘量讓病人發揮

功能，讓病人對於精神疾病有更好的適應與調適。以醫院為基礎的精神

醫療主要是以醫院為中心，採取醫療取向，對象是精神症狀嚴重或剛出

院病人，以醫療系統資源為主。以社區為基礎的精神醫療，則是以社會

工作、心理輔導、職能復健個案管理為取向，對象適合症狀穩定者，運

用的則以非醫療系統資源為主。精神復健機構設在社區之最主要目的就

是提供社區化的生活環境，讓社區資源利用可以最大化，與社區融合全

面化。因此其管理與照顧方式與住院病房明顯不同，愈能融入社區者，

對病人之助益愈大，雖稱為「復健機構」，但不應「機構化」[50]。

由於精神病人社區照護是重要趨勢，為了研議並規劃此項政策，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在早期就曾為此有過連續三年的論壇計畫，開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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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研討會。主要討論的議題包括：各國精障者社區照護比較、臺灣精

障者之社區照護發展、建構精障者社區照護服務體系、結合社會資源發

展、豐富精障者社區生活內涵、家庭照護本土經驗與願景、建構臺灣精

神病人就業服務體系 [52-54]。

這十多年來即使精神醫療硬體設備與人力增加，社區復健機構的量

能也增進，但要能由醫院為基礎的精神醫療轉變到以社區為基礎的精神

醫療並不容易。檢討目前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的現狀發現，精神病人的照

護及安置，多僅考量便利性或配合家屬意願，部分機構未能確實依照適

切之精神康復者特性、需求，落實收（結）案標準，而無法給予其妥善

之照護。(如前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社區復健機構的照護品質需要加

強」所述)為此，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衛生司認為有必要針對服務現

況（含精神照護設施、人力等資源）、政策措施與其未來發展，進行整

體面及全面性之檢視及探討，並藉論壇交流意見，蒐集了解目前精神病

人社區照顧需求之政策性建議及推估其服務趨勢。

2018年國衛院論壇計畫「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委

託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賴德仁教授（兼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擔任召

集人，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副教授（兼台灣精神醫學會秘書長）

擔任共同召集人。經過兩位召集人討論之後，特別邀請許多在此領域有

經驗與實務的專家委員，一起研議本議題。

專家委員會議檢討目前臺灣社區精神醫療的照護問題，認為目前臺

灣社區精神醫療照護有六大挑戰，包括：

1. 由醫院到社區之間的照護沒有連續性，衛政、勞政、社政各種資

源的整合不足，缺乏個案管理平臺，僅有「點」缺乏「線」與「面」; 
2. 社區復健機構的照護品質需要加強，不同社區照護機構的區隔、

健保給付與評鑑條文需要重新修訂與落實，避免由醫院到社區復健機構

的再機構化；

3. 即使由醫院轉化為社區照護，仍非以精神病人與家屬的需求為中

心，在賦權增能、鼓勵自主及家庭的支持方面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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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神病人的汙名化仍然存在，使得早發性精神病人不懂也不敢就

醫，穩定性精神病人仍無法被社區或雇主友善接納；

5. 家屬仍承受長期照顧精神病人責任與負擔，無法得到完整社會支

持與資源協助，所以過去臺灣社會才會長期存在龍發堂這樣的機構；

6. ICF的評估並未完整落實，無法與後續需求與福利資源銜接。

並決定本議題計畫的目的在：

1. 盤點現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體系、資源與問題。

2. 回顧各國社區精神照護體系。

3. 進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需求調查。

4. 舉辦精神病社區照護需求研討會匯集專家意見。

5. 針對現行精神病人社區照護不足提出政策建議。 

二、議題初步成果與本報告架構安排

為了達成本議題的目的，本議題舉辦多次專家會議及一次超過兩百

人的大型研討會以匯集大家的經驗，交換彼此的意見。為了瞭解其他國

家社區精神醫療施行的狀況，我們特別到澳洲墨爾本進行參訪。為了瞭

解目前社區精神病人實際的需求問題，我們也特別執行了一個全國的問

卷調查。

相關的研議委員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分工完成此報告，結構如下：

第一章   前言

說明臺灣社區精神衛生照護政策的沿革、臺灣社區精神衛

生照護發展的困境，以及本議題的緣起與初步的成果。

第二章   各國精神康復者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比較與趨勢

說明各國社區精神照護的發展與趨勢、各國社區精神健康

照護的資源及使用情形、實踐中的社區精神照護－以「復

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還有回應與政策建言。

第三章   臺灣精神康復者的社區照護復健發展、需求與評估

說明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照護：衛政、社政資源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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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ICF）、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照護：教育、勞政

資源與問題，並介紹康盟、病人權益（CRPD）及社區支

持的資源，最後為回應與政策建言。

第四章   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

說明針對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的背景方法、結果與討

論、精神康復者的我見我聞、慢性精神病人的長期照護需

求等來說明以使用者、照顧者與其他觀點看精神康復者的

照顧需求問題，最後為回應與政策建言。

第五章   政策建言與展望：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

            的政策建言

包括：如何建置精神康復者友善社區（強化家庭與社區的

支持及融合）、如何整合連續性的照護體系：就學、就

醫、就養、就業（整合性的資源的連結、轉介）、如何以

「復元」為導向的整合性照護――個案管理，及如何提升

精神照護政策主管機關的位階、資源與量能（人力／財力

／物力）及跨部會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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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各國精神康復者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比較與趨勢

第一節   各國社區精神照護的發展與趨勢（林子勤）

一、前言

本節目標是透過文獻回顧與資料分析來瞭解世界各國社區精神照護

的概況。礙於篇幅與資源，要全面描述「世界各國」的社區精神照護情

況並不容易。況且，各國的社區精神照護情況有各自的脈絡與特殊性，

未必是臺灣精神衛生政策能直接參照的。因此，本節的內容僅止於概述

世界各國的現況與整體趨勢，這是在本節開頭必須先說明的。

本節很重要的參考資料是英國學者Graham Thornicroft等人在2016年

World Psychiatry所發表的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are worldwide: current 
statu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s一文。該文對全球的社區精神衛生議題有

簡潔扼要的整理，相當值得關注心理衛生／精神健康政策的各界人士參

考 [1]。

二、全球心理衛生資源的落差與缺口

世界各國之間的心理衛生資源存在明顯的落差。這樣的落差不只

出現在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在同一個國家裡的不同區域，同樣存在著類

似的缺口，凸顯了「精神健康不平等」的議題 [2-4]。因應此議題，世界

衛生組織（WHO）自2010年起發布Mental Health Gap Action Programme
（mhGAP）Implementation Guide [5]，並於2016年再次更新 [6]，企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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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計畫與方針，促進重大精神疾病的早期發現與治療，減少對全球

公共衛生的影響。WHO以實證為基礎的方針雖提供了指南，但是否能

符合不同政治經濟背景的國家／區域需求，仍是有待探查的問題。

三、社區精神照顧的定義與內涵

英國學者Graham Thornicroft及其團隊對社區精神照護（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are）的定義與內涵有以下四大層面 [1]：

（一）在重視使用者社會經濟背景的前提下，規劃可由團隊執行的

長遠計畫：

1. 此一內涵特別強調要重視弱勢族群，例如少數民族、遊民、兒

童青少年以及移民者。

2. 同時強調社區精神照護計畫必須是使用者可接受（acceptable）
且可就近使用的（accessible）。

（二）不只是疾患觀點（illness perspective），更強調復元觀點

（recovery perspective）：照護計畫不只是著眼於使用者的缺陷與失

能，更要能支持其發展出正面的自我認同、重新看待疾病的經驗、自我

管理疾病、以及追求每個人想要扮演的社會角色 [7]。

（三）不只是減少或管理個人遭遇的困境，更要強化圍繞在個人身

邊的網絡：包含與家庭、社會、各種社群／組織之間的連結。

（四）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社區精神照護應同時

兼顧實證醫學與倫理觀點。照護者依據實證資料提供最佳的建議，而經

歷精神疾病的個人也應有權利表達他對自己的經驗有何理解、考慮自己

有何治療選擇、以及需要知道哪些關於治療的資訊（例如作用與副作

用）。

四、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架構

現有的實證資料已顯示，僅有以醫院為中心的體系並不足以提供長

期、連續性的照護 [8, 9]。同樣的，若僅有以社區為中心的體系，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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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緊急或嚴重的病情危機。惟有醫院與社區相互搭配，達成平衡，才

最能符合被照護者的需求 [8]。

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有所不同，同一套架構顯然無法放諸四海皆

準，必須依照各國或國內各區域的狀況作出調整。舉例而言，在某些低

收入的國家，每一百萬人中可能只有一名精神科醫師，甚至有些國家全

國僅有一名精神科醫師 [10]。相較之下在美國每一百萬人就有137位精神

科醫師，臺灣則大約是70位。在這樣的差距下，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理應

有不同的安排與設計：

（一）低收入國家：初級（基層）精神照護體系應為最重要的基

礎，其重點在於辨識需協助的病人，給予適當評估，以及相關的藥物／

心理／社會治療。為數有限的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則應扮演訓練與督導基

層照顧者的角色，提供複雜病人的照會，以及接手基層無法處理的門診

或住院病人 [11, 12]。

（二）中等收入國家：對中等收入國家而言，基層照護仍然是基

礎。除此之外，門診服務、社區心理衛生團隊 [13, 14]、急性期的住院照護 
[15]、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安置照顧、以及提供工作／職業選擇 [16]，是五

個值得投注的照護面向。

（三）高收入國家：對高收入國家而言，除了一般成人的精神衛生

照護之外，應投注資源建立一系列次專科服務，例如老年精神醫療、兒

童青少年精神醫療、成癮醫療等等，這些次專科服務同樣應投注於前段

所描述的五個面向（即門診服務、社區心理衛生團隊、急性期的住院照

護、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安置照顧、以及提供工作／職業選擇）。

五、由更廣泛的平臺來提供社區照護服務

除了健康體系之外，近年更推廣由不同「平臺」來提供社區照

護服務。特別值得考慮的是大眾層次（population level）及社區層次

（community level）的照護平臺。以下是目前具有實證證據支持的相關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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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層次的行動：透過法律來減少酒精使用 [17]、限制自傷／

自殺的工具取得方式  [18]、立法保護兒童、急難救助  [19]、提升大眾意

識 [20]。

（二）社區層次的行動：在職業安全的相關政策中納入精神衛生的

考量（強調壓力管理、酒精與藥物的宣導等）[21]、對易受傷害的兒童給

予教育資源輔助 [22]、校園精神健康促進活動 [23]、辨識校園中須協助的

學生 [24]、學齡前精神衛生教育 [25]、親職教育 [26]、性別平權教育 [27]、以

及守門人的訓練 [28] 等等。

六、社區精神健康照護資源的發展程度

若以全球為範圍，各國的社區精神照護資源發展程度有相當大的差

距。目前為止最值得參考的資料來自WHO定期發布的「世界精神衛生

地圖」（WHO World Mental Health Atlas）[29]，該報告呈現世界各國不

同區域的精神健康照護概況，本章第二節也將透過此份報告來瞭解各國

的照護資源與使用情形。整體而言，高收入與低收入國家的發展程度仍

有極大差異，無論是整體投注在精神衛生的經費總額，或者精神衛生經

費占國家預算的比例都是如此。在中、低收入國家，主要的經費幾乎都

集中挹注在住院照護，顯見社區照護是需要更多經費與資源的挹注。

七、為患有多重疾病（共病）的病人提供整合服務

身體疾病與精神疾病共同發生的情形已然成為趨勢。慢性疾病（如

糖尿病、高血壓、HIV／AIDS）病人合併有精神疾病的比率較一般人口

高 [30]。而精神疾病是否得到良好的照顧，也會反過來影響慢性身體疾病

的嚴重度及預後發展 [31, 32]。因此，整合身體與精神疾病的照護服務成為

當前趨勢。

儘管有這樣的呼籲與趨勢，真正能有效回應這樣需求的國家為數

不多。為此，由美國學者與研究者所提出的「Chronic care model」[33]

被聯合國所引用，成為一種新的照顧架構「Innovative Care for Ch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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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Framework, ICCCF」[34]。

ICCCF的基本原則與需求是，照護體系必須是以社區為基礎、病人

為中心、以系統為導向的。其中包含數種增進照護品質的方針，例如：

（一）協助資源使用者增進自我照護（self-management support）。

（二）透過臨床指南來協助使用者作決定。

（三）改善資訊系統來整合服務。

（四）與社區組織合作。

整合服務對於罹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人而言，預期將有一定的幫

助，特別是可以減少這個族群因為身體疾病而提早死亡的機會 [35-38]。

八、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應注意的負面效應

去機構化是近半世紀以來許多高收入國家的趨勢，但事實上也有不

少批評與反省的聲浪 [39]。各界人士提醒，在推動去機構化的同時應注意

一些可能的負面效應，特別是要注意是否有許多實際上需要精神照護的

人被忽略了、無家可歸、或者身陷囹圄。甚至，在許多國家逐漸縮減精

神照護病床數量的趨勢下，反而有些聲浪是在呼籲要重新找回Asylum
（收容所）的重要性與意義 [40]。其中的批評與反省在於：當國家在縮小

精神病院的規模，甚至是關閉精神病院的同時，必須注意是否有同步挹

注足夠的資源來建構社區的居住服務 [41, 42]。

當然，去機構化的政策實際上在各國有何效應，理當有相對應的研

究來追蹤病人離開長期住宿的精神照護機構、重回社區之後，究竟生活

得如何？是否無家可歸？進入司法體系？或者有一定的比例自殺身亡？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指標 [43]。部分國家的研究顯示，以社區為基礎的照

護體系如果有適度配套，這些去機構化的負面效應就會少很多，政府更

得以用相同的預算達成提高精神康復者生活品質與滿意度的目標 [44-46]。

相對的，如果關閉精神病院或縮減床位僅是為了節省預算，而沒有挹注

對等的資源在社區精神照護體系，那麼社區照護的質與量勢必會有問

題，去機構化的理想不僅無法達成甚至會帶來前述的一些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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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許多人所擔心的――去機構化並非真正讓精神康復者離開機構，

只是從精神病院移動至其他的機構，也就是「transinstitutionalization」
[47, 48]。

九、實證資料如何應用於發展社區精神照護體系？

根據英國學者Thornicroft團隊的整理，現有的實證研究資料確實可

以應用於發展社區精神照護體系。其團隊提出十大相關建議，對於臺灣

關注此議題的各界人士而言，應可從中獲得一些啟發並進而發展出在地

策略：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應評估精神疾病治療的涵蓋率（也就是有多

少比例的精神病人得到治療），並且設定逐步增加涵蓋率的期程。

（二）精神照護政策應注意到精神疾病族群的餘命遠低於平均的現

況，致力於發展新方案來減少這樣的差距。

（三）無論是在全國性或地方的政策，都應該致力於減少精神疾病

族群所感受到的汙名與歧視。

（四）精神健康照護的提供者應提供對使用者（以及其家人）而言

可親近（accessible）、可接受（acceptable）的服務。

（五）精神健康照護體系應謹慎地在醫院與社區系統之間取得平

衡，主要的資源應該儘可能離使用者的家越近越好。

（六）精神健康照護體系的規劃者，無論在經濟成長或緊縮的時

代，都應該將資源投注在已被證明有效的方案，而非已知無效或甚至有

害的方案。

（七）精神健康照護的提供者與使用者應設法促進「共同決定」

（shared decision making）的合作模式，也就是提供者與使用者一同規

劃政策、一同評估政策的成效。

（八）來自不同文化或傳統的照護者應將彼此視為合作夥伴，藉此

提升整合照護系統的量能。但在此同時，政府也應確保其所提供的照護

是有效（effective）且可被接受（acceptable）的。



63｜第二章｜各國精神康復者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比較與趨勢

（九）精神健康服務應致力於打造以復元為導向的計畫，這意謂著

照護團隊應理解精神康復者的個人目標並且支持其達成目標。

（十）從永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持續發展促進精神衛生的政策：

1. 增加精神健康照顧的涵蓋率。

2. 強化並整合長期照顧體系。

3. 將資源挹注於提供大眾服務與社區服務的平臺。

4. 將具有實證基礎的方案結合永續發展目標（Sus ta inab 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行動 [49]，提升精神健康也預防精

神疾病。

十、結語

本節回顧近年關於全球社區精神照護趨勢與發展的指標性文獻，

藉此了解包含WHO等國際衛生組織、專業學會在內的核心理念與方

針。不難察覺，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如何有效率的應用資源是全

球各國皆相當關切的問題。同時，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也相當重視精神衛生，已制定出相對應的目

標與指標供參考。在這些目標與指標中，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規劃與評

估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格外強調社區與醫院體系之間的平衡與互補，期

待各種照護方案是使用者可親近也可接受的，更積極地希望精神康復者

能與照護者共同決定如何達成復元目標，並且要能考量到不同文化與傳

統之間對於精神照護的不同需求。最後，除了精神健康之外，更應該注

意到精神康復者的身體健康。惟有整合各種慢性照護體系，才能有效使

康復者避免因為身體因素而提早離世。

要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同時達成本節所提及各個目標顯然並不實

際。但如何在永續發展的大前提下逐步作出適當的規劃與嘗試，本節所

提供的社區精神照護趨勢仍相當值得政策規劃者與使用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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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社區精神健康照護的資源及使用情形

           （林子勤、張家銘）

一、前言

繼本章第一節概述社區精神健康照護的發展趨勢與目標後，本節嘗

試透過文獻回顧及實地考察來瞭解各國社區精神健康照護的資源及使用

情形。在文獻回顧部分，我們將透過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7年

發布的精神衛生地圖（Mental Health Atlas 2017）[29] 來瞭解全球不同區

域、不同國民所得水準的國家，其精神健康的照護資源與使用情形有何

異同；實地考察方面，則由台灣精神醫學會張家銘秘書長分析澳洲社區

精神醫療的現況，供關心此議題的人士參照。

二、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WHO）的精神衛生地圖

     （Mental Health Atlas 2017）

（一）精神衛生地圖簡介

WHO的精神衛生地圖計畫起源於西元2000年。自該年起，WHO定

期透過問卷向會員國蒐集精神衛生相關指標與數據，彙整分析這些資料

後發布報告，陸續已有西元2001、2005、2011、2014等年份的版本。至

今最新的版本為2017年版，也是本節主要分析的版本。

精神衛生地圖定期更新來自各WHO會員國提供的精神衛生服務與

資源，其中的重要資料包含各國的預算分配以及專業人員配置。儘管此

份報告的研究方法是由WHO向各會員國完成問卷，並非所有會員國皆

完成問卷（完成率為91%），部分資料也會因為各國的狀況而有所缺漏

（62%可填報全部資料），當然也無法確知各會員國是否反映該國實際

的數據，但此份精神衛生地圖仍是目前最能反映全球精神衛生資源的一

份資料。對臺灣關心精神衛生、社區照護資源的相關人士而言，仍然具

有參考價值。一方面讀者可以從中得知WHO此份調查將哪些指標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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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資訊，二方面可促使政策制定者研究本國的相關指標，進一步可

與世界各國的現況相互參照、接軌。

從此份報告中讀者可得知，社區精神衛生在全球層次占有的一定的

重要性。其一是WHO本身的精神衛生行動計畫（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2013-2020）中 [50]，目標之一即是要提供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精神

衛生與社會照護服務；此外，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議程中也將精神衛生

列為重要的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一 [51]。

由此可知，精神衛生乃至於社區精神衛生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

這對目前的臺灣政府與政策制定者而言應該是相當重要的訊息。

 
（二）精神衛生行動計畫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2013-2020）

由WHO提出的此項計畫設有四大任務、六大目標。在每一目標之

下，WHO亦提出相關的計畫指標以及建設指標。舉例而言，在任務二

（提供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精神衛生與社會照護服務）中，WHO設

定的計畫指標為在2020年之前嚴重精神疾病（severe mental disorder）相

關服務的涵蓋率要增加20%，用來追蹤此項計畫的指標數據則為：過去

一年接受精神衛生照護的病人數量與比例。而相關服務發展的指標則有

八項，值得提出供相關人士參考：

1. 財政資源：政府的精神衛生預算支出與占比。

2. 人力資源：精神衛生工作者的數量。

3. 人力訓練：一般健康照護者接受精神衛生訓練的人數與比例。

4. 相關權益人（stakeholder）的合作：政府部門與私部門、服務

使用者、家屬的合作情形。

5. 服務的可得性（availability）：不同層次的照護服務量能。

6. 住院照護：嚴重精神疾病住院的總數與比例，特別是指住院超

過一年以及非自願住院的總數與比例。

7. 照護的連續性：過去一年出院的嚴重精神病人，在出院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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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區照護的比例。

8. 社會支持：嚴重精神病人接受失能補助或收入支持的比例。

以上即為WHO在此行動計畫中設定與持續追蹤的指標。向各會員

國蒐集精神衛生地圖資料的用意也就在於追蹤這些指標的變化。

（三）精神衛生地圖的核心資料

在2017年版的精神衛生地圖中，將來自各會員國的資料分為五個層

面，分別是：

1. 精神衛生核心指標

2. 精神衛生體系的治理狀況

3. 精神衛生體系的財政預算與人力資源

4. 精神衛生服務的量能與使用狀況

5. 精神衛生促進與預防

對於精神衛生的全球狀態感興趣的人士，可以嘗試從精神衛生地圖

中找到值得參考的資料。本節將分析與社區照護資源相關的兩個部分，

即「精神衛生體系的財政預算與人力資源」和「精神衛生服務的量能與

使用狀況」。

在進一步閱讀報告內容之前，讀者可先瞭解精神衛生地圖針對全球

各國的兩大分類方式，其一是按照WHO的地域分類（WHO Region），

將各會員國分為六個區域（即非洲、美洲、東南亞、歐洲、東地中海、

西太平洋）；其二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所得分類，將各國分為四群，即

低、中低、中高、高所得國家。

（四）精神衛生體系的財政資源與人力資源

1. 財政資源

財政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計算與比較上並不容易。財政資

源的來源、應用的範圍與種類，都可能影響計算的方式與結果。在2017
年版的報告中，WHO要求會員國提供每位國民可分得的精神衛生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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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全球平均每人的精神衛生預算是2.5美元，大約僅占整體衛生財

政資源的2%。這個數字在全球不同區域間有極大差異，歐洲區域的財

政資源約是非洲或東南亞區域的20倍高。從國民所得來看，高所得國家

的財政資源自然遠比低所得國家來得高。除了高所得國家以外，其餘國

家的財政資源大多都集中用在精神科醫院（mental hospital）上。在高所

得國家中，用於精神科醫院的預算約占43%。

在精神照護資源與藥物支出的財源部分，非洲與東南亞地區仍有一

部分國家由人民自行支出，其他區域則大多由國家或健康保險來支出。

另一個重要指標則為精神衛生支出在總體衛生支出中的占比。由

WHO的統計可見，在高所得的分組中仍有占比較低的國家；相對的在

低所得的分組中也有占比較高的國家。

2. 人力資源

在人力資源部分，WHO統計各國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精神科醫

師、兒童青少年專科醫師、一般科醫師、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

師、社工師等）的總數。在高所得國家，每十萬人口有近70名精神衛生

專業人員，而在低所得國家則僅有2名，全球的平均則落在9名。進一步

分析各類專業人員的組成比例，則可發現護理師為多數區域人數最多的

職類（約占30%-50%）。少數例外是在美洲人數最多的是心理師，而在

非洲則是精神科醫師與一般科醫師最多。

若以專業人員的數量來看，高所得國家中每10萬人口中大約有12
位精神科醫師，而低所得國家則不到0.1位，差距極大。此外，職能治

療師與語言治療師在各國的數量都相當低，平均每10萬人口中只有0.25
位。兒童青少年專科醫師的比例更低，除了高收入國家每十萬人口有

1.19位以外，平均只有0.1位。

根據WHO近年資料的趨勢看來，從2011年到2017年全球精神科醫

師的數量仍然大約是每十萬人口1人，而高收入國家所擁有的精神科

醫師數量也依舊遠大於低收入國家（以2017年的統計而言大約是相差

1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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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神衛生服務的量能與使用狀況

1. 住院床位與社區床位

此類資源涵蓋精神科專科醫院、綜合醫院中的精神科病房、社區的

住宿型機構，以及其他兒童、青少年、司法個案的住宿機構。全球平均

每十萬人口有16.4張床位，高收入國家擁有52.6張床，低收入國家則僅

有1.9張床。

進一步分析這些床位的所在地，在全球多數國家中主要的床位仍

然是設置於精神科專科醫院，大約是每十萬人口有11.3張床位。對高收

入國家而言，儘管精神科專科醫院床位有逐漸移至綜合醫院及社區的趨

勢，每十萬人口中31.1張床位、163.2住院人次的數據仍遠高於低收入國

家。在歐洲，床位集中於精神科專科醫院的情況更為明顯。

在精神專科醫院中的住院時間，大部分區域都小於一年。但若以

所得高低來分析，在低收入國家有90%的病人住院期間小於一年。在

WHO的分析中認為，這可能是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低收入國家必須有

效利用床位的結果。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是非自願住院的比例。受限於各國回報的

資料並不完整，WHO的2017年報告僅有一個粗略的估計：在精神科專

科醫院中約有39.2%的非自願住院，而在綜合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中則有

16%是非自願住院。

在社區型的住宿床位資源方面，幾乎只存在於中高收入與高收入國

家。在高收入國家中，每十萬人口約有23張居住型床位。就區域而言，

歐洲擁有42張居住型床位，是此類資源最豐富的區域。

2. 門診照護資源

此類資源包含綜合醫院的精神科門診、精神科醫院的門診、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日間照護中心等等。全球平均每十萬人口一年約有1,600
門診人次，在高收入國家的門診人次是低收入國家的30倍高，多數的門

診也以社區為主。相反地，在低收入國家，多數的門診以醫院為核心。

為瞭解照護的延續性（Continuity of Care），WHO也向會員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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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病房出院後的病人第一個月接受追蹤的比例。整體而言，多數國家在

出院一個月內都有一定的追蹤比例，比例最高的區域是西太平洋區，最

低的則是東地中海區。

3. 接受治療的比率

WHO向會員國調查三類疾病的治療比率：精神病性疾患（psychosis）、
雙相情緒疾患（bipolar disorder）、憂鬱症（depression）。

在低收入國家中，治療比率最高的是精神病性疾患。在高收入國家

中，憂鬱症與精神病性疾患的治療比例相近。至於雙相情緒疾患則在全

球都是治療比例最低的一種疾病。

4.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指的是各國是否給予失能者相關補助。並不難想像的是，

在高收入國家中多數失能者有獲得社會支持，差距相當大。進一步調查

國家給予何種類型的支持，多數國家都是給予照護資源及收入補助。值

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國家有較多的就業與居住類補助，低收入國家則付

之闕如。以全球而言，多數國家較少提供的是教育、居住、就業與法律

方面的補助與輔助。

三、他山之石：澳洲社區精神醫療

澳洲的人口與臺灣相當，但國土面積是臺灣的213.6倍。2015-2016
年，全澳洲精神醫療總花費是90億澳幣（每人$373澳幣，約合8,300臺

幣），精神醫療服務的花費占澳洲政府所有醫療花費的7.7%。

澳洲從二十年前就開始積極的去機構化，關閉長期的慢性精神科病

床，增加精神醫療預算與資源於社區精神醫療的照護，儘可能讓精神病

人以最少的限制得到治療，避免不必要的住院。以2017年為例，澳洲全

日住院的醫院精神科病床數只有9,812床，其中超過五分之四的精神科

病床是在綜合醫院，精神科專科醫院的總床位不到五分之一。另外澳洲

的社區精神復健機構提供了2,383張床位，強調只有短期1－3個月的入

住。而全澳洲有1,197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平均每兩萬人就有一家。



70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與澳洲相比，臺灣精神科醫院住院總床位數20,969床，是澳洲的

2.14倍，其中超過六成的精神科床位是分布在精神科專科醫院，綜合醫

院精神科床位數不到四成。臺灣社區精神復健機構有8,352張床位，但

是許多病人停滯在社區復健機構中，形成了另一種機構化。而全臺灣只

有22家心理衛生中心，每個縣市只有一家（如表2-1）。

澳洲有各種以個案管理師為主的精神醫療社區照護團隊，進駐在各

區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它有多重

功能，包括精神醫療檢傷、評估、照會與個案管理服務，它也主動與開

業醫師／私人精神科醫師分擔照護病人的工作。個案管理師的職責主要

在於：(1) 設定照護病人的復元目標；(2) 瞭解照護病人的個人強度；(3) 
發掘照護病人的支持需求；(4) 參與並協助照護病人的治療計畫。

主要的團隊，包括：

（一）持續照護團隊Continuing Care Team（CCT）

（二）機動支援團隊Mobile Support Team（MST）

（三）危機處理團隊Cri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Service
（CATS）

　以思覺失調症這一類的慢性精神病人為例，由急性期、亞急性期

到復健期，都有不同的社區照護團隊負責協助，依病人的嚴重度、急迫

性、以及需求做不同的分工照護，強調連續性、持續性、流動性的處理

（如圖2-1）。

各地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也有合作的綜合醫院或精神專科醫院做

後盾。在嚴重的急性期，仍有醫院的精神科急性病床可住院。病人精神

症狀漸趨穩定後，可以出院交給危機處理團隊（CATS）。CATS主要的

職責是對於急性精神病人，做危機處遇與短期的積極治療。它會評估病

人現在的精神狀態、精神疾病史、社會支持等，與病人及照顧者一起合

作。CATS也常與警察、緊急消防、酒精與藥物服務、兒童保護單位一

起工作。有時住院仍是必要的，它也會安排住院的協助、轉介與交通。

因為CATS負責的病人較不穩定，一個團隊只有4-6位個案管理師，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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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師只負責4-6位精神病人。

當這些精神病人在社區中較為穩定但仍需要持續追蹤，會交給機動

支援團隊（MST）。MST個案管理師的組成包括社工師、護理師或是

精神科醫師，專責病況不穩定或服藥配合度欠佳的精神病人，提供較積

極的評估與治療服務。這類病人通常具有強制社區治療的身分，需要個

案管理師每日家訪1至2次，監督服藥配合度，或給予長效抗精神病藥物

針劑。MST一個團隊通常有10位成員，每位個案管理師服務8－10位病

人。

當精神病人更為穩定、服藥順從性也較佳之後，會有持續照護團

隊（CCT）接手協助。提供精神、心理、社會、功能與家庭的評估，解

決他們的需求，連結各種資源包括開業醫師與失能復健與支持服務。一

個CCT團隊約20位個案管理師，每位CCT的個案管理師服務25-30位病

人。

最後，當這些精神穩定的病人，需要進一加強各種心理、社會、職

業復健工作，則會交給一些志工、協會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s）來協助。

澳洲是公醫制，在澳洲的健保給付下，民眾都有開業的公立一般科

醫師作為基本醫療，這些基層醫師也處理不少焦慮、憂鬱症等輕型精神

圖2-1   澳洲社區／醫院精神衛生架構：以思覺失調症為例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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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病人。對於發病的嚴重精神病人，則也常常經過基層醫師或急診

的轉介，經由精神檢傷分類（Psychiatric Triage）進入精神醫療體系。

精神檢傷分類是一種24小時、每周七日的電話評估服務，由資深

的精神科護理人員負責評估新被轉介的病人，考量病人的需求、風險、

急迫性三個因素，而將病人分為A-G七種等級。嚴重急迫的轉給CAT團

隊積極處理，必要時安排醫院的住院。若能緩和下來，可以先到一個短

期的社區住宿機構，稱作預防與復元照護單位（Prevention & Recovery 
Care, PARC），在PARC中強調是一個「階梯向上、向下」（step up／

step down）的服務，目標在社區中避免病人需要住院，也提供醫院出院

病人真正回家前的協助。

另外，對於出院後仍需社區適應、復健服務的心理社會失能病

人，各區也有短期中期的社區精神復健機構（Community Care Unit, 
CCU），多半是小型20-30床的社區照護單位。提供居住及密集性的

復健治療計畫，恢復病人原有日常生活功能，提升獨立生活能力。還

有精神失能復健服務（Psychiatric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PDRSS），大多是由NGO組織負責。PDRSS團隊會與醫院、

社區與家庭建立合作、早期介入與支持復健服務。

整體而言，澳洲社區精神衛生作業流程如次頁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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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澳洲社區精神衛生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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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踐中的社區精神照護

            ――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徐淑婷）

以上兩節介紹社區精神照護的梗概，並以澳洲社區精神醫療為例，

比較臺灣以醫院為基礎的社區精神照護。社區精神照護的動能，原是來

自回應去機構化後社區中精神康復者的需求。本節將繼續以美國與義大

利社區精神照護體系，轉變到以「復元」為導向的演進歷史，說明以

「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特色。

一、由下而上，從顛簸中走來的美國社區精神照護

1950年代，藥物的發展與醫院經營的沈重壓力，揭開了美國精

神病院去機構化的序幕。1963年甘迺迪總統簽署社區心理健康法案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服務出院的精神康復者是原先的目

標之一，未料配套措施不足，有些精神康復者流落街頭，有些則因小

罪而進了監獄。因而在1970年中期，啟動「社區支持體系（Community 
Support System）」的計畫，這是一系列協助精神康復者在社區裡面滿

足他們的需求、發展潛能、避免社會孤立的種種服務方案。這些社區支

持體系的服務與實驗方案，也促成了精神復健領域發展為一門專業 [52]。

雖然「倖存者／前病人社會運動（survivor／ex-patient movement）」

在70年代已經走上街頭，但是真正撼動精神醫療根本卻是在 1980年

代。多位精神康復者擲地有聲的文章刊登在著名學術期刊上，如Pat 
Deegan，一位思覺失調症但完成了心理學博士學位，發表一篇從她的

角度來看精神醫療／復健在協助精神康復者上應該扮演的角色 [53]，堪

稱復元領域的經典之作。而另一方面，Harding等學者發現，即使嚴重

到必須要住在精神病院很多年的精神康復者，在有社區的精神醫療與復

健的支持下，三十年後也有68%能康復或大幅改善 [54]。這兩篇經典，促

成了美加地區的復元運動蓬勃發展。1990年代，被命名為「復元十年

the decade of recovery」；復元的本質、精髓、過程、結果、相關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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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研究的熱門題材，而促成復元的各類精神復建方案，例如支持

性就業，也有隨機取樣的實證研究。

而美國真正將社區精神照護，邁入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的

關鍵，是1999年在美國衛生部長David Satcher 公布全美第一本精神衛生

白皮書，宣告「復元是可能的」，而精神健康照護必須是「以顧客（精

神康復者）為導向，以促進復元為焦點」[55]。小布希總統時代，白宮成

立了一個特別的「New Freedom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委員會，

並且在2003年發表「Achieving the Promise: Transforming Mental Health 
Care in America」，更加確立了這個觀點 [56]。要促進復元，要先能搞清

楚復元的本質和樣貌，而且要能測量，因而「復元」究竟如何定義，也

爭辯了很長的時間。精神醫學界尤其傾向要以症狀與功能來定義復元

（functional recovery），通常指復元是一個結果，或是狀態；指可以觀

察得到的，是由專業人員評估的，是沒有個體差異的。例如，Harding
等學者；在1987年發表的經典文獻，所用的定義是必須符合下列四項

（定義為「大幅改善」）或以上（定義為「康復」）：沒有難以忍受的

症狀、沒有奇怪的行為、不需要吃藥與居住在社區，有工作且和別人連

結良好。但是病人、家屬、支持復元運動者、和精神復健學界，傾向以

個人復元（personal recovery）這個面向來定義，指復元是一個過程，

是非常個人化的，是轉變與再成長的過程 [52, 53, 57, 58]。用這類定義者所用

的語彙是比較心理與靈性層面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物質濫用與精神

健康服務署（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和專業學會（如美國社區精神醫學會2002年的宣言，美國精

神醫學會2005年會員大會通過的宣言），都認定以personal recovery的語

彙作為復元的定義。例如，SAMHSA在2006年定義的復元，包括希望、

自我導向、個人化／以人為中心、賦權、全人的、非線性、優勢本位、

同儕互助、尊重、責任等十項。復元為導向的服務，就是以提高這些面

向為目標的服務；精神復健服務方案必須有評估復元的方式，執行協助

復元的活動，納入精神康復者的意見到管理層面等。例如，麻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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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部就規定，申請個案管理的經費之團隊，其成員必須至少包括一名

同儕。

而自2011年起，SAMHSA全面重新架構精神健康與藥酒癮服務成

為「復元支持體系（Recovery Support Initiative）」，讓服務和復元是

可以接上線的，而不只是口號。為了幫助政策制定者、服務提供者、提

供資金者、同儕／精神康復者和其他人可以規劃設計與衡量整體服務，

來更有效地滿足服務對象的復元之個人化需求。因此，將復元更近一步

定義為「是一個改變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個人改善他們的健康和健

康，過著自我導向的生活，並努力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而「復元支

持體系」就是要協助精神病人在健康（health）、安居（home）、意義

（purpose）、社群（community）等四大面向上增強自我的力量，獲得

支持，達到康復的目標 [59]。「復元支持體系」的服務由專業人士和同儕

來提供，服務可以在社區、教會或信仰團體、學校等等。這些服務和精

神或藥酒癮治療是獨立，可以在治療之前、之中、或之後，甚至沒有治

療也可以去尋求復元支持服務。

二、由上而下，剛柔並濟促成轉變之義大利的社區精神照護

義大利的去機構化運動在1978年「180法案（Law 180）」通過後

正式啟動。180法案禁止把病人送到精神病院裡面去住，也不再興建新

的精神科專科醫院，只能在綜合醫院精神科增加精神科病床。而綜合醫

院的精神科，不可以超過15床病床，而且也可以進行強制住院。從實

施180法案之後，住院病人從1978年780,00人，10年後1988年剩40,000
人，1994年的時候只剩22,000人，到1996年的時候有17,000人，到1999
年的時候全面關閉精神科醫院。目前義大利可能是唯一已開發國國家

沒有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床的國家，每十萬人有10.9張精神病床，都在

綜合醫院精神科 [60, 61]。義大利學者常用「Italian way」形容他們去機構

化和精神醫療社區化的過程，亦即，鐵腕的用法律來規定全面實施，

但是有計畫性地花了一段時間，讓醫院裡面的工作人員轉變成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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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再把醫院關起來，創造了這個他們所謂的「義大利風格的去機

構化運動（Italian way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義大利人的精神衛

生政策，認為精神醫療服務是廣泛性的、是包括所有的公民的、是用

公務預算來支應的，而且和全民健康服務必須整合在一起。他們還有

兩項原則：精神醫療服務，是以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來打造的，而不只

是生物治療；而且，工作人員儘量能夠降低專業的門檻（low level of 
subspecialization），而不一定要有高度的專業化的師級人物來做。

義大利著名的Trieste治療性社區，是一個義大利東北方的一個小

鎮。一共有236,000人，有4個心理健康中心。每個中心都配備有六到八

張床，和一大學醫院的診所合作，做緊急之使用。在急性住院階段，一

個綜合醫院裡面有6張急性病床。精神復健和居住支持的服務的部分，

包括有5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總共只有35床，還有一個日間中心（就

是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他們有15個合作的機構、還有家屬及病人

的組織俱樂部或者是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這小鎮總共有214位工作人

員，包括23位精神科醫師，7位心理師，111位護士，10個心理社會復健

師，8位社工，27位支持人員，12位行政人員 [62]。

Trieste小鎮在1971年時，總共有1,200床位，都在精神科專科醫院。

在1980年的時候，準備了九年的時間才完全關閉這個病院。在2016年的

時候，有67張床，其中26張床是屬於心理衛生中心24小時的危機處置病

床，也就是每10萬人裡面有11張床；在綜合醫院精神科有6張床，等於

每10萬人有2.5張床，另有98人在庇護場所。一年當中，總共有4,400人

來就診，只有23個人是強制住院，其中三分之一是在24小時心理衛生中

心的急診床。他們的醫院採取的是開放的制度，沒有約束，沒有電痙攣

療法。這小鎮沒有精神疾病的街友，316人接受支持性就業，18人是在

六個月為期的積極復健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62]。

94%的心理健康預算都花在社區精神醫療服務，只有另外的6%花在

綜合醫院的精神科的床位。整個預算花得最多的是人事費用占了59%，

為了病人購買個人健康方面之需要的服務一共是占了20%，維持性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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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等等只花了14 %，而藥物的只占了2%。就成本效益來看，在1971年

的時候養一個精神科醫院，花掉了今天的28百萬歐元；在2016年，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加這所有的總總醫療總共花16.9百萬歐元；平均每一個人

花了73歐元 [62-64] 。

這一個小鎮的實驗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復元發生在社會網絡之

間的社會關係當中。復元和社會性很有關係，例如社會復歸、權利、權

力、和融入，支持病人個人的改變，就是一個起點。個人的功能只是一

個中介變項，重點是這一個人要有融入的主要角色，「社會融入、自我

決定、公民權利等基本權利是復元的基礎，而不是在康復之後才能有

的權利（basic rights of social inclus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citizenship 
provide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rather than follow after recovery）」[63]。

而精神醫療提供的這些處置是不是有幫助，和是不是一個開放的機會，

並且啟動資源有關。他們也發現，階梯式的照顧並不是需要的，而且最

好每一個單位的門檻是低的。這個整合的工作，需要衛生部門、社會

福利部門，還有社區的組織等等通力合作。義大利在180法案實施40年

候，證明了關閉精神病院是可能的，而且讓人瞭解到這樣病人仍然能夠

有他們自己想要的生活，有值得活的生活，而且有公民權利。

三、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照護體系成為政策的潮流

復元導向的服務體系，並不是憑空而生的，而是從原來的精神照護

體系演進的過程而來。上面所述的美國與義大利兩個國家，是兩種不同

的極端，回應1970年以後，復元運動所產生的新的力量，而造成了政策

以及體系上的變化。澳洲從1992年開始五年一期的國家精神健康計畫，

第一期主要的著力點在去機構化和布建社區化的精神照護；一直到第三

期2003年時，將復元寫進到衛生政策，認為復元應該是服務的核心目標 

[65]。英國則是2001年的時候，開始「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的國家

衛生政策，目標是「看到更多的人有好的精神將康狀態，更多的有精神

狀況的人可以康復，更少的人會經驗到汙名化與歧視」。這個政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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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當特別的試辦計畫，鼓勵五分之三的機構採用復元導向的組織改變

策略，包括員工必須有一半是精神病人 [66]。愛爾蘭和紐西蘭也有提倡復

元的衛生政策 [65-67]。

Le Boutillier等學者 [68] 分析美國、英國（包括英格蘭與蘇格蘭）、

紐西蘭、愛爾蘭、與丹麥五個國家30個復元導向的衛生政策、研究、專

家意見、與服務準則等文件，就復元相關的社會政治環境（人權、基本

物質需要、汙名化與歧視、倡議、社會融合、社區參與與社會網絡、有

意義的社會角色的日常活動），組織環境（組織是否將復元當作重要的

承諾，包括工作上的支持結構、品質改善、照護流程、工作人力發展計

畫），服務――環境交互作用（包括以夥伴關係與激發希望的方式提供

服務），服務取向（是否支持個人定義的復元，選擇，同儕支持，優勢

觀點，全人取向等）做主題分析，發現這些文件的內容大致都含括四大

面向：促進行使公民權利、組織承諾、支持個人定義的復元、和關係建

立。其中最常被提到的，分別是服務方案的工作人員是要和服務者的建

立夥伴關係，並且這個關係能激發希望感；服務的提供要能個別化，而

且有告知選擇／共同決定；復元的結果指標要能夠包括社區參與和建立

對個人有意義的社會網絡。

四、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照護體系的特色

對精神病人而言，復元就是生病後仍能有一個滿意的、有意義的

人生。復元導向的社區照護體系就是為協助精神病人達到這個目標而需

要打造的服務的集合體。隨著復元的概念逐漸廣被接受，促進復元的過

程的要素也被研究與瞭解。以國內宋麗玉教授與施教裕教授的復元的統

合模式 [69] 為例，提出復元的三大基石是症狀減緩、心理能量（自賴、

堅毅、與復原力）、與家庭支持。要建立這三大基石，精神病人不能缺

席；必須培養出自我感，障礙的處理知能，以及有希望、有意願、且負

責任的行動。而誰還可以提供服務呢？專業人員可以透過實證的藥物治

療或心理方法來協助減輕症狀，家人和社區鄰里都可以透過活動來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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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能量和家庭支持。

美國耶魯大學Davidson等學者也提出，復元導向的服務的必須包括

八個原則，包括：精神病人的主動參與是最重要的；促進可近性和參

與；使用優勢為本的評量；一起發展個人化的復元計畫；以功能來導引

復元的方向；瞭解和發展社區資源；找出並排除復元的絆腳石 [58, 70]。每

一個原則都有清楚具體的行動步驟和指引，並且指導如何評估做得正不

正確。他們也將這個指引在2009年出版了。

精神復健大師William Anthony（1993，2000）則指出，以往精神治

療的體系的核心假設是以疾病為核心，而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嚴重精神疾

病的長期病程傾向退化。在這個核心假設下，治療體系的安排自然是以

症狀治療、減緩退化、或維持現有的功能為主。但是，當精神病人把復

元成了共識，有意義的生活成了目標，復元導向的體系也有新的面貌。

他從精神病人的基本需求一直到自我發展的各類需求，規劃了一個完整

的體系如次頁表2-2 [71]。其中的服務類別，其實都早已存在，只是當精

神病人是服務使用者或接受者的時候，這些服務是片段的。當以「復

元」為新的視野的時候，是以精神病人自己「坐在駕駛座上」掌握人生

的方向盤，這時復元計畫就有如羅盤。而串聯這些服務，成為有意義的

地圖，這就是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照護體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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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描述 案主成果

治療 減少症狀與壓迫感 症狀減輕

危機處置 控制與解決危機或危險狀況 安全獲得保障

個案管理 讓案主得到所需要的服務 能利用服務方案

復健 根據案主目標來發展技巧與支持 角色功能

涵養

（enrichment）
讓案主參與滿足與滿意的活動 自我發展

權利保障 權益倡導 機會平等

基本支持 提供案主生存所需要的人事物 生存獲得保障

自我幫助 練習在生活中發聲與選擇 賦權

（empowerment）

安適／預防 促進健康的生活型態 健康狀態改善

表2-2   復元導向體系的內涵

資料來源：[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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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回應與政策建言（徐淑婷）

在前面的三節裡介紹了精神健康照護的意涵，簡介了以世界衛生組

織精神衛生地圖所看到的不同區域與不同經濟與醫療制度國家的差距，

以及澳洲、美國、與義大利的社區服務模式及康復導向的服務。若以公

共衛生三段預防的觀點來看，社區精神健康照護應包含篩檢、早期治

療、與預防失能三大部分；討論復元的觀點，似乎只是集中在後段預防

失能的部分，這是一個誤解。復元的觀點，指的是看到優勢，能力，和

意願 [1]，所服務的對象，不僅僅是精神病人，還包括社區中潛在的精神

問題困擾者，也包括社區鄰里本身，因此，討論精神照護體系的復元導

向，並不偏廢社區精神照護體系的任何層面。

前面三節舉的例子，分別是澳洲、美國、與義大利，這些國家的

社會經濟資源也相對豐厚。然而，復元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並不是

只能在高所得國家實施。WHO在1978年阿拉木圖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發表重要宣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更是身體、心理、

社會的安適狀態」，肯定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後WHO陸續提倡社

區本位復健（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的概念與作法，旨在提高

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滿足基本需求，並確保社會融入與參

與，尤其是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能透過家庭、社區、政府與非政府的

衛生、教育、就業、社會和其他服務的共同努力，得到康復服務，改善

貧困和障礙的惡性循環，也藉此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均等機會和社會包

容 [72]。社區本位復健模式（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matrix）即是

包括健康、教育、就業、社會、與賦權（empowerment）等五大領域的

主要目標，例如，在健康領域中包括促進、預防、治療、復健、與輔具

等項；社會領域包括個人助理、婚姻與家庭關係、文化與藝術、休閒與

體育、司法正義等項；賦權領域包括倡議與溝通、活化社區、政治參

與、參與自助團體與加入身心障礙者政治團體等等，其實也是復元導向

體系的關鍵目標。因此，在面對戰爭、貧窮、精神醫療缺乏與不均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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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在面對失能需要長期照護、機會不均等的國家，都適合來討

論是否為一個復元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更何況臺灣在世界銀行

集團（World Bank Group）分類中，是高所得的經濟體（所得超過美金

12,056元）。

臺灣對於「復元」這一詞的接受度很高。約莫在2000年左右，

吳就君教授在一篇到沖繩參觀精神病人家屬組織之後的心得提到，

「Recovery」翻譯成「復元」比較恰當，而非「復原」。宋麗玉教授於

2005年所發表的「精神障礙者之復健與復元――一個積極正向的觀點」 
[73]，積極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倡議復元理念，並於2009年以臺灣的精神病

人的為主體的復元統合模式 [69]。在2007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中，明訂

了社區精神復健的定義，指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

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

能力等的復健治療，並將提供這些業務的單位，稱為精神復健機構。精

神復健機構的評鑑基準向以優質的管理與服務品質為優先考量，在2015
年評鑑基準只有1處提到復元（3.9 召開社區復健及適應討論會），但

在 2017年大幅成長，日間型共有9 處（第2章重點說明，2.4, 2.9, 2.11條

文，第3章重點說明，3.3, 3.4條文），住宿型共5處（第2章重點說明，

2.4, 2.9, 2.11條文，第3章重點說明）。

2007年的精神衛生法第八條，「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社政、勞

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照顧、支持與復健體系，提供病人就醫、就

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也就提

示了社區精神照護的廣泛性，並不等同於社區精神復健。的確，只有在

社區精神復健領域討論復元，只期待精神復健機構的服務來滿足精神病

人的社區生活與復元的需求，是不足夠的；必須要個人，團隊和組織，

擁有促進復元的核心原則、價值觀、知識、態度和行為、技能和能力，

才能協助精神病人在他們所選擇的社區中過有意義的生活 [74]。

以下就分別敍述社區精神照護的服務提供者／協助者、服務方案、

與服務體系／政策／系統三個層面的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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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提供者／協助者層面

精神病人 Deegan [75] 大概是第一個提出若要協助復元，照護體系當

中的工作人員的態度需要轉變，那些劃分「殘障的世界」和「正常人的

世界」的冷峻藩籬應該打掉。隨著復元的各類研究的匯集、精神病人與

專業人員的倡導、與精神健康政策的加持，復元取向的協助者，被認為

至少要能做到：鼓舞希望；瞭解精神病人的價值觀和偏好；能建立工作

同盟；協助並讓精神病人共享決策；保持專業界限；支持精神病人有益

於復元的積極冒險與負擔責任；將精神病人與同儕、家庭成員、與社區

聯繫起來 [1, 76]。

不僅有這些原則上的宣示，實務也跟著政策的推廣漸漸落實下來。

美國的精神衛生最高主管機關物質濫用與精神健康服務署（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提供了網路

課程，並且和美國精神醫學會與美國社區精神醫師協會、美國護理師學

會、美國社工師教育學會、美國心理師學會、美國成癮治療專業學會、

國際同儕協會等專業協會，發展了專屬各個專業人員相關的復元實務課

程（Recovery to Practice Curriculum），在各個學會的官網上提供網路

連結，當作繼續教育的題材。例如，美國精神醫學會提供的網路影音課

程（RTP Psychiatry Curriculum），共有九課，依序是：介紹復元導向照

護、歡迎以及鼓勵投入、個人為中心的照護、復元歷程中的同儕支持、

藥物在復元中的角色、以健康及安適為焦點的照護、生活技能及自然支

持、文化適配的照護、創傷知情的照護。美國心理師學會則有四課，每

一課要收費25－35美元。一直都倡議復元概念的美國精神復健學會，則

把「促進復元的策略」列為精神復健師認證的七大能力領域之一，和其

他六項（人際互動知能、專業角色知能、社區整合、評估計畫與結果、

行政與系統工作知能、支持健康與安適的知能）的重要性不遑多讓。

當從嚴重精神疾病中康復的人被問及，什麼對他們的康復有幫助的

時候，答案通常是與他們有互動的人，而不是特定的模式、方案、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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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案和體系頂多只和他們僱用來和精神病人互動的人一樣好 [77]。也

就是說，一線工作者才是協助精神病人走向復元之路的推手。在臺灣，

大部分的精神病人接觸的都是在醫院或診所的專業人員，或在門診時、

或在住院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會接觸到精神復健機構人員。但目

前，醫護社心職五大專業之在校養成教育或是在職繼續教育的安排，並

沒有規定要有提升復元服務相關知能的課程或訓練。尋求這五大專業的

共識，將復元的觀念深植於從事精神醫療的每個人心中，應是目前政策

上與復元運動上最需達到的目標。

目前較長久陪伴精神病人走向復元，最多的還是精神復健機構負責

人／專業人員和專任管理人員。尤其是專任管理人員，更是直接和精神

病人接觸的協助者。在2018年2月衛福部修正公告的精神復健機構負責

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與訓練事項中，只有在負責人、專業人員、與專

任管理人員的繼續教育課程大綱中59種課程中，有一堂「精神復元服務

相關新知」；每年至少6小時中，必須包括消防安全、感染課程、社區

連結融合行銷等課程，這堂課也未必會雀屏中選。最主要的一線專任管

理員，反而應該在一開始就建立其角色在於協助復元的正確觀念，任職

資格訓練與任職一年內訓練課程中需強調復元的概念、原則、與實例。

而且，在專業培養與去汙名化的種種策略中，最有效的還是實地接觸的

經驗；精神病人以同儕專家之姿站出來，最能達到這樣的效果。但是，

精神病人與精神疾病搏鬥的實際經驗，卻未能被認定為訓練師資，這方

面實與國外的復元趨勢背道而馳，有必要在該辦法中重新定義。

二、服務方案層面

到目前為止，在社區精神照護中的復元導向，服務方案的內涵與

運作方式的討論是最為豐富的。Pat Deegan [75] 以一位精神病人的立場，

談論到精神復健與復元的關係時，將「復元」描述為「面對精神疾病帶

來的挑戰，而去克服的活生生體驗」，而將「復健」描述為「學著去使

用技巧或資源，來克服精神疾病的挑戰」。這是以歷程的觀點來看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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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復健，和臨床實務中重視結果（例如症狀減緩）與績效（例如是否就

業）大為不同。她更進一步闡述怎樣的復健方案特質，幫助精神病人踏

上、留在或是完成復元的旅程，包括三點：

第一、彈性與可及性：她說「在沒有所謂失敗，而且每個人都被

歡迎、被重視、與被需要的環境中，正在復元的人可以有效運用復健服

務」，以接納與尊重態度來看待每位精神病人，而不是功能高低或資源

多寡。

第二、有選擇的權利，「提供許多復健方案的選項給正在復元者有

所選擇，是很重要的」，練習選擇，練習自我決定，也練習了為自己的

行動負責。

第三、角色模範的存在，「促進復元的復健方案會重視復元者，

以及他們可以提供給其他人的禮物。這些禮物是復元者擁有的希望、優

勢、以及他們經歷復元過程中的活生生體驗」，而這段話，也在二十年

後印證了同儕提供的服務，比起沒有精神疾病經驗的專業人員來提供，

更讓精神病人滿意，也有更低的再住院率 [78, 79]。

社會復歸是這篇經典文章所沒有強調的面向。隨著復元運動的推

展，精神病人的社會融入與整合，享有與行使同樣的公民權利，也逐漸

被視為是復元導向的服務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臺灣的精神復健機

構也都會安排復元導向的精神復健服務，來支持精神病人在社區中的社

會角色扮演，包括健康促進（如定期體檢、體適能活動、就醫技巧訓

練、健康教育、傳染病防治）、職業與重建（如職能治療、工作訓練、

就業輔導、就業轉銜至勞工部門的職業訓練或支持性就業）、自立生活

（如社區適應活動、社區資源利用、財務管理、休閒娛樂安排）、和建

構社會支持（家屬座談或教育課程、同儕支持、去汙名化活動、回饋社

區活動）等等，並接受精神復健機構評鑑 [80]，來督促這類精神復健活動

的品質。

尊重選擇與個人成長等正向價值、運用工作人員的核心技能、促進

精神病人生命的轉變，是復元導向服務方案中的核心。常有誤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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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復元導向的服務方案只是價值取向（value-based practice），並被攻

擊為沒有實證基礎 [81]。事實上，復元導向的並不表示沒有實證基礎，這

二十年來，學者屢屢提出隨機取樣的實證研究，證明了支持性就業、主

動式社區治療、家屬衛生教育、疾病自我管理與復元訓練課程、同儕服

務等，都可以降低再住院率，與增加精神病人的滿意程度。SAMHSA在

建構復元支持體系行動（Recovery Support Initiative）中，也特別強調以

實證為基礎的導入，並將原先的實證方案與服務的國家登記網絡（The 
National Registry of Evidence-based Programs and Practices, NREPP）擴大

為資源中心（Evidence-Based Practices Resource Center）[82]，讓專業人員

與社區民眾方便查詢。強調以有效的介入模式來促進復元，值得我們來

學習，無論是評鑑與繼續教育，都應該強調精神復健機構應該以實證基

礎的介入模式來提供服務。

三、服務體系／政策／系統層面

精神病院的去機構化與精神病床數的多寡，並不是社區精神照

護的最主要指標。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35個國家中，每十萬人精神病床數平

均是68床，但德國121床，英國是54床  [83]。經濟學人智庫以四個主要向

度，分別是環境、機會、可及性、與治理，比較歐洲30個國家的精神健

康和社會融入，德國與英國分別高踞前兩名 [84]。精神衛生立法與政策引

導的精神健康預算的挹注、以及精神醫療體系相對應的作為，才是社區

精神照護的發展的推手。在本章中的第二節介紹的澳洲的社區照護的模

式中，社區照護的主軸，是以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與個案管理團隊，依嚴

重度、急迫性、及需求，分流到危機處理團隊、機動支持團隊、或是持

續照護團隊。

德國的醫療制度和臺灣類似，有醫療保險，也有不用轉介就可以

看診的專科醫師診所，全國社區居住方案有63,427處，約每十萬人口有

76間，約是臺灣的120倍，有39,663處在社區中的復健據點。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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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重點，有219所特別診所與304個機動團隊處理緊急嚴重的問題，

有居家治療團隊處理預防與穩定期的照顧工作，還有586個社會精神服

務團隊（Sozial-psychiatrische Dienste），以團隊方式或是日間照顧形式

來補強醫院與機動團隊外，精神病人的復健需求 [85]。在英國，增加精

神健康服務的涵蓋率是以推展社區個案管理來進行的。1998年設定了

全國性的服務準則、模式與目標，在2008年時有762個社區精神衛生團

隊（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s），接受一般科醫師的轉介，提供

諮詢服務，偶爾也提供居家訪視服務。另外，也有270個危機化解團隊

（Crisis Resolution Teams）到家處理緊急問題，預防再住院；248個主動

社區治療團隊（Assertive Outreach Teams）在社區中協助有多重困難、

社交孤立、或不遵從醫囑的精神病人；有151個早期處遇團隊在社區擔

負鑑別精神疾病與預防發病的工作，和32個街友服務團隊，以及52個專

精於復建的團隊在社區中服務，補強公醫制度下的精神病人的社區精神

醫療與復健的需求 [85]。

個案管理制度常被批評為只有管理，而沒有協助；有病人，卻不

以人為中心。這三個國家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就是在社區中以團隊的力

量，來協助精神病人危機期與穩定期的醫療需求，在本書第五章第三節

將有更近一步地闡述。將復元的精神帶入個案管理制度，也是國際間最

近轉向以復元導向的社區精神醫療體系的重點工作。以美國麻州的個案

管理為例，2009年因應社區精神照護經費的縮減，麻州精神衛生部推行

「社區本位彈性支持（Community Based Flexible Supports, CBFS）」個

案管理制度。和政府簽訂合作契約的個案管理團隊中必須要僱用既是同

儕身份又有個案管理師執照者至少一人，每位個案管理師的案量約在10
人左右，核心任務是銜接醫療、復健服務和支持、住宿服務、就業服

務、教育協助、福利協調、支持與協助社區融合、物質使用障礙諮詢、

健康和安適（wellness）服務、以及同儕支持服務。實施了9年之後，麻

州精神衛生部認為應該要更積極減少再住院率與住院天數，並且因應年

齡層的轉變，第一次使用精神醫療的年輕族群精神病人的大幅上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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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到37歲的從2009年是23％、到2018年是55%，更有需要以實證本位的

方式來提供整合性的服務，宣布將CBFS的個案管理模式更提升為「成

人社區臨床服務（Adult Community Clinical Services）」，一萬一千位

病情與障礙屬於較嚴重的精神病人都納入了這個服務。個案管理團隊都

是有證照的專業人員，也包括有證照的同儕個管師，和精神病人的精神

科醫師配合，服務要以家庭為焦點，強調同儕支持的角色，從危機處理

到生活技能訓練，涵蓋疾病管理、復元、與預防物質濫用等面向 [86]。精

神衛生部的角色，除了撥給經費、協助與管理資訊系統，也會監督精神

病人的進展，並且提供更多的經費購買精神病人得到需要的服務，包括

職業重建體系或是會所提供的就業服務 [86]。也就是說，政府的角色不

是只要求個案管理師去連結已有的正式（但是可能要排隊）或是非正式

（可能免費可是看運氣）的資源；透過購買服務，讓個案管理師可以更

以精神病人的需求為中心，有更高品質的服務。

四、結語

本章先是介紹了社區精神衛生照護的全球趨勢，整理了世界衛生

組織的精神衛生地圖中，不同區域或所得國家的精神衛生服務的概況，

以及影響精神衛生服務的社會經濟因素。接著以澳洲、美國、義大利的

復元導向的社區照顧體系，以此來回顧社區照護體系的內涵。最後也參

照德國、英國、美國等國的社區精神照顧體系的核心模式－個案管理制

度，來整理不同層面，包括協助者／服務提供者層面、服務方案層面、

系統與政策層面的復元導向的趨勢之可能做法。

以下就服務對象、服務提供者／協助者層面、服務方案層面、服務

體系／政策／系統層面，整理我們對政策的建言：

（一）整體說來，社區精神照護體系不一定會省下更多的經費，但

是會讓精神健康照護的涵蓋率更廣。在目前精神醫療與復健制度下所照

顧的族群，必須把視角擴大，除了重視在精神復健機構或生活重建機構

的這一群社區精神病人之外，更需要為只是來門診或者是遠離精神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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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病人來創造服務，讓復元的現象更廣泛被看見。

（二）服務提供者／協助者層面，即將或剛踏入精神醫療與復健專

業的學生與專業工作者，更需要加強復元概念與支持策略的教育。我們

呼籲五大專業的在校學生的精神醫學與照護的課程，在醫院工作的專業

人員的在職教育，以及精神復健機構的專任管理員任職資格訓練與任職

一年內訓練課程，應有適當的時數安排復元相關的課程，以及與精神病

人的實際接觸經驗。

（三）服務方案層面，目前的精神復健機構評鑑制度已經將協助復

元的策略放入精神復健品質來加以評鑑考核，這是明智且正確的方向。

未來需要加強運用已有實證基礎的精神復健服務，如支持性就業與疾病

自我管理，讓精神病人可以更早利用有效能的服務，邁向復元。

（四）服務體系／政策／系統層面，不管是公共衛生護士訪視或是

社區照護品質提升方案的案量過高，僅能做到資源連結或是關懷，與生

活在社區中的精神病人的就業／就學與社區融合的多重需求有所差距。

而案量較少的社區關懷訪視制度，留任與督導的機制不足，也缺乏團隊

合作的支援機制。我們建議個案管理制度必須更加健全，個案管理的

人力必須妥善發展，並且有專任的多專業團隊運作的機制。另外，可考

慮援用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的購買式服務制度，讓個案管理的有更多的資

源，發揮以人為中心的復元導向服務的精神，為精神病人客製化尋得更

好的專業支持。另外，世界潮流與實證研究都肯定了同儕角色在精神病

人的復元歷程的重要性，因此，同儕角色被正式看見、肯定與運作，在

協助復元的社區精神照護體系不可或缺。但現行的核銷制度中，同儕不

能以專家身份領取費用，行政體系中明顯的歧視需要被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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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臺灣精神康復者的社區照護復健發展、需求與評估

第一節   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的社區照護：

            衛政、社政資源與問題（ICF）（林惠珠）

精神衛生法立法宗旨在於促進國民心理健康、預防及治療精神疾

病、保障病人權益、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因此我國精神醫療照

護目標為「去機構化」，期望精神病人得以回歸家庭及社區，過一般正

常人生活，避免因長期滯留醫院導致病情慢性化及功能退化，故積極發

展社區精神醫療，包括：醫院日間病房、精神復健機構、居家治療等，

並建置社區病人追蹤管理機制，此為政府長期以來精神衛生施政的重

點。

精神病人的復元不僅需要妥善的醫療復健，也需要社會福利資源的

介入與協助，以減少病人在生活適應上的困難，並減輕家屬的負擔，增

加疾病保護因子。嚴重精神病人若未妥善照護容易導致慢性化及功能退

化，而家庭因長期照顧久而久之也不勝負荷，因此慢性病房常見收治數

年甚至數十年的病人，然而醫院病床有限，周轉率又低，急性住院後轉

慢性病床十分不易，當家屬不得不接病人出院回家後，若無法如醫院般

監督服藥及安排生活作息，不久又再發病而須緊急送醫，如此反覆發作

也使得家屬易萌生棄置之意念。早期精神疾病照護系統並未完備且社會

福利資源不足，因此龍發堂、大千堂等非立案場所也就應運而生。

家庭支持系統的強弱影響精神病人的病情穩定及生活重建。然而長

期照顧使得家庭資源遞減，必須有社會支持系統的協助，包括：親友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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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宗教、工作、就學、社會救助、社會福利、醫療、社區復健、長期

照護等，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從而降低長期機構安置的需求，延

長精神病人居住社區的時間。

政府為協助社區精神病人維持規則就醫治療及穩定生活，建構社區

精神病人追蹤關懷制度，起初僅由地方衛生局（所）公共衛生護士定期

依據病人分級追蹤訪視，然因公衛護士肩負多項公共衛生任務，人力有

限，難以負荷，故衛生署自2006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專業人力，

提供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服務，尤其針對1、2級未能規則就醫或病情

不穩的病人，目的在於減少病人因服藥遵從性不佳而反覆發病，且避免

至病情嚴重時才就醫的情況。另希望早期評估發現生活遭遇困難或有社

會福利需求之高風險病人，轉介社政單位，並主動提供預防性服務。

在政府組織再造前，衛生署掌衛生醫療，依據精神衛生法施政；

社會福利歸內政部社會司主管，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政。為期

雙方分工合作，協助精神病人在不同病程階段的醫療及福利需求，因此

於1998年共同制定「精神病患分類及照護體系權責劃分表」（如次頁表

3-1）。

據此，精神病人依其情發展及功能狀況劃分為六類，各類階段有其

不同資源需求，且依資源所屬權責來區分主管機關之主、協辦角色，並

制定「精神病人病情分類評估標準」（如次頁表3-2）作為服務收、結

案的標準。

精神病人的社會福利資源係因「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將慢性精

神病人納入障別對象，雖然精神障礙經適當的醫療及復健仍可改善其病

情且提升其功能，有別於其他障別者之「不可逆性」，但是對家庭造成

的長期負擔不亞於其他障別者。1995年因考量精神衛生法無法提供精神

病人醫療以外的社會福利，為保障其人權及生活品質，將慢性精神疾病

納入「殘障福利法」適用對象。1997年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07年為配合環境變遷，積極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並使身心障礙分

類與國際接軌，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及福利內



103｜第三章｜臺灣精神康復者的社區照護復健發展、需求與評估

分 類

病
患

性
質

服
務

類
別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機
構

分
分

權
責

劃
分

分
分

一
嚴

重
精

神
病

症
狀

、
需

急
性

治
療

者
。

精
神

醫
療

急
診

急
性

住
院

治
療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二
精

神
病

症
狀

緩
和

，
但

未
穩

定
，

仍

需
積

極
治

療
者

。

精
神

醫
療

慢
性

住
院

治
療

日
間

住
院

治
療

居
家

治
療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三
精

神
病

症
狀

繼
續

呈
現

，
干

擾
社

會

生
活

，
治

療
效

果
不

彰
，

需
長

期
住

院
治

療
者

。

精
神

醫
療

長
期

住
院

治
療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四
精

神
病

症
狀

穩
定

，
局

部
功

能
退

化
，

有
復

健
潛

能
，

不
需

全
日

住
院

但
需

積
極

復
健

治
療

者
。

日
間

住
院

治
療

社
區

復
健

治
療

社
區

追
蹤

管
理

就
業

輔
導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衛
生

所

職
業

訓
練

及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勞
政

單
位

五
精

神
病

症
狀

穩
定

且
呈

現
慢

性
化

，

不
需

住
院

治
療

但
需

長
期

生
活

照
顧

者
。

精
神

醫
療

社
區

復
健

就
業

安
置

安
養

服
務

養
護

服
務

居
家

服
務

護
理

照
顧

服
務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護
理

機
構

社
政

單
位

（
主

辦
）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
協

辦
）

衛
生

醫
療

單
位

六
精

神
病

症
狀

穩
定

且
呈

現
慢

性
化

，

不
需

住
院

治
療

之
年

邁
、

失
智

症
患

者
、

智
障

者
、

無
家

可
歸

者
。

長
期

安
置

居
家

服
務

表
3
-1

  
 精

神
病

患
分

類
及

照
護

體
系

權
責

劃
分

表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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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1. 身心障礙鑑定及手冊核發

精神病人鑑定由精神醫療團隊執行，內容包括日常生活能力、社交

能力及職業功能，障礙等級分為輕、中、重、極重四級。身心障礙等級

影響社會福利補助之多寡，因此有些已取得永久證明之精障者，經醫療

復健而功能提升後，未必願意重新鑑定，修法後之障礙證明有效期限為

5年，或可改善與實際不符之現象。

2. 身心障礙需求評估

縣市政府社會局（處）依據衛生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應

視其 (1) 障礙類別 (2) 障礙程度 (3) 家庭經濟狀況 (4) 照顧服務需求 (5) 
家庭生活需求 (6) 社會參與需求進行需求評估，並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

務。然而目前精障者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鑑定

後之需求評估及轉介福利服務並未落實，且未包括就醫、就養、就學、

      評估

      項目

病人

性質 

症狀干擾

程度

自傷他

傷危險

自我照

顧功能

社會角

色功能

復健潛

在能力

家庭社

會支持

第一類 嚴重 中或高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第二類 中等 中或高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第三類 中或嚴重 不限 不限 差 差 不限

第四類 低 低 可 可或差 可或佳 可或佳

第五類 低 低 可或差 差 差 差

第六類 低 低 可或差 差 差 差

表3-2   精神病人病情分類評估標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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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之整體性需求評估及轉介服務，因此精障者需求評估有賴社政與衛

政之整合性加強。

3. 身心障礙福利項目

(1) 就業服務資源：職能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職

前訓練、就業服務（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社區化就

業）、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其他職業重建服務。精障者

除創業輔導較少使用外，其他就業服務項目都是社區復健的

重要資源。

(2) 身心障礙者支持性服務：居家照顧服務、生活重建服務、心

理重建服務、社區居住、婚姻及生育輔導、日間及住宿式照

顧、家庭托顧、課後照顧、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其他個人照

顧之服務。

(3)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照顧者支持、照顧

者訓練及研習、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其他有助於提升照顧

者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服務。

(4) 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休閒及文化參與、體育活動、公

共資訊無障礙、公平之政治參與、法律諮詢與協助、無障礙

環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5) 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身心障礙者及其撫養者應繳納之稅捐

減免；依身權法規定所得之各項補助免納所得稅；身心障礙

者加入社會保險，應依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保險費；生活補

助費；照顧者津貼；國民年金（未達65歲，但為重度或極重

度，且符合無工作能力）；日間、住宿、居家照顧費用補

助；房屋租金、購屋及購車位貸款利息補助；身心障礙者財

產信託服務。

(6) 其他社會福利資源：本人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申請創業貸款、申請攤販設置許可、申請彩券販賣、

輔具補助、公共交通工具優免、身心障礙專用車位、休閒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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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費用優免。

依據身心障礙分為「輕、中、重、極重」四等級，據以提供差別之

精神照護及社會福利服務（如表3-3）。

等級 定         義 照護需求

輕度 職業功能、社交功能輕度退化，在協助

下可勉強維持發病前之工作能力或可在

非庇護性工作場所工作，且毋需他人監

護，即具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能力者

門診、全日住院

日間住院

居家治療、關懷訪視

精神復建機構

生活重建機構

社區居住

中度 職業功能、社交功能退化，經長期精神

復健治療，可在庇護性工作場所發展出

部分工作能力，亦可在他人部分監護，

維持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能力者

門診、全日住院

日間住院

居家治療、關懷訪視

精神復建機構

生活重建機構

社區居住

重度 職業功能、社交功能退化，需施以長期

精神復健治療，以維持其日常生活最基

本自我照顧能力，並需他人監護者

門診、全日住院

居家治療、關懷訪視

精神護理機構

生活照護機構

極重

度

職業功能、社交功能、日常生活功能退

化，需完全仰賴他人養護或需密切監護

者

門診、全日住院

居家治療、關懷訪視

精神護理機構

生活照護機構

表3-3   精神障礙等級與照護需求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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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依據精神衛生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精神病

患照護服務網絡包括下列機構性質：

1. 以疾病醫療為主――精神醫療機構（門診、急診、急性病床、慢

性病床）。

2. 以社區復健為主――精神醫療機構（日間留院）、精神復健機構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3. 以生活照顧為主――精神護理機構、日間型生活照護機構、住宿

型生活照護機構。

4. 以生活重建為主――日間型生活重建機構、社區居住。

【現況與問題分析】

一、衛政資源相關問題

（一）機構式精神照護模式及收案對象

分為住宿型及日間型兩大類，社區照護以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科醫

院日間留院為主，收案對象如表3-4所示。

（二）精神復健機構資源發展狀況

衛生署於1994年訂定「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暨獎勵辦法」，

機構區分為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含庇護性工場）及住宿型精神復健機

構，2008年修訂機構名稱為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即社區復健中心）及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即康復之家）。

精神復健機構自1995年開始設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學員平時居

住家中，日間參加機構安排的各類工作及獨立生活復健活動；住宿型精

神復健機構住民則住宿於機構中接受獨立生活訓練以重建社會生活適應

能力。



108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服務單位 服務性質 收案對象

精神科急

性病床

提供急性期精神

病人治療服務

第一類：嚴重精神病症狀，需急性治療

者

精神科慢

性病床

提供慢性期精神

病人治療服務

第二類：精神病症狀緩和但未穩定，仍

需積極治療者

第三類：精神病症狀繼續呈現，治療效

果不彰，需長期住院治療者

住宿型精

神復健機

構（時稱

康 復 之

家）

提供病人從醫院

返回家庭之前，

一個具有保護、

暫時、支持性的

居住環境

第四類：精神

病症狀穩定，

局 部 功 能 退

化，有復健潛

能，不需全日

住院但須積極

復健治療者。

以經精神科專

科醫師診斷需

復健治療之精

神病人為限

1. 精神狀態穩定，且無

自傷、傷人之虞

2. 無嚴重之生理疾病

3. 願意接受精神科治療

4. 能參與復健方案或外

出工作

5. 能遵守生活公約

日間型精

神復健機

構（時稱

社區復健

中心）

提供多樣化的生

活與職能訓練，

強化病人在社區

的生活能力，以

達成獨立生活為

目標

1. 精神狀態穩定，且無

自傷、傷人之虞

2. 繼續接受精神科門診

追蹤及治療

3. 能自行獨立接受訓練

或家屬可配合

4. 稍具耐性及工作動機

日間留院 開放性的精神疾

病復健治療環境

設施，屬於部份

留院性質，採學

校教育、訓練和

治療三合一的觀

念

第二類：精神病症狀緩和但未穩定，仍

需積極治療者

第四類：精神病症狀穩定，局部功能退

化，有復健潛能，不需全日住院但須積

極復健治療者 

表3-4   住宿型與日間型精神照護服務性質及收案對象

資料來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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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也於1995年開始給付精神復健機構，而且點值固定不浮

動，優於醫療機構，並於2003年、2011年分別調升：

1.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250元／人日→450元／人日→480元／人日。 
2.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210元／人日→378元／人日→508元／人日。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總服務量由2005年60人量增至2010年3, 654人

（75家），此後逐漸遞減至2017年為3, 176 人（67家）（見表3-5），依

據政策目標值2人量／每萬人，僅達70％，尚嚴重不足。原因包括：

1. 社區病人大多仰賴醫院及衛生局社區關懷人員轉介，而醫院若設

有慢性病房、日間留院或附設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將優先留下

功能較佳的病人，轉出病人多不符合精神復健機構收案標準，以

致收案困難，且因病人社會功能偏低，留置率及出席率難以提

升。

2. 有些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係服務特定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而設

立，且部分位置較偏僻，交通不便，若機構未能提供接駁服務，

勢必無法提升一般社區病人參與之意願。因健保給付規定不利於

該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轉介病人，機構又難召募社區病人，多因

此而歇業。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總服務量由1995年79床增至2010年3,772
床（100家），之後持續增加，2017年已達6,068床（144家）（見表

3-5），仍持續增加中，較政策目標值1人量／每萬人，已達263%，顯然

超出許多，也意味經營上較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具有實質誘因，包括：

1.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的病人均居住於機構內，無論其復健動機強

弱，並不影響機構營收。

2.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健保給付界定為復健治療費，不包括住宿費

及伙食費，因此機構可向住民或家屬另行收費，收費項目及金額

雖經地方衛生局核定，但未訂伙食費應實支實付，因此許多機構

定額收取伙食月費，既未公開食材成本，又將備餐列為住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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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間留院
日間型

精神復健機構

住宿型

精神復健機構
精神護理之家

機構

家數

服務量

（人）

機構

家數

服務量

（人）

機構

家數

服務量

（人）

機構

家數

服務量

（開放

床數）

1985 - 179 - - - - - -

1990 - 676 - - - - - -

1995 - 3,399 - 60 - 79 - -

2000 - 3,774 - 576 - 1,583 - -

2005 - 6,317 39 1,906 63 2,625 10 917

2008 - 6,584 65 3,423 91 3,747 22 1,493

2010 105 6,712 75 3,654 100 3,772 29 2,252

2012 104 6,534 71 3,531 116 4,736 30 2,477

2013 101 6,164 72 3,502 117 4,860 32 3,005

2014 102 6,236 71 3,433 119 5,101 32 3,054

2015 100 6,333 67 3,281 132 5,519 37 3,494

2017 100 6,317 67 31,76 144 6,068 47 3,805

表3-5   各型社區復健機構的家數與服務量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訓練，樽節成本，使機構得以從中牟利。

3.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標準樓地板面積僅為精神護理之家

50%，人力配置也較低，但部分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卻接受社政

單位委託收養需長期照顧病人，甚至合併智能障礙病人，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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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活照顧費（即托育養護費），尤其臺北市住宿型精神復健

機構可同時申請全額健保給付及八成的社福住宿生活照顧費，其

投資效益優於精神護理之家，甚至優於精神科醫院慢性病床。

4. 精神護理之家歸屬長照機構，非為醫療機構，因此未有健保給

付，一般家屬需自費，若屬經濟弱勢才可申請社會福利住宿生活

照顧費補助，因此家屬基於費用負擔，寧可選擇將病人安置於住

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甚至留在精神科慢性病房。

5. 精神科醫院病人住院時間過長，易受到健保單位核刪醫療費用，

因此部分醫院結盟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作為病人暫時出院安置

之場所，以縮短健保申報之住院時間。

2011年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大幅調升健保給付點數後，家數床數不

斷成長，6年內成長48%；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給付雖略有調升，但家

數人數同降，6年內降低8%。精神護理之家因應長照政策之推行，於6
年內床位數成長55%。

（三）精神復健機構規模與資源分布狀況

精神復健機構依法未有規模限制，存在大型化及連鎖產業化問題，

未能真正去機構化，且部分設置地點生活機能不佳，缺乏社區復健資

源，影響服務品質及復健成效。

目前尚未能普查各類社區復健資源的需求狀況，難以管控社區復

健資源的數量；由於部分機構較偏遠、過於大型化、集中分戶設置等問

題，導致資源集中，普及性或可近性不足，影響精神復健業務之推展。

精神復健機構為社區型機構，分布均衡及可近性佳為其重要條

件，2017年12月全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共計144家，其中≤49床有127
家（88%），50-99床有13家（9%），100-149床3家，150床以上僅有1
家，故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仍以小型化為主。全國家數以臺北市、新北

市及桃園市為最多，共計84家，占全國58%，但僅有1家超過50床，資

源最充足且分布平均。而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總計14家，卻有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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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總計
機構服務規模

≤49床 50-99床 100-149床 ≥150床

總計 144 100% 127 88% 13 9% 3 2% 1 1%

基隆市 1 100% 1 100% - 0% - 0% - 0%

宜蘭縣 4 100% 4 100% - 0% - 0% - 0%

臺北市 43 100% 43 100% - 0% - 0% - 0%

新北市 22 100% 21 95% 1 5% - 0% - 0%

桃園市 19 100% 19 100% - 0% - 0% - 0%

新竹市 3 100% 1 33% 2 67% - 0% - 0%

新竹縣 2 100% 2 100% - 0% - 0% - 0%

苗栗縣 5 100% 5 100% - 0% - 0% - 0%

臺中市 4 100% 1 25% 3 75% - 0% - 0%

彰化縣 6 100% 1 17% 3 50% 2 33% - 0%

南投縣 4 100% 2 50% - 0.0% 1 25% 1 25%

雲林縣 3 100% 3 100% - 0% - 0% - 0%

嘉義市 3 100% 2 67% 1 33% - 0% - 0%

嘉義縣 1 100% 1 100% - 0% - 0% - 0%

臺南市 12 100% 12 100% - 0% - 0% - 0%

高雄市 8 100% 7 87% 1 13% - 0% - 0%

屏東縣 2 100% 1 50% 1 50% - 0% - 0%

臺東縣 1 100% 1 100% - 0% - 0% - 0%

花蓮縣 1 100% - 0.0% 1 100% - 0% - 0%

澎湖縣 - 0% - 0% - 0% - 0% - 0%

金門縣 - 0% - 0% - 0% - 0% - 0%

連江縣 - 0% - 0% - 0% - 0% - 0%

表3-6   住宿型機構縣市分布情形及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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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別 總計
機構服務規模

≤49床 50-99床 100-149床 ≥150床

總計 144 100% 127 100% 13 100% 3 100% 1 100%

私立機構 127 88% 112 88% 11 85% 3 100% 1 100%

公立醫療

機構附設

機構

14 10% 12 9% 2 15% - 0% - 0%

醫療法人

附設機構
1 0.7% 1 1% - 0% - 0% - 0%

法人或其

他人民團

體附設機

構

2 1.3% 2 2% - 0% - 0% - 0%

表3-7   住宿型機構權屬別及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7年12月。

50-99床（占全國43%），3家100-149床（占全國100%），1家150床以

上（占全國100%）（見表3-6），資源大型化且集中，尤其南投縣每萬

人口高達6.92床，遠超過1床／每萬人，而占床率卻高達87%，可見多數

住民遠離家鄉，返家訓練不易，與家庭關係勢必更為淡漠，而成為長期

安置機構。

2017年全國各縣市僅有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離島地區沒有設置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機構權屬別方面，私立機構總數127家，占全國

88%（見表3-7），可見民間樂於投資經營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2017年12月全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共僅67家，其中≦49人量有53
家（76%），50-99人量有12家（18%），100-149人量2家，150人量以

上0家，故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比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略微大型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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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日間型機構縣市分布情形及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7年12月。

縣市別 總計
機構服務規模

≤49床 50-99床 100-149床

總計 67 100% 53 79% 12 18% 2 3%

基隆市 1 100% - 0% 1 100% - 0%

宜蘭縣 5 100% 5 100% - 0% - 0%

臺北市 6 100% 3 50% 3 50% - 0.0%

新北市 5 100% 4 80% 1 20% - 0%

桃園市 4 100% 3 75% 1 25% - 0%

新竹市 2 100% 2 100% - 0% - 0%

新竹縣 - 0% - 0% - 0% - 0%

苗栗縣 5 100% 4 80% 1 20% - 0%

臺中市 9 100% 7 78% 1 11% 1 11%

彰化縣 2 100% 2 100% - 0% - 0%

南投縣 3 100% 2 67% 1 33% - 0%

雲林縣 - 0% - 0% - 0% - 0%

嘉義市 1 100% 1 100% - 0% - 0%

嘉義縣 - 0% - 0% - 0% - 0%

臺南市 3 100% 2 67% 1 33% - 0%

高雄市 15 100% 13 86% 1 7% 1 7%

屏東縣 4 100% 3 67% 1 33% - 0%

臺東縣 - 0% - 0% - 0% - 0%

花蓮縣 2 100% 2 100% - 0% - 0%

澎湖縣 - 0% - 0% - 0% - 0%

金門縣 - 0% - 0% - 0% - 0%

連江縣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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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數以高雄市、臺中市及臺北市為最多，共計30家，占全國45%（見

表3-8），各縣市差異較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為小，中大型機構多數在

臺北市、臺中市及南投縣，且多為公立醫院附設，因其所擁有社區復健

資源較豐富，可吸引學員參與。

2017年全國尚有新竹縣、雲林縣、嘉義縣、臺東縣、金門縣、連江

縣及澎湖縣七縣市沒有設置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資源比住宿型精神復

健機構缺乏。機構權屬別方面，私立機構總數35家，占全國52%，公立

醫院附設卻有18家，占全國27%（見表3-9），可見民間對於投資經營日

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之意願遠較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為低。

（四）健保給付制度對社區精神照護之影響

自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精神醫療及精神復健機構之服務均納入健

保給付範圍。

1. 精神復健機構可申請健保給付，且點值固定不受浮動影響乃其優

主項目 總計
機構服務規模

≤49床 50-99床 100-149床 ≥150床

總計 67 100% 53 100% 12 100% 2 100% - 0%

私立機構 35 52% 30 57% 5 42% - 0% - 0%

公立醫療機構附

設機構

18 27% 9 17% 7 58% 2 100% - 0%

醫療法人附設機

構

5 8% 5 9% - 0% - 0% - 0%

法人或其他人民

團體附設機構

9 13% 9 17% - 0% - 0% - 0%

表3-9   日間型機構權屬別及規模概況

資料來源： [2]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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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惟住宿型機構健保給付竟分為全日型（508點數）與夜間型（126點

數），凡白天接受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服務者，僅能申報夜間型給付，

以致尚需社區工作訓練始能輔導社區就業之病人，多被全天留在住宿型

精神復健機構無所事事，或是由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提供簡易家事訓練

或產業代工，惟依據精神復健機構設置標準，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設施

設備僅包括一般家庭生活所需之臥室及日常生活起居空間，並未規範工

作復健空間，也未設置相關人力。此外，目前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置設

標準僅有一式，並無全日型和夜間型之區別，基於相同之成本卻有四倍

之給付差距，因而造成以下問題：

(1) 日常起居空間被產業代工設備所占據，影響住民日常生活。

(2)  住民多數時間均在狹小的機構內，缺乏社區適應活動機會。

(3) 機構將原應提供全體住民獨立生活訓練之設備（包括：廚

具、洗衣設備等），作為少數住民工作訓練使用，以致整體

復健成效不彰。

2.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給付標準之成本結構內容不詳，項目名稱為

「復健治療費」，不含「住宿費」，以致機構另訂自費項目，且各地方

衛生局核定收費項目與金額標準不一，部分機構甚至另行申請社會福利

補助（住宿生活照顧費用），造成病人及家屬之經濟負擔遠高於住院治

療，也因而降低住院病人轉介社區復健之意願。

3. 健保單位審核病人是否符合收案條件之評估表，未依據精神復健

機構評鑑標準之規定具體羅列收案標準供轉介之醫師參考，以致較缺乏

評估效能，無法確實篩選符合需求之病人。

（五）身心障礙住宿照顧（托育養護）補助措施對精神照護之影響

1. 精神復健機構目前列為社政單位身心障礙住宿照顧（托育養護）

之補助機構，導致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既是醫事機構，也被社政單位視

為長照機構，因而功能定位混淆不清，且其補助內容包含所有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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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復健所需費用，未能針對健保不給付之住宿費及伙食費等項目，衛福

部雖曾轉知精神復健機構不可重複申請健保給付及托育養護補助，但也

未嚴格禁止其申請社福補助，導致機構為提升占床率，也接受社政單位

委託收容需長期照護而非積極復健之第五、六類病人，因而服務品質與

復健成效長期難以提升。

2. 因健保給付與托育養護補助分屬不同主關機關，雙方未必勾稽，

因而會發生機構重複申報之情事。目前全國僅臺北市可合併申報健保費

及八成之托育養護費，然而均由機構直接向社會局（處）申請，若低於

病人需自付之費用金額，可能病人或家屬尚需再補差額；若高於機構所

訂自付之標準，則並未退給病人，造成不合理之情形。

（六）身心障礙ICF鑑定與需求評估對精神照護之影響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訂有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及轉銜機制，

惟就精神病人而言，並未落實，以致缺乏適當的資源轉介系統，病人及

家屬常因資訊不足而未能有效判斷及選擇，以致無法得到妥善的照護，

甚至成為機構的財產，當機構轉售時，一併待價而沽。

2. 由於精神照護未設有長照中心一般的評估轉銜機制，導致病人常

出現錯置的現象，嚴重影響病人權益，其情況如下：

(1) 醫院可能考量其慢性病床占床率而長期收容需養護的病人，

或長期留置具社區復健潛能的病人為機構分擔庶務工作，未

能落實出院準備服務。

(2) 精神護理之家為減輕照護負擔，收容具復健潛能的病人，甚

至利用該等病人分擔庶務工作，而未基於病人的權益轉介社

區復健。對於功能嚴重退化且合併其他疾病之困難照護病

人，反而缺乏收容意願。

(3) 社政單位缺乏第五、六類精障病人或遊民精神病人的收容機

構，因而有委託精神復健機構照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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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政資源現況及相關問題

精神病人在社會適應上所需福利資源介入，大致分為兩方面：(1)
病人經適當精神醫療及復健，康復程度已具備一般社區生活能力，惟

因家庭支持意願或能力不佳，須由社會福利資源彌補家庭功能之不足，

包括：居住場所、生活諮詢及危機處理等。(2) 精神障礙為重度或極重

度，經長期醫療及復健，精神症狀雖穩定，但自我生活照顧功能差，需

經常性由他人協助處理，而家庭功能有限，須由社會福利提供長期照顧

服務者。資源型態包括機構式及方案式，茲分述如下：

（一）機構式照顧資源及收案對象（如表3-10所列）

服務單位 服務性質 收案對象

精神護理
之家

第五類：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
性化，不需住院治療但需生活照顧
者
第六類：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
性化，不需住院治療之年邁者、失
智者、智障者、無家可歸者
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性化，需
生活照顧之精神病患。
收案對象應由醫師予以診察；並應
依病人病情需要，至少每個月由醫
師再予診察一次。

日間生活
照顧機構

提供身心障礙者長期
性、持續性生活照
顧、訓練與社會活動
參與等相關服務，促
進其身心功能發展及
維護之場所

第五類：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
性化，不需住院治療但需生活照顧
者
第六類：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
性化，不需住院治療之年邁者、失
智者、智障者、無家可歸者

住宿生活
照顧機構

表3-10   不同社區復健機構服務性質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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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撰寫者自行整理。

（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方案（如表3-11所列）

方案計畫 補助財源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社區式日間

服務布建計

畫

公益彩券

回饋金

18歲以上，自我照顧

功能不限，經評估有

需求者

生活自理能力、人際

關係技巧、休閒生

活、健康促進、社區

適應

社區式日間

服務――樂

活補給站

公務預算 15歲以上，自我照顧

功能不限，經評估有

需求者

技藝陶冶、休閒生

活、體能活動、社區

融合

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

公務預算 15歲以上，自我照顧

活動能力較少困難，

尚無法進入庇護性就

業，但有意願

作業活動為主，自立

生活、休閒文康為

輔，每週20小時為原

則

家庭托顧 公益彩券

回饋金

18歲以上，自我照顧

功能不佳，經評估有

需求者

身體照顧、生活照

顧、安全照顧，每日

以8小時為原則

社區居住 公務預算 18歲以上，自我照顧

及社會功能較佳，經

評估需專業服務者

日常活動支持、居住

環境規劃、社區融合、

健康管理協助、權益

維護、資源連結等

表3-11   現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方案、財源、對象與服務內容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日間生活
重建機構

提供身心障礙者生
活、心理與生理等相
關功能之訓練及輔
導，促進其回歸家庭
及社會生活之場所

第四類：精神病症狀穩定，局部功
能退化，有復健潛能，不需全日住
院但需積極復健治療者住宿生活

重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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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分析

現行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或社區式服務規劃及人員訓練，係為所有障

別之統一規定，無法因應精神病人的特殊性，故而也未能針對慢性精神

病患提供差異性服務方式，因此使用率偏低（表3-12）。此外，社政單

位也認為精神病人之主管機關為衛政單位，因此並未積極推展服務精神

病人之生活重建、長期照顧或社區居住方案，導致資源十分匱乏。

方案計畫 服務據點 服務人數
精障者人數

（比率）

社區式日間照顧

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
130 3,033 384（12.7%）

社區式日間照顧

樂活補給站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170 2,877 137（4.8%）

家庭托顧 138 295 8（2.7%）

社區居住 98 544 54（9.9%）

表3-12   現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方案服務據點、人數與精障人數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7年統計資料。

1. 精神照護資源由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分責但未整合，政策規劃與

資源分配相互行政協調不易，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估及資源轉銜未能

落實。

2. 精神病人家庭照顧者之支持服務資源不足，例如：臨時及短期照

顧、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及研習、照顧者津貼等，家屬照顧壓力沈

重，以致傾向尋求全日型機構式照顧，嚴重影響病人社區復歸。

3. 長期照護服務目前僅有精神護理之家，以致社政單位常將第五、

六類病人委託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導致病人需求與機構功能不符，也

無法得到妥善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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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居住方案資源不足，且無法滿足不同功能精神病人之需求，

尤其是年齡60歲以上，無積極復健之需求，但日常生活功能為輕、中度

障礙等級者，不需至護理機構，但需有居住安排。

5. 精神病人非治療性居家服務尚未有具體規劃，無法分擔家庭照顧

者之負擔。

6. 精神病人生活補助費之管理及運用多由家屬或機構代為保管，個

人缺乏自主權，難以保障其權益。

7. 機構式照顧未經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精神病人及家屬也未有充

分資訊及選擇權，而照顧補助費均由機構直接向主管機關申報，額外收

費項目及標準訂定各縣市不一，也未有合理性之評估，尤其伙食收費與

應有品質未有監管，難以保障機構住民之權益。

8. 社會救助身份之審核係以家戶為單位，實有其困難性，例如：因

家庭因素導致居住設籍困難者，成為縣市政府間的人球；家屬有經濟能

力卻不願照顧；手足僅願照顧尊親屬卻不願協助精神病人，而精神病人

因家庭整體經濟評估又無法通過社會救助審核，以致影響所需之醫療、

復健及長照資源轉介。

【綜合建議】

一、建議衛福部辦理精神病人社區照護需求研究調查，據以規劃及

管控社區照護資源之數量及分布，提高普及性及可近性，且避免資源重

疊造成收案困難而影響照護機構之正常發展。

二、精神復健機構強調「去機構化」、「家庭化」及「社區化」，

因此機構規模不宜大型化，以免流於集中式管理，爰建議於機構設置辦

法中明訂。

三、衛政與社政單位（包括精神衛生、健保給付、社會福利之主

管部門）針對精神病人社區照護資源之規劃及運用，應充分協調合作，

考量精神病人的問題特性及精神衛生政策之推展，以期身心障礙ICF鑑

定、需求評估及資源轉介能具體落實，俾發揮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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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宜比照或結合長照中心運作模式，建置精神病人整

體需求評估及資源轉介中心，落實各類精神照護機構或方案之收結案標

準，並積極提升精神病人及其家屬運用照顧服務資源之知能及自主性，

以協助其獲得適合之精神照護資源，並維護其應有之權益。

五、有鑒於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推展二十餘年來，收案對象及復健

成效難以達到原規劃之目標，其家屬也多期待長期安置，因而多數住民

滯留機構，失去中途之家的意義，建議重新檢討機構定位，其任務究竟

為社區復健抑或長期照顧？也不妨考慮因應現實需求，將住宿型精神復

健機構區分為積極復健與長期照護二類，後者歸屬社會福利機構，調整

設施設備及人力配置，同時解決精神病人長照資源不足之困境。

六、基於現行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無法滿足所有

需居住安置者之需求，除積極發展社區居住，協助可經濟獨立之病人離

開機構返回社區外，針對老年病人無積極復健需求，但日常生活功能屬

輕、中度障礙者，應發展適當居住方案以利轉介安置。此外，因應家庭

功能式微及精神病人雙老家庭增加，也需要積極發展多元社區居住方

案，以免衍生照顧不足導致病情不穩；照顧者棄置不顧淪為遊民，甚至

照顧者因不勝負荷而厭世之社會問題。

七、全日型照護機構將造成病人與家庭關係日漸疏離，返回家庭生

活遙遙無期，建議積極獎勵設置日間型復健及照顧機構，以利尚有家庭

的病人繼續維持居家生活，提升生活品質並減輕社會負擔。

八、建議衛福部心口司、健保署與社家署共同研商檢修精神復健機

構合理收費標準、自付項目金額及社會福利補助方式，以減輕病人及家

屬負擔，且機構住民財務及生活補助費用之使用管理，政府宜有具體監

督機制，以維護病人自主權益。

九、建請積極發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尤其臨時及喘息性服

務；提供照顧者津貼；發展居家及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其他改善照顧

者生活品質之服務，以免家屬為逃避照顧壓力而過度依賴全日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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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非立案的場所。

十、病人權益團體應具體反應精神病人及家庭照顧者之長照及社會

福利需求，以供政策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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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照護：教育、勞政資源與問題

        （郭乃文）

個體從兒童到成年的過程中，有多重、多次的危機可能因身心功能

不足而成為弱勢族群或需被保護者，這當中牽涉許多人權思維與法規執

行原則；而國家體制中，對兒童與公民的基本權力與相對義務如何適當

地運作於該個體身心功能的變化與條件之上，更扯動整個社會文化之理

念與運作系統。也因此，個體發展過程中，教育體系與勞政系統影響精

神康復者的生活品質與生涯軌道極大。臺灣與許多國家相似，對生理障

礙的認識與照護高於對心理障礙的理解與照護，所以，本節討論精神康

復者於人權和公民權上要回復社區在法規中所保護的照護。

臺灣已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15年12月16日最新

修訂）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15年12月16日最新修訂）之基

本法規，可以保護和協助回到社區的精神康復者。以下針對兩法之中與

教育和勞政相關且適合在短中期進行反省、討論、修改執行的部分，各

取五項條例逐一分析說明，且以相關條例進行法律條例、現況問題與困

境、國際取例，以及問題解決建議等四段來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現行臺灣回歸社區的精神康復者於教育系統與勞政體系之相關

      法規與實施現況：

（一） 源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依據本法案第一

條，此法乃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

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 [3]

1. 依據第五條第二項：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

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

度權衡其意見。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

助及保護。

2. 依據第六條與七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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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所定事項，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

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

3. 依據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應進行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業務之規劃

事項。

4. 依據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條，少年年滿十五歲或

國民中學畢業，有進修或就業意願者，教育、勞工主管機關應視其性向

及志願，輔導其進修、接受職業訓練或就業、雇主對年滿十五歲或國民

中學畢業之少年員工應保障其教育進修機會、勞工主管機關對於缺乏技

術及學歷，而有就業需求之少年，應整合教育及社政主管機關，提供個

別化就業服務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與學生及其

法定代理人，簽訂書面訓練契約，明定權利義務關係。

5. 依據第四十二條，為確保兒童及少年之受教權，對於因特殊狀況

無法到校就學者，家長得依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二）源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依據第一條，此法乃為維

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

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4]

1. 根據第二條第二項：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第三項第一款：主管機關應負責：

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經濟安全、照顧支持與獨立生活機會等相關權益

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2. 依據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教育主管機關應協助身心障礙者教育

權益維護、教育資源與設施均衡配置、專業服務人才之培育等相關權益

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並於第三章教育權益，第二十七至三十二

條中說明。

3. 依據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勞工主管機關應協助身心障礙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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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衛生等相關權益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並於第四章就業權益，第三十三至四十三條中

說明。

4. 依據第十一條第一項，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身心障礙者之

生活狀況、保健醫療、特殊教育、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利等需求評估

及服務調查研究，並應出版、公布調查研究結果。

5. 依據第二十三條第二項，醫院應為住院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出院準

備計畫。因此，依據法規，若康復者之年齡屬於就學階段（幼稚園至大

學）或屬於工作年齡（15-65歲之間），或康復者個人有進修生涯發展

計畫，則其出院準備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復健治療建議、社區醫療資

源轉介服務、轉銜服務、生活重建服務建議、心理諮商服務建議等。

二、臺灣回歸社區照護的精神康復者於教育系統與勞政體系中遇到

      的主要困境：以下逐點回應上兩節所提及相關法規之執行不足

      與困境。

（一）源於上段提到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各條的

臺灣困境：

1. 針對此項，目前臺灣主要有三點困境：

(1) 對精神康復者的心智成熟程度之評估不夠完整（如常見以智

力測驗代表所有各種大腦功能，對於自我調控、情緒功能、

社會人際等的評估十分缺乏），並且未能針對其心智功能特

色提出適當的就學建議，包括：完全返回學校系統的作為

（返回原校、另校、登記學籍但在家自學等）、返回教室的

作為（原校園原班級、原校另班級、他校新班級等）、半返

校半醫療併行（上學時間、就醫請假等）、暫時社區安置等

各種規劃。

(2) 缺乏與不同心智程度之兒童與青少年病人本身討論自主疾病

調適和醫病關係的建構模式，也缺乏社區處遇階段計畫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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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建議，此外與上述之相關研究都闕如。因此，前者導致離

開醫院後的校園生活無復原力，而後者因各方建議大不同，

讓罹病學生與家長無自主性，經常淪於疲於奔命或無所適

從。

(3) 缺乏友善且主動協助精神康復兒童與青少年之相關醫療與行

政系統，常見病人在醫院或回診時要等待很長時間（如五到

六個月）才能安排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另也常見康復者在

轉銜上發生阻礙，要不出院後難以回歸校園，要不在校園有

功能變化卻無法及時接受醫療。而上述這些現象即使十分普

遍，卻還缺乏穩定機制去理解、服務以及追蹤。

2. 由於缺乏對精神康復兒童與青少年的多元文化（包括：價值觀、

宗教、生活社區等）之探討，而低估其罹病復元的機制。因此，返回校

園之過度簡單，經常回到學校只能直接面對汙名化（如：精神科診斷的

病名紀錄於班級資料本上）或被貼上行為問題標籤（如：參加陣頭要接

受尿液檢查）。教育系統不但無法順著文化價值觀重新建構康復兒童與

青少年的自尊與學習效能，而且也無法從家庭特點和社區資源合作，反

而給予負向的復元條件。

3. 因為校園體系中教職員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觀念的不熟悉，又

帶著排斥觀念（如：問題學生、不定時炸彈等）。康復者帶著精神科診

斷、或腦傷病史、或受虐與不幸際遇等狀況回到校園，經常直接被視為

另一類麻煩學生。在校園中既未建立合宜保護系統的規範與作為，自然

也無追蹤其適宜度的機制，導致年輕罹病者的回診比率高、復學比率

低。也間接增加其他學生對康復者的無助／無望假說。

4. 精神康復者在校園與職場之間的轉銜，臺灣目前唯有早期鑑定且

就讀高職者，有較佳的狀況。但是，現況因大專院校廣招學生，精神康

復者大量進入大專院校與研究所，但教育單位內頂多設有特殊教室與社

工，未趕上這個趨勢，所以普遍缺乏大專院校與勞政職業重建系統間的

轉銜機制，導致這批獲得較高學歷的學生，反而在離開校園之時缺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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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競爭力。

5. 臺灣教育規格的設計一直都有過度齊頭和過度升學導向的問題，

目前對於精神康復兒童及少年之受教權保護，如上所言，相當不熟悉。

所以對於因病情不穩定、復發、腦傷養病等特殊狀況無法到校就讀者，

家長即使有這樣觀念，想依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也因為無這類實驗教育的存在，而投訴無

門。

 
（二）源於上段提到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各條文於臺灣

困境：

1. 既然法源所定事項與其作為皆以涉及各自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職掌

之內涵，即由各自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辦理。所以，依法，各單位各掌

職其重點工作項目，長年下來，致使其部會之間與事業主管機關之間的

合作作為無專屬單位監控，各自作為產生重疊或距離。

2. 目前臺灣各地方政府將神經發展型的精神疾病（如：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自閉症等）的教育工作委由特教資源系統負責，而將非發展型

的腦部相關疾病（如創傷性或血管性腦傷等）、精神和行為障礙（如性

格與情緒障礙、思覺失調症、成癮等）與腦心智功能不足病人的輔導工

作委由學生輔導法內規定之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以及社工師負責協

助。而上述人員的專業訓練唯有臨床心理師依其養成規定和考照資格限

制必然曾於教學醫院之精神疾病和腦心智功能兩領域實習一年[5]。其他

兩者（諮商心裡師與社工師）並無此養成訓練。因此，目前在臺灣教育

資源體系中的專業工作者有嚴重不均衡配置與專業服務人才之培育等相

關權益的規劃、推動及監督等問題。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是臺灣目前主導身心障礙者的職業重建、

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衛生等事項之主要負責單位，並

設有職業重建個管員、職業輔導評量員、職業訓練員、就業服務員、就

業促進員等專兼職人員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凡是符合「身心障礙者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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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所規範之上述專業人員資格目前

均經由「社團法人臺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

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時數抵

免、認定作業」進行資格審查。且上述專業人員將在2019年2月依法完

成進階教育訓練的認證。此外，全臺五分署之相對區域已設置身心障礙

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與職務再設計中心進行協助。可惜的是，雖然

廣義的精神康復者（屬於ICF中第一類病人，含神經發展型、成人型、

認知神經型精神疾病等）的相對比率，依據筆者各地督導與訪視經驗，

已占受服務總數之大宗（占60%以上），但針對精神康復者的職業重建

功能評估與介入協助方式，依然有以下幾項主要問題：(1) 與衛政體系

（醫療體系）的合作與轉銜不足；(2) 與教育體系（各級學校）的合作

與轉銜不足；(3) 相關人員缺少腦心智功能相關的知識培訓、職業能力

評估方式、以及強化職前準備等訓練；(4) 無法依據精神康復者的腦心

智功能進行有效的分流與採取適切的服務介入模式。

4. 目前各級政府對於社區中身心障礙者的狀況理解大約著重於人口

分配、婚姻與工作、家庭居住環境等客觀之數據，對於當事人的障礙體

驗、需求與期待、自主規劃協助等主觀功能較少著墨。對於後者主要有

引出兩類問題：(1) 生態性弱。由於從臺灣本土狀況產出假設的研究相

對稀少，經常直接引用國外其他文化所產出的觀點、理論或數據，致使

導入的介入模式根本缺乏成效資料，或缺乏運用效益研究來進行修正回

饋的過程。(2) 精準性和合宜性弱。國內各層次的康復者關係人較熟悉

問題尋找（如病人不想動）與現象描述（如叫也不動），卻相對缺乏進

行介入模式（如動機激發介入）的理性探討，導致專業性無法普及，也

導致以偏概全或全然類化的不當介入模式（如給比擬性建議：誰誰這樣

就很好啊）來面對個體之特殊問題，失去引導其自立發展的復原力。此

外，臺灣特殊文化架構下，精神康復者從進入醫療體制接受診斷（如思

覺失調症的首次住院發病從診斷到住院的間隔約長至2.7年）[6] 和在醫療

體系中的時間經常高於兩年，致使回到社區、回復適性生活的路更為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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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和生疏，上述問題若無法從目前的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中得到反

省，則難以產出具體有效協助的作為。

5. 目前臺灣醫療體系中，因為健保系統給付方式，使精神康復者出

院時並無完整之出院準備，缺乏返回教育系統和職場的完整計畫。尤其

缺乏WHO強調的觀念「沒有心智健康（mental health）就沒有身體健康

（physical health）」，病人經常只是帶著複雜心情直接返家，甚或引發

接續下來的逃避社會 [7]。目前康復者和家屬在出院時，不管是返回教育

系統或職場，都缺乏專業工作者依據其心智狀況協助其返回社會的相關

認知、理念、步驟以及信心，所以當事人既不理解社區復元力的機會所

在，也不知保障自我權益的適當性與合理性。更遺憾的是，許多康復者

出院時，已非原先的心智功能狀態，而是帶有認知功能受損等狀況，但

康復者和家屬缺乏對精神相關疾病後遺症的正確認知，出院後進行不適

當的生活方式（如：認知功能不足卻回資優班準備升學或回職場持續當

主管等），引發其他原可避免的後續悲劇。

三、他鄉之石可攻錯：國際上精神康復者於教育與勞政體系之相關

      法規與實施現況

以下針對臺灣執行困境自國際上取例可參考之道。

（一）源於上段提到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五條之國

際相關法規與處理模式：

1. 英國對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康復者之心智成熟程度之評估非常完

整，對於不同情緒、認知、行為之個體，不只使用恰當的解說與建議，

且依據腦心智科學證據之觀點瞭解病灶才提出具體建議，而絕非從流行

病學觀點（比如發現幼時家暴經驗是青少年不穩定治療之危險因子，但

是幼年家暴經驗是無法於此時消除的記憶，從這變項觀點本身無助於對

兒童未來之精神狀況強化）。同時，對於與不同心智程度兒童與青少年

病人的溝通方式，也要求嚴格，需以不同難度的語句和兒童討論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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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醫療計畫和社區處遇。因此，康復者與家長都十分清楚學生離開醫

院合宜回到社區與校園的軌道（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D）[8]。而香港地區於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中也規定了對精神疾病與思覺失調症學生提出細緻的照顧與

溝通原則[9]（General principles of ca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psychosis and schizophrenia）

2. 同理基於保護，英國與香港明確建議相關體系內的大人應該

學習與康復者建立良好人際互動之方式（請參考上述SEND與NICE－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their parents 
or carers）。實質上的有助益關係，不僅是友善合理，來自大人理解和

接受這些精神康復兒童與青少年，能正確對他們溝通對談和建立信任關

係，給予他們自我認同的教導、發展自我特點的機會、給予合宜之教育

訓練。

3. 同理基於保護，英國與香港明確建議家長、教師、生涯發展協助

者都應該學習與康復者溝通和處遇的方式 [8, 9]。

4. 英國與香港都設有社區協助者與審理委員會（Tribunal），主動

協助不知所措的康復者與家長 [8, 9]。

5. 英國基於任何兒童與青少年都有受教權的觀點，無論功能低到極

不理想的狀況，也有合宜校園給各不同類型的孩子受教育，所以絕對沒

有康復生無實驗性質校園可回的教育系統空隙發生 [8, 9]。

（二）源於上段提到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五條之國際相關

法規與處理模式：

1. 依據英國2010公正法案（the Equality Act 2010），法規直接規定

康復者的權益，而非規定各政府單位的工作範圍，康復者可以直接找窗

口完成其需求 [10, 11]。

2. 目前世界上已有多所著名設立臨床神經心理專長的學位或進階學

程（如英國University of Glasgow等），並且一定由臨床神經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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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europsychologist）擔任心智障礙者回到社區之教育與治療工

作的督導工作。

3. (1) 依據英國2010公正法案（the Equality Act 2010），當事人有失

智、憂鬱、躁鬱症、強迫症、思覺失調症（dementia, depression, bipolar 
disor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schizophrenia）等困擾時，即可在

社區接受官方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官方對當事人、雇主與職場的積極協助 
[12-14]。因此，不管當事人是從教育體系（各級學校）的身分出來或衛政

體系（醫療體系）的新罹病者，皆已有法規制定積極的流程協助當事人

申請、得到或回復工作，而相對減少轉銜問題。(2) 在英國、澳洲、美

國地區，無論是哪一背景的相關職重人員已接受神經心理學相關的知識

培訓、職業能力評估方式、以及強化職前準備等訓練。

4. 對精神康復者的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能著重其主體觀點與

問題解決觀點。比如：MacDonald-Wilson [15] 等學者發現精神康復者的

職業重建困境，主要來自人際互動與學習新工作之困擾就超過一半；此

外，抱怨無法維持工作士氣、難以因應症狀／壓力、困難配合工作時間

表等再占40%，這樣的研究調查即可提供深入問題的協助策略。此外，

對於政策的分析方式，如香港2017年立法會論壇 [16] 中提到，檢討委員

會採用貫穿人生歷程的方式進行檢討，而檢討出來的預期工作集中在：

心理健康推廣、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成人精神健康服務、長者

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在香港引入社區治療令的適用性和可行性等五個

議題。可見，心理健康、認知障礙、社區合宜性確實為當下最重要關

鍵，參考其20個範疇下中有9項與教育和勞政較為相關，可明確理解香

港希望針對當下議題著手來加強的整體精神健康服務：(1) 制訂長遠的

心理健康推廣策略；(2) 定期進行研究，鼓勵發展有實證基礎的介入計

畫；(3) 加強兒童及青少年和家庭支援服務和人手，提供更多針對性的

支援；(4) 加強跨界別和跨專業人員的協調；(5）採用跨專業介入模式加

強學校支援；(6) 銜接不同階段的服務；(7) 加強「個案管理計畫」支援

嚴重精神病人，以及完善「思覺失調症服務」計畫；(8) 加強對嚴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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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社區支援；(9) 鼓勵應用創新科技協助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等 [17]。

5. 依據英國法案：只要有生理或心智功能受損，且其對當事人維

持日常生活有實質重要（如運用電腦、設定工作時間、與他人互動等）

且長期（或持續12個月以上）的負向影響，就受到2010公正法案對障

礙者之保護 {You’re disabled under the Equality Act 2010 if you have a 
physical or mental impairment that has a ‘substantial’（This includes things 
like using a computer, working set times or interacting with people）and 
‘long-term’（or is likely to last 12 months）negative effect on your ability to 
do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18]。因此，既為障礙者，當事人有權力保護自

己不受任何歧視，包括在教育、職場等系統（As a disabled person, you 
have rights to protect you from discrimination. These rights cover most areas 
including：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dealing with the police.）（http://
t.cn/E4rQ9bX）。此外，關於整合醫療實證研究，香港醫管局於2015年

在九龍西聯網的葵涌醫院推出社區醫療之跨團隊試驗計畫，不但由跨專

業人員進行有系統的評估，且讓除了精神科諮詢與護士兩類傳統人力之

外，加入臨床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提供更積極和個人化的心理社會服

務。香港因鑑於此服務模式（跨專業的支援）其成果極佳，52.8%出院

後無需接受跟進治療，所以目前已將此跨團隊服務模式於2016年擴展至

九龍東聯網、2017年起擴展至新界東聯網 [17]。

四、對臺灣回歸社區照護之精神康復者於教育系統與勞政體系之

      問題解決建議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回應問題解決建議：

1. 回應第五條第二項：

(1) 加強專業工作者對精神康復者之腦心智成熟程度的完整評估

之專業能力與行政作為，評估部分除認知功能之外，需包括

自我監控、情緒、人際、社會心智功能等。

(2) 醫療行政部分，建議提供完整評估的健保給付、加強臨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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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人力、發展適性就學方案。

(3) 強化校園與醫療之間的轉銜系統。

(4) 依據不同心智程度者之需求，發展協助其建構自主疾病調適

和經營醫病關係的方案。

(5) 釐清上述問題之普遍性與需求量，並建立一個可以監控上述

狀況的行政調控系統。

2. 回應第六條與七條： 

(1) 強化發展與運用不同次文化價值觀重新建構康復兒童與青少

年之自尊與學習效能之介入模式，協助他們尋找定位自己在

群體中的角色與價值。

(2) 協助相關體系內的大人學習與康復者建立良好人際互動的方

式。尤其著重理解環境友善之價值、合理互動之平衡、溝通

對談原則、信任關係的可行性、提供加強自我認同的教育、

給予合宜適性之教育內涵與生涯發展軌道。

3. 回應第八條第七項： 

(1) 執行細節應具體規範教育工作者應學習與康復兒童及少年相

處的方式。

(2) 鼓勵相關單位發展完整衛教與支援系統，協助家長和學校減

少無謂之多餘顧忌、勇於給予生涯發展機會。 
(3) 宣導相關大人運用衛生福利部之既有各種文宣，熟悉相關資

源與危機處遇資源。

4. 回應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條

(1) 鼓勵勞工主管機關針對ICF第一類對象的職業訓練能提供知

識與技術之外的心智準備度課程，協助其穩定康復狀況。

(2) 個別化就業服務措施應強化對病人本身之理解。

(3) 精神康復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應運用學生輔導法中規定的

專業人力，確定協助對口能給予之完整情緒支持和處遇諮

詢。比如：臺南市教育局所進行「一校一社一心」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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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應第四十二條 

(1) 康復兒童及少年若有病情不穩定和復發狀況時，其受教權仍

應維護，對於因特殊身心狀況無法到校就學者，原學籍單位

應協助家長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2) 扶持各地教育局發展合宜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模式協助康

復者擁有接受持續性教學課程之權益。

(3) 建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模式提供到家或到醫院之課程進度

銜接。

（二）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回應問題解決建議：

1. 運用第三條第五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掌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

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和第八項「全國身心障礙者資料統整及福

利服務整合事項」。運用第四條第五項，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2. 加強相關教育工作者對個體心智障礙的基本困難之理解與處遇觀

念，尤其對於精神疾病之功能脆弱狀況是來自「腦心智功能之不足，而

非表面所呈現之行為問題表徵」之相關專業素養與培育。增加具備有臨

床神經心理學訓練者或有神經行為專科養成的精神科醫師擔任教育體系

之督導，才能真正在校園中建立無歧視之障礙者人權之保護系統和教育

系統。

3. 由於法規第二條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與第三和四條使

中央與各縣市自有其作為，而法規一時無法修改的情況下，在法規內加

入「以當事人為轉銜工作中心」的概念，應是未來十年之工作重點。因

此，建議運用第三條第八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掌理「全國身心障礙者資

料統整及福利服務整合事項」，統整從教育單位、衛福單位、以及勞政

系統兩間的合作效益，並普調這當中未轉銜、轉銜未成功、轉銜未符合

期待、轉銜成功後流失、轉銜持續成功等的各種狀況之人次數與理由研

究，以針對其個別現象逐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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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現況調查研究之方向有三：其一：增加對康復者主體指標的

認識，比如：當事人認知功能狀況、自覺環境障礙、能力強化欲求、自

我效能期待等。其二：能回復康復者主體困擾之有效介入方式之調查，

如勞動部對精神康復者常常不能穩定就業的調查，發現74.6%的精神康

復者曾經離開職場，其中有22.4%是自覺工作負荷重、22.0%曾經受傷或

生病無法工作、20.4%是體力無法勝任 [19]，而關於那些介入模式為有效

之相關實證資料，則付之闕如，此應為未來方向。其三：公布有效、正

向管道之調查研究，既導正視聽，也減低康復者與社會的無助感。

5. 康復者能走出急性期或發作期之疾病交纏，從醫療系統回歸社

區系統之校園或職場，應該建立完整的出院準備計畫與協助轉銜過程的

機制，提供完整的醫療社區後續服務單位、心理輔導系統、職業重建系

統，以及法律資源等出院準備內涵，以協助其回歸社區相關之規劃，建

構健康生活模式和強化心智功能，藉此減少社會歧視、個人內在之汙名

化，並保障康復者必需適時尋求協助的能量。

社區是一個比醫療照顧更能發揮「全人」和「全權」的場域，社區

照顧也因此更需要對「人」與「制度」之間的經營加入良好觸接面。基

於此，本文乃以上述四段來闡述，先以臺灣法規為基礎，再提出在法規

執行面和精神面尚缺乏的困境與問題，然後找到其他國家法規下的社區

作為當作他鄉之參考，並在最後一段提出具體建議。希望雖是不同家鄉

的精神康復者的身份，也能有可以比擬和展望人性尊嚴價值的機會；期

待在自己的臺灣家鄉建構更具備「公正、同理」的康復人環境，擁有著

與英國、香港等他鄉之地的人民一樣能被自然關懷和普及祝福的「臺灣

康復人好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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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康盟、病人權益（CRPD）及社區支持的資源介紹

         （李麗娟）

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之沿革

（一）緣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The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of 
Taiwan）於1997年11 月8日成立，聯盟的催生肇始於1996年9月26日臺北

市康復之友協會的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發起召集各友會召

開「籌備全國康復之友協會會議」。1996年10月15日，於臺大校友會館

聚會，有12個協會推派代表參加，研討籌立全國性康復之友總會的可行

性，幾經討論，一致認為應汲取先進國家經驗，定名為「中華民國康復

之友協會聯盟」，會員將分為團體會員和贊助會員，並推舉各區域協會

的理事長或常務理監事為籌備委員。1996年11月27日召開聯盟發起人籌

備討論會，草擬聯盟章程，明列其設立宗旨為結合全國精神康復者、家

屬、相關專業人員與熱心社會人士及團體，積極爭取精神康復者之權益

與福利，並維護其人權。聯盟的目的在喚起社會各階層對精神康復者的

認識、關心、接納與支持，爭取精神康復者的就醫、就學、就業、就養

的權益和福利。

經過內政部審慎查核，在1997年6月19日獲准籌備成立聯盟，同年

7月12日舉行發起人會議，有十四個分區團體參加，推選十五位籌備委

員，負責辦理籌備事宜，並推舉沈楚文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經審核會員

申請名冊共有十六個團體會員申請參加，會員涵蓋北、中、南、東全省

各地區，1997年9月6日舉行第二次籌備會議，並於1997年10月16日開成

立大會分組協調會議，1997年11月8日下午，在臺北市鐵路管理局五樓

演藝聽正式成立大會開幕典禮。

聯盟從草創至今，長期關注全國精神康復者家庭需求，廣納全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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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康復者服務團體意見，永續為精神康復者及家屬打拼的自助團體。歷

任理事長為沈楚文、邱献章二位醫師，精神康復者家屬代表王珊女士，

前屆理事長為黃敏偉醫師，目前為第七屆理事長李麗娟為精神康復者暨

家屬代表，現有29個會員團體，分布於臺灣本島及金門離島地區，服務

超過5000名個人會員。

（二）服務宗旨

1. 宣導有關精神疾病和心理衛生知識，喚起社會大眾對精神康復者

的認識、關心、接納與支持。

2. 建立國內康復之友團體的聯繫、合作、互助及資訊服務網絡，提

供團體會員必要的諮詢及協助。

3. 聯絡世界各國康復之友團體，促進經驗、資訊交流以及互相支持

合作。

4. 謀求增進精神康復者的權益與福利，結合有關機構敦促政府積極

推動精神康復者之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措施。

6.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有關精神康復者之各種業務。

7. 提供多元化之精神康復者服務方案，與精神康復者及家屬之相關

服務與福利事宜，促進精障者家庭生活品質。

8. 維護及爭取精障者之基本權益及促進社會參與。

9. 增進精障者家庭之自我意識及能力（充權）。

（三）服務項目

聯盟提供的服務項目包含：個案管理服務、就業服務及教育訓練、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居住服務、居家訪視、家屬座談及聯誼會、成長、

分享團體、庇護性商店及工作坊、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就醫服務、養

護收容服務、志工服務及訓練、心理諮商服務、法律諮詢等，詳細服務

細項可至本聯盟網站查詢（網址http://t.cn/E4rm8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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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 事件說明

精神衛生法修正

案

‧1998年1月重新檢視1990年頒布以來從未大幅修

定、嚴重影響精障者權益之《精神衛生法》，著

手修改精神衛生法。

‧2001年2月《精神衛生法》修正案送進立法院。

爭取第二代藥物

作為健保第一線

用藥 

‧2001年9月爭取將副作用較少的第二代藥物，納

入第一線健保給付，於2002年6月健保局通過第

二代抗精神病藥物納入健保第一線給付。

精障團體首度拜

會總統府 
‧2012年4月26日與臺北市心生活協會共同推動致

馬總統陳情書，提出精神康復之路――具體政策

訴求，共12項建議。

‧2012年6月6日拜會吳副總統敦義。

精神康復者納入

長照服務網 
‧2011年參與長期照顧推動聯盟民間共識會議，

擬將精神康復者納入長照服務對象。

‧2012年1月11日召開「精神障礙長期照護網會前

會議」。邀請王增勇教授、友會及各會員團體

共同討論精神障礙於長期服務網所需之服務。

‧2012年2月15日建請衛生署將精神障礙社區式服

務納入長期服務網服務對象。

‧2012年5月25日參與劉建國委員召開「政府在長

期照顧服務體系之角色與功能」公聽會。

表3-13   康盟歷年重大事件

（四）聯盟經費來源

聯盟經費來源包含：政府專案補助、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專

案補助、民間捐款、會費收入及相關孳息，主要經費來源以政府專案補

助、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專案補助、民間捐款為主。

（五）康盟歷年重大事件（見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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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參與長期照顧監督聯盟例行會議，討論

長照服務法草案規劃及條文修改。

爭取精神康復者

會 所 服 務 模 式

（Clubhouse）

納入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2012年參與研修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相關會議，建議於第二章個人照顧服務第八節

自立生活支持，增加「自立生活中心、精神障

礙會所（Clubhouse）」。

社區精神復健機

構評鑑

‧2005年迄今本聯盟受邀為評鑑之陪同人員。

‧2012年5月4日辦理精神復健評鑑機構共識會

議。

‧2012年7月20日與衛生署共同辦理101年度精神

復健機構陪同人員行前培訓課程行前會議。

召開檢視全國社

區精神復健資源

之記者會 

‧2012年9月13日舉辦「『社區精障者何去何從？

康復之路缺一不可』全國社區精神復健資源總

體檢」記者會。

保障精障者工作

權

‧2013年1月4日，完成三讀通過刪除「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28條第一項第九款。

維護龍發堂堂眾

健康權益聯署記

者會

‧2017年12月11日結合民間力量共同倡議維護龍

發堂堂眾基本權益及健康。

刊物出版 ‧1998年2月為凝聚對內共識與增強資訊交流《康

復之友聯盟簡訊》創刊，至今已出版56期，總

發行量達450, 000份以上。

‧2004年3月《實用精神科治療藥物指南》新書發

表。

‧2005年1月《分享生命中的勇敢》新書發表。

‧2005年12月修編勞委會《精神康復者工作服務

就業手冊》。

‧2003年5月為勞委會出版《精神康復者工作服務

就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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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牽手向陽――10位長期照顧者用青

春換取家人健康的歷程》新書發表。

‧2012年6月《向陽的杜鵑》精神康復者百年人權 
100年的13個故事電影書出版。

去汙名化活動 ‧2003年11月迄今舉辦「健心盃」全國精神疾病
病人才藝交流競賽。

‧2004年4月迄今舉辦心靈影展，透過主題式選片
進行民眾教育，呈現精神疾病的各種樣貌。

‧2006年10月迄今舉辦「心靈角落」徵文比賽讓
精神康復者的文采，透過「心靈角落」徵文比
賽來抒發。

‧2007年10月迄今舉行「精神疾病反汙名化海報
設計比賽」

‧針對公共區域有關禁止精神疾病病人不得進入
之條款發表聲明，如2011年3月31日臺北市植物
園舊守則規定精神疾病病人不得進入之條款，
召開「籲請政府帶頭維護精障權益」記者會，
2011年6月10日屏東市中山公園告示牌公告《屏
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明文禁止精神疾病病
人進入乙事，函請各地主管機關徹查相關具
「歧視條款」之告示。

‧針對社會事件如「捷運博愛座怒嗆老翁」、
「美國影城槍擊事件」「北捷殺人事件」等發
表聲明稿，呼籲大眾勿以個人部分不當之行為
表現歸咎於罹患精神疾病。

‧2012年2月針對自由時報報導標題內容「近年精
障人士隨機行兇案例」等誤導閱聽者發布聲明
稿。

‧2012年健保局「東區業務組醫院精神科醫療費
用管理方案（草案）」，其草案恐有損及精障
者醫療權與歧視精神疾病患者等疑慮提出回應
與發文。

‧精神分裂症更名――2012年康復之友聯與台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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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醫學會、臺灣社會與社區精神醫學會及三好

聯盟分別辦理。焦點團體彙整Schizophrenia中

文診斷名稱共識意見擬定更名問卷。2012年12
月28日康復之友聯盟舉辦『我們要更名』記

者會――拒絕被『精神分裂』疾病名稱再次汙

名。2013年12月台灣精神醫學會出版DSM－5中

英文精神疾病診斷分類詞彙對照Schizophrenia
更名為「思覺失調症」。2014年5月8日衛生福

利部照字第1031500267號函暨2014年5月14日

為部新字第1030011121號函正式公告疾病名稱

Schizophrenia之中文譯名由「精神分裂症」更換

為「思覺失調症」。

‧2014年5月2日北區――《我「思」故我在 讓
「愛」覺醒吧》思覺失調症歷年創作聯展，

2014年5月30日中南區――彰基創作獻愛心《我

「思」故我在 讓「愛」覺醒吧》思覺失調症歷

年創作聯展及頒獎典禮。

‧2018年7月「點亮繁星」――思覺失調症線上故

事展，讓社會大眾認識真正的思覺失調症。

交流活動 ‧2011年6月迄今舉辦卓越講座「心靈N次方」，推

崇以簡當的方式、高注目的主題，邀請各界知名

講者並搭配精神社區復健專業人員與談，提供民

眾維持心理健康的方法。

‧2011年12月3日至2011年12月4日舉辦「建國

一百年，從心出發――傾聽臺灣精神康復者心

語」系列活動，包含精神康復者／家屬充權交

流研討會及「向陽的杜鵑」紀錄片發表。2012
年6月22日邀請吳副總統敦義出席並觀賞《向陽

的杜鵑》紀錄片發表會。

‧2011年12月舉辦精神康復者「復元」概念與多元

精神疾病社區復健模式交流研討會研討會，邀請

香港浸會大學趙雨龍博士、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

倡導協會副主席周萬長先生及香港心理衛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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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康復者足球聯隊來臺。

‧2011年6月起與香港心理衛生會、澳門利民會、

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至今2018年，每年在各地

舉辦兩岸四地精神復康盃足球賽。

‧2011年8月美國密西西根大學Dr. Powell 和Ms. 
Sheng來臺參訪交流，關注臺灣心理和精神病人

家庭的自助與支持系統，協助美國密西西根大

學完成2011年臺灣研究案。

‧2012年9月19日邀請波士頓大學Dr. Kim Mueser
教授來臺舉辦精神復健實務分享――精神康復

者的康復與IMR疾病管理與復元服務（Recovery 
and IMR program）研討會。

‧2012年6月12日與臺大社工系吳慧菁副教授、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陳芳珮助理教授合作「檢測臺

灣精神分裂症導因、汙名、與治療運用」。

‧2014年精神分裂更名為思覺失調症運動，邀請

美國精神康復者Dr.Fisher博士來臺宣導精神疾病

復元（Recovery）觀念與初步介紹情感危機急救

（emotional-CPR）課程。

‧2015年與台灣精神醫學會共同舉辦「思覺失調

新運動，精神康復新里程」暨2015心理健康日

Dignity in Mentel Health 宣導計畫，再度邀請美

   國精神康復者Dr.Fisher 博士來臺開設e-CPR情感

危機急救訓練課程與研討會。

‧2016年3月參與亞太地區精神康復者研討會。

‧2016年5月參與由韓國康復之友聯盟主辦精神康

復研討會。

‧2016年12月參與香港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家

屬會議。

‧2017年6月參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辦國際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研討會。

‧2017年9月參與由韓國康復之友聯盟主辦精神康

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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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國會員團體

統計至2018年10月1日為止，聯盟的全國會員團體共29個，包含：

社團法人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

人臺北市心生活協會、社團法人桃園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新竹縣

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社團法人苗栗縣康復

之友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康復

之友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精神健康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彰化縣康復之

友協會、社團法人南投縣心理衛生協進會、社團法人南投縣康復之友協

會、社團法人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

會、社團法人臺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快樂堤心理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大崗山康復之

友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大崗山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耕馨身心

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普達關懷協

進會、社團法人花蓮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金門縣康復之友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社團法人臺灣向日葵全人關懷協

會、社團法人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康復之友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2018年8月參與亞太地區精神康復者研討會。

培力培訓 ‧2003年辦理屬於臺灣自己的家屬教育課程「家

連家」，2003年8月開辦「家連家」家屬教育

課程，「家連家」家屬教育課程迄今已開辦78
班，上課人次超過858人，培育出23名種子老

師。

‧2005年5月在內政部的補助下，推展全國性家庭

支持計畫。

‧2013年6月臺灣四區座談會、需求調查問卷、籌

組編輯委員會、培訓康復者與家屬成為講師，

2014年3月課程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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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

二、病人權益相關法條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全文九章一百零九條，載明身心障礙者之人

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就業、

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18]。

（二）精神衛生法

精神衛生法全文為七章六十三條，內容為促進國民心理健康，預防

及治療精神疾病，保障病人權益，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 [19]。

（三）國際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是世界第一個標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

國際人權公約，人權（human right）、反歧視（anti-discrimination）以

及平等（equality）是它的核心價值。且《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

尊重差別，接受身心障礙者為人類多元及人性之一部份，鼓勵身心障礙

者完整有效地參與社會。公約內容共有50條，除了確保身障者在社會、

文化、經濟、教育、工作與就業、公共參與等領域不受歧視外，也要

求締約國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促進對身

心障礙者權利和嚴的尊重 [20]。聯合國期待此公約能帶來巨大改善，促

使全球6.5億障礙者得以被平等對待，包括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的訴求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可以真正落實在更多國家的相關政策。

同時，此公約強調障礙者是「can do」，而非過去的思維只討論障礙者

「canʼt do」。因此，期待公約帶來的影響，包括影響各個國家的相關

政策與服務，改變過去的慈善思維，而是確保障礙者如同一般人是有平

等權利參與社會，並且接近所有的公共領域，包括交通、資訊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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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臺灣2009年頒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白皮書」，訂定身心障者

權益有關七大面向的短、中、長期工作項目 [21]。2014 年7月31日立法院

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8月20日由總統公

布，並自12月3日施行 [22]。《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特色，以及值得

臺灣的精神康復者權益團體重視之處，包括：

1. 障礙者的平等自由及尊嚴被尊重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目的（第一條）即指出：「本公約的

宗旨是促進、保障及確認全球所有障礙者完全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和基

本自由；以及促使其尊嚴的被尊重」[20]。它強調對障礙者的態度及方法

要有所改變，譬如，障礙者不可以被視為慈善的對象、不是醫療治療或

社會保障的東西（objects），而是一個有權利的主體；他們是有能力，

在社會是一個主動的成員，此公約的宗旨即在宣示障礙者的尊嚴要被認

知。

2. 重視社會的態度、環境因素（社會模式觀點）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障礙的定義：障礙（disability）是一個

發展的概念，障礙是經由個人的損傷、態度及環境阻礙，和一般人一樣

在平等基礎下，未能完全有效社會參與導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的第一條也指出：「身心障礙者為身體、精神、智力或感覺器官受

到損害，且這些損害使他們在與他人平等全面參與社會的基礎上產生困

難」[20] 。它不再使用「殘障（handicapped）」，生活與心理偏差行為，

而是使用「失能者（persons with disability）」。譬如，一個使用輪椅的

人有就業的困難，不是因為輪椅，而是源自障礙的環境，如不便利的公

車和階梯的阻礙。

3. 重視障礙者中的弱勢――女性及兒童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第六條是針對女性，第七條是針對兒

童，呼籲重視女性與兒童障礙者權利 [20]。

4. 重視身心障礙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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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執行此公約及落實障礙者的權利，大家要共同努力宣導此公

約，包括從事各種訓練、能力建構、自覺的提升，相關知識的建構與傳

達，同時要與相關組織合作，使此公約的原則放入各種相關的政策和服

務；並且所有上述的執行、能力建構、政策規劃都必須有障礙者參與。

5. 強調身心障礙者居民、生活權利（right to life）
生活在社區／獨立生活（生活自主），及融合於社區，隱私的被尊

重，有結婚、離婚及平等成為父母及可以擁有子女監護的權利。

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中第一、二條宗旨及定義及第五條中平等

與不歧視，針對身心障礙者人格與合法權益與以尊重和保障，在教育、

應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除

《憲法》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也明定，身心障礙

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不得歧視 [20]。同時，為落實

禁止歧視原則，我國相關法規中訂定具體規定，避免身心障礙者遭受不

利處境或待遇。為儘可能消除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不利處境

並保障其權益，於就學、各機關辦理考試、促進社會參與，以及就業方

面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並依身心障礙者就業需求，提供個別化及專

業化職業重建服務。

第二十七條工作與就業上許多專門職業人員法規歧視身心障礙者：

諸多專門職業人員法規禁止身心障礙者或精神疾病病人擔任，如各類醫

事人員法、《社工師法》、《會計師法》、《教師法》等等，明確違反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三十條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休閒與體育活動：

仍有公園、遊樂區、運動中心等場所，明文公告禁止身心障礙者入內使

用，此種歧視性規定影響精神病人平等使用的權益。

第八條意識提升：為提升大眾對與身心障礙者的認識，我國在教

育、傳播、社區及就業等方面進行推動。如何由慈善或醫療模式進入人

權模式，提升國人的意識，且相關計畫須從權利模式的觀點制訂，以確

保身心障礙者免於固有偏見之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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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身心障礙者擁有凡為自然人皆

擁有的權利能力。本條文關注締約國應以「協助身心障礙者作決策」取

代「替代身心障礙者作決策」。

第十三條獲得司法保護：本條係要求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與

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國家若遇有身心障礙

者參與司法體系時，應採取必要措施給予有效協助，包括提供輔助人、

硬體軟體無障礙、必要的隱私與安全性保護措施，以增進身心障礙者能

確實參與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並有效發揮其於訴訟中擔任角色之功能。

於審判中，若遇到被告有心理或智能障礙之情況，經鑑定或有其他方式

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心神喪失或屬心理障礙等疾病而不能到庭的程度，

法院應停止審判。

第十四條人身自由及安全：本條之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身心障礙者

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與其他人相同，不得因身心障礙狀況而有所

減損。本條探討身心障礙者人身自由保障主要分為醫療機構及矯正機關

兩面向，以前者而言，國家應確保醫護人員不得因身心障礙狀況，即違

背其意願對任何人施以強迫治療或住院，所有醫療或保健服務皆建立在

當事人知情和同意的基礎上；後者則係對任何人之人身自由及安全限制

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不得恣意剝奪之。矯正機關執行上對身心障礙受

刑人應適用與一般人相同之待遇，並應視其障礙狀況給予合理調整，以

保障其權益。建議設法確保衛生保健服務包括所有精神衛生服務都能在

當事人作出自由、知情同意的情況下提供，並分配更多的財政資源確保

其能獲得支助。

第十九條自立生活及融合社區：本條文強調人生而平等，包括擁有

平等的權利與尊嚴，且所有人的生活皆擁有其價值。政府應避免有人遭

遺棄、關在機構或孤立於社會。自立生活、個人助理及社區服務乃本條

文的重要概念，《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保障保建醫療權益、教育權

益、就業權益，及各項支持服務及經濟安全，以促進障礙者融入社區、

機會均等享受資源及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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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尊重隱私：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並為保

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受他人侵擾及對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性，隱私權

乃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無論身心障礙與否皆應受到完整保障。

包括醫療、福利機構、警政單位或媒體，若取得身心障礙者個人相關資

訊，應符合使用上正當性與合目的性，並不得恣意洩漏、流用，若須要

求身心障礙者提供個人資料，應向其告知並採取任何措施確保其獲取相

關信息且得其同意始得為之。精神照護機構方面，於保障病人安全的必

要範圍內，設置監看設備，但應告知病人；若為嚴重病人，應告知其保

護人。住院病人可以享受個人隱私、自由跟別人交談及跟朋友客人見面

的權利；精神醫療機構除了病人病情或醫療需求外，不可以做出限制。

對於精神病人的隱私權，《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未經病人

同意者，不得對病人錄音、錄影或攝影，並不得報導其姓名或住（居）

所；於嚴重病人，應經其保護人同意。若有侵犯隱私的情形，可透過各

地方政府或衛生福利部申訴陳情。

第二十五條健康：本條文關注國家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健康權所採

取之措施，包括：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獲得健康服務、確保健康服務是在

身心障礙者知情同意下所為、確保資訊無障礙、確保身心障礙者的性與

生育健康、確保身心障礙者可以平等納保。《精神衛生法》對於精神病

人的權益保障，包括對其錄音、錄影、攝影等行為，都定有限制規範；

另精神醫療機構有告知精神病人病情、治療、住院理由及應享有權利的

義務。

第二十六條適應訓練與復健：本條文重點包括：身心障礙者（無論

為先天或後天）是否皆享有平等的適應訓練與復健服務？是否依身心障

礙者之狀態，擬定綜合、具體的個別化計畫，並獲得身心障礙者知情同

意下提供適應訓練與復健服務。

第二十七條工作及就業：本條文旨在國家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工

作權，除了在就業與工作條件上擁有與他人相同之權利，國家應採取適

當促施實現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例如使身心障礙者能參加職業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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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適當政策促進私部門僱用身心障礙者、確保工作場所為身心障礙

者提供合理的空間安排等。另外，針對不同性別、年齡、不同的身心障

礙類型（例如心智及精神康復者），國家是否採取不同措施改善，且如

何整體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率。

第二十八條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本條文旨在國家應確保

身心障礙者擁有適足之生活水準權利，並且應改善身心障礙者的貧窮狀

態，特別是身心障礙婦女與身心障礙年長者的處遇。國家另應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碰到財務困難時，能提供諮詢、財務協助、喘息服務等，並且

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住宅方案，及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平等參與退

休福利方案。

另針對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若家長需照顧兒童而失去收入，是

否有給予其經濟協助（特別在醫療方面）？若身心障礙兒童必須離家治

療，國家又給予了怎樣的經濟協助？依《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保險

費補助辦法》，身心障礙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軍人保險及退休人員保險等社會保險所需自行負擔

的保險費，按照其障礙等級予以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及全額之補助。   
 

三、社區支持資源

（一）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計畫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條）

為使身心障礙者不同生涯福利需求得以銜接，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相關部門，應積極溝通、協調，制定生涯轉銜計畫，以提供身心

障礙者整體性及持續性服務。

（二）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

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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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服務，並不得有設籍

時間限制。

（三）個人支持服務（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提供

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

立生活。

  1. 居家照顧。

  2. 生活重建。

  3. 心理重建。

  4. 社區居住。

  5. 婚姻及生育輔導。

  6.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7. 家庭托顧。

  8. 課後照顧。

  9.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0.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

（四）家庭支持服務（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以提高身心障

礙者家庭生活品質。

1. 臨時及短期照顧。

2. 照顧者支持。

3. 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4.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5. 其他有助於提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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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參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

各級政府及各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

會。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者，應予以減免費用。

1. 休閒及文化活動。

2. 體育活動。

3. 公共資訊無障礙：應對利用網路、電信、廣播、電視等設施者，

    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國民無障礙閱讀、觀看、轉接或傳送

    等輔助、補助措施。

4. 公平之政治參與。

5. 法律諮詢及協助。

6. 無障礙環境。

7. 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8. 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9.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

（六）康復者就近在社區接受復健治療，可以有下列選擇

1.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2.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3. 會所（clubhouse）模式。

4. 社區家園。

（七）照顧機構或社區居住種類

1. 住宿式照顧：精神護理之家。

2. 社區居住包含：國民住宅、租金補貼、購屋貸款利息補貼、社會

    住宅。

（八）精神康復者家屬可用資源及服務項目

包含：臨時及短期照顧、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及研習、家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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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訪視及服務、其他有助於提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家屬與康復者互助團體。

（九）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可以申請的社會福利資源 

1. 生活補助依據《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2. 醫療補助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

    辦法》。

3. 所得稅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4. 商店、攤販貸款租金補貼。

5.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6. 家庭托顧。

7. 社會保險費補助依《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

8. 居家照顧補助依《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費用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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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回應與政策建言（簡以嘉）

一、現行臺灣精神病人社區照護――衛政、社政資源與問題 

（一）衛政資源現況與相關問題

1. 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計畫

(1) 社區精神病人在各縣市的分級照顧，主要是由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衛生局，責成轄下各衛生所列管追蹤訪視，因人力與工

作量之考量，2006年起衛生署開始補助各縣市精神與自殺個

案關懷計畫。但各縣市做法不同，有些縣市衛生局自行聘人

提供服務，有些自行承接其中一項計畫，另一計畫對外招標

承接，有些縣市將兩項計畫，分別招標給二個機構承辦，有

些縣市則是將兩項計畫合在一起，招標給一個機構辦理。此

最基礎的社區精神與自殺關懷照護計畫，不同的處理模式，

影響社區病人所接受到的照護品質，由生命線、學協會承接

者，提供較多資源連結給案家；由醫療機構承接者，則提供

較多病人診斷治療或協助住院安排。但由於關懷員流動率

大，無法累積經驗，承辦單位需投入很多資源協助關懷員，

因此10多年來，各縣市不斷提出將關懷員納入衛生局編制以

補充及精進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品質。而為留任關懷員，衛生

福利部亦決定於2019年以8個級距薪資及相關改善配套措施，

然目前同步推動長照2.0與社會安全網計畫徵人，薪資較高，

許多有經驗的關懷員，被網羅至其他計畫，亦會造成未來網

羅人才困難。

(2) 截至2017年底，全國精神照護系統追蹤照護精神病人，總數

近14萬人，由各縣市衛生局轄下之公衛護士，及中央補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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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約100人關懷訪視員，負責社區精神病人訪視。因公衛護

士業務繁雜，人力無法兼顧訪視業務，然而關懷訪視員，目

前採取一年一聘制度，全國平均年資不到3年，除了工作沒有

保障，加上個案管理人數多，導致人員流動率高，此亦影響

到精神病人社區訪視之連續性。建議衛福部應有相關配套措

施，以降低關懷訪視員離職率，如讓約聘關懷員編制於各縣

市衛生局，取代目前一年一聘制度，以增加工作穩定性並留

住有經驗的人才，才能達到先前衛生署規劃關懷訪視員，協

助公衛護士訪視之目標，以減少社區精神病人發病並提供資

源連結。

2. 居家治療

目前國內除了少數大型精神科專科醫院，有較多居家護理人力，投

入居家治療。但大多數綜合醫院包括醫學中心等，精神科居家護理人力

僅有一至兩位，無法填補各縣市公衛護士及關懷員訪視不足之區域，建

議衛生福利部應研擬相關獎勵措施來增加各醫院之居家護理人力，並協

調各縣市分配責任區，由當地責任醫院負責居家治療業務，互相分工及

督導當地公衛護士及關懷員個案訪視業務，並定期召開個案討論會，以

提昇社區精神病人之訪視品質。以目前居家精神照護服務，主要以護理

師及醫師為主，實無法滿足現今社區精神病人之需求，建議未來職能治

療師、藥師、營養師等相關專業亦可投入居家治療，並整合長照資源，

提供多元化的專業服務。

3. 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

社區精神病人的就醫與住院，病人無論是在家、精神復健機構、

日間型或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等，是否持續就醫與病情穩定有很大的關

係。大部分病人在家人與照護機構的協助下，可以穩定持續就診。惟目

前共病者眾，精神病人亦常合併藥酒癮等問題，病人問題相對複雜，特

別是近幾年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常被連結與精神病人有關，故對精神醫

療照護在社會安全網之角色有所期待，如何更快速與當地精神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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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且積極安排床位，緊急安置社區病人，減少社區精神病人滋擾事

件，顯得相當重要。衛生福利部自2016年開始，推動「精神疾病病人社

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即有強化社會安全網之美意，增進社區精神照

護服務網絡。然一旦開啟相關服務且廣為人知時，會運用相關服務的單

位勢必增加，但計畫經費有限，大部分醫院在經費用罄狀況下，即無法

再提供轉介病人服務，雖然有些醫院在公醫使命的理念下，仍會繼續接

受轉介病人的服務，建議日後編列更充足經費來服務社區病人。原本各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就有編列經費提供緊急到宅評估，但因此計畫「精神

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的推動，而讓一些衛生局將經費挪至

其他計畫，此計畫乃是希望補強地方精神醫療資源的不足，實不宜將原

本該編列的經費挪至他處，此舉實應多加考量。

4. 精神復健機構

(1) 因健保給付因素，近幾年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大幅調升健保

給付後，家數／床位數不斷成長，然而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卻逐年萎縮，影響到精神病人回歸社區及家庭，建議應提高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健保給付，以增加設立動機，逐漸提高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占精神醫療比例，避免精神復健機構之

再機構化。而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宜分級或分類，以因應需

積極復健或長期居住安置之不同住民需求，建議可將住宿型

精神復健機構分為積極復健與長期照顧兩類，將後者歸屬社

會福利機構，以解決精神病人長照安置資源不足之問題。至

於收費部分，目前照顧補助費由精神復健機構直接向主管機

關申報，額外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各縣市不一，建議相關收

費標準應有一致性，包括自付項目金額及社會福利補助方

式，以減輕病人及家屬負擔，且機構住民財務及生活補助費

用之使用管理，應有具體監督機制，以維護病人權益。

(2) 全日住院機構收治條件與照顧職責，因不同需求而有所分

別，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公費養護床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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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不同的經濟補助來源。一般民眾都期待入住公家附設全

日住院，除了照顧有品質外，最重要的是有相關補助，不致

負擔太重。若真的無法申請到補助而入住自費的全日住院機

構或收容機構（未立案機構或龍發堂等），基本上家屬較不

會去要求品質，而這些單位亦無衛生主管機關或社政機關的

考核，恐將成為精神醫療上的漏洞。因患有精神疾病者，大

部分需長期或終身醫療，基於上述需求，如何更積極協助有

需要的病人或案家取得相關補助，進入立案的照護機構，是

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

(3) 社區精神病人之復健，目前政策鼓勵成立小型復健中心，40
床以下的復健中心為主，透過社區融合、復健訓練等讓病人

可以獨立生活於社區。然經過多年努力發現，大部分的社區

精神病人仍需家屬外的機構支持，雖然病人經過復健，可能

在工作場域可以表現很好，但仍會有許多擔憂與困擾。而在

工作場域，畢竟有聘僱關係，有些問題似乎很難於工作場域

反映，所以非常需要原有的照護機構，繼續提供相關協助。

a. 有些地方的復健中心雖然標榜是小型復健機構，但實際經

營模式為化整為零，以集團式（一條龍）經營模式，由一

開始競價、主動至案家收治病人、非常規律的復健模式

（病人大多時間在機構內）、大量收治病人於機構內，其

中可能的倫理與治療議題，大家可以提出討論。

b.  復健中心的功能，復健中心對社區精神病人相對重要，它

肩負著病人轉銜、情緒輔導與庇護性工作等服務，特別是

病人的尊親屬逐漸老化後，手足多難以承擔照顧之責，最

後這些照護責任勢必落入政府或相關機構手上。如何讓社

區精神病人儘量維持在住家附近的庇護性機構從事復健，

顯得相當重要。大部分的復健中心為小型機構，然相關考

核、指標的規定要求恐很難達成，例如就業率、個別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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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轉銜紀錄等，大部分病人還是需在庇護性的工作場下生

活，也會因症狀的起伏，來來回回於案家、復健中心、醫

院等，要維持一定的就業率恐有困難。另對復健中心如何

給予支持（經費補助），使其能持續經營下去，則是另一

個政策應考量的問題，畢竟這些都是社區內最貼近病人的

復健與照護場域，如果全部要求其自給自足，最後很多在

成本效益考量下，最先被犧牲的恐怕是病人的權益。

（二）社政資源現況與相關題

1. 現行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或社區式服務規劃及人員訓練，係為所有

障別之統一規定，建議須因應精神病人的特殊性，針對慢性精神病人提

供差異性服務，減少拒收精神病人的情形，增加使用率。此外，因社政

單位認為精神病人之主管機關為衛政單位，較未積極推展服務精神病人

之生活重建、長期照顧或社區居住方案，建議未來社政單位及衛政單位

需整合，訂定符合精神病人之機構式或社區式服務。

2. 強化精神病人家庭照顧者之支持服務資源，例如臨時及短期照

顧、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及研習、照顧者津貼等，以減輕家屬照顧

壓力，避免過度依賴全日型機構式照顧，影響精神病人回歸社區。

3. 目前針對老年精神病人的長期照護機構服務，僅有精神護理之

家，若未申請社會福利住宿生活照顧費補助，收取自費對大部分精神病

人家屬而言恐無力負擔，導致年邁無復健潛能且個人自我照顧需協助的

精神病人，長期住在慢性病房或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建議社政單位與

衛政單位整合相關資源，增加住宿型生活照顧機構，發展多元社區居住

方案，並訂定適當的收費及收案標準，以符合病人及家屬需求，並減輕

家屬之負擔。

4. 社會救助身份之審核係以家戶為單位，導致某些有需要的病人，

無法獲得實質救助，例如因家庭因素導致居住設籍困難者，成為縣市政

府間的人球，家屬有經濟能力卻不願照顧，手足僅願照顧尊親屬卻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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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精神病人，而精神病人因家庭整體經濟評估又無法通過社會救助審

核，以致影響所需之醫療、復健及長照資源轉介，建議上述病人須有相

關配套措施。

（三）身心障礙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鑑定與

需求評估對精神照護之影響

1. 精神照護原由衛生醫療單位與社會福利單位分責但未整合，政策

規劃與資源分配相互協調不易，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未能落實，無

法與後續需求及福利資源銜接，建議衛政單位與社政單位針對照護資源

之規劃與運用充分溝通協調，以利身心障礙ICF鑑定與需求評估能具體

落實，並符合精神病人及其家屬之需求。

2. 社區精神病人的福利與身心障礙手冊，這些資格的取得關乎病

人經濟上的補助或福利，有時候病人已經進步但為了補助等級問題，會

希望將殘障等級拉高，亦有病人或案家為此而與醫師爭論，此時專業判

斷、經濟需求與倫理議題相互拉扯，如何處理就需雙方運用智慧好好協

調。

因藥酒癮問題亦納入精神病人領域，精神病人家屬擔憂，藥酒癮病

人會瓜分原挹注於精神病人的經費，目前推長照2.0，雖有長照A級單位

表示長照2.0涵蓋精神病人，但實務上執行長照業務單位，給予精神病

人的資源比一般長照對象少的多，這也造成精神醫療領域人員，頻頻出

來幫弱勢的精神病人，爭取相關權益與資源。

隨著病人主要照顧者的老化或往生，臺灣老化的精神病人，難以

找到做決策的家屬，雖說醫療機構大部分僅負責醫療，但面對精神醫療

似乎又兼負著社會安全照護職責，即使評估病人穩定，亦沒人敢強制要

求精神病人離院，擔心有社會問題。若真的要將病人推往社區或返家居

住，那在社區的復健中心或中途之家的功能就格外重要，政策上需給更

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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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管理平臺

目前由醫院到社區之間的精神照護缺乏連續性，建議中央應統籌

各縣市政府比照或結合長照中心運作模式，建置精神病人整體需求評估

及資源轉介中心，整合衛政、社政、勞政等各種資源，以責任區為概

念，結合各種社區服務方案及長照資源，提供多元服務模式，包括居家

訪視、職業訓練、多元居住方案、各類型精復機構服務、危機處理團隊

等，除落實各類精神照護機構或方案之收結案標準及轉銜機制，並積極

提升精神病人及其家屬運用照顧服務資源之知能，減輕家屬負擔，提升

精神病人及其家屬整體生活品質。

二、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照護：教育、勞政資源與問題

現行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照護、教育、勞政資源與問題，郭乃文理

事長從現行法規政策層面的角度，來討論目前精神康復者在教育及勞政

所面臨的問題，是很好的切入方向，並且考量到其他國家的制度優勢，

進而提出解決目前我國在教育及勞政的問題建議。

 我們都知道，一項計畫要能順利推行，需要正確的政策方向及合

宜的法律，因此郭理事長從Top－Down 的角度，以「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法律政策面來討論，並各

提及5個問題在短中期間反省、討論、執行者來分析說明，最後，並討

論此二法規共同重視之點。我想補充另一個和影響精神康復者更直接密

切的法律，也就是1990年通過精神衛生法，該法第十二條就明定政府應

按需要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定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及心理衛生

機構；2000年更於「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修正法案中，

更明定社區復健治療項目包括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庇護性工場、住宿

型精神復健機構及居家治療；之後2007年，為符合實際需要而有修正法

條，除了定義嚴重病人外，更明確「說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社

政、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照顧、支持與復健體系，提供病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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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以

及「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神

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以及

新增精神護理機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等的社區機構資源分別

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臨床心理服務或諮商心理服務（第十六

條）。由此可知，政府在精神疾病照護政策方向上，藉由「精神衛生

法」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1995年新增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類別）相互為用，指引精神醫療復健

理念。2007年，更依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修訂身心障礙定義與分類，以保障病人權益，從以前強調住

院醫療進而朝向社區復建，也就是recovery的概念。宋麗玉（2013）將

recovery譯為「復元」，強調「元氣」概念，個人在復元過程，萌生希

望與再現生命力，進而產生行動力量及帶來正向結果，非僅回復原來功

能或生活 [25]。另外如Andresen、Oades與Caputi（2011）精神復元三類模

式：(1) 醫療治療為主的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2) 功能復健為主

的復健模式（rehabilitative model）、朝向 (3) 以病人為核心的賦權模式

（empowerment model）[26]。最後衛生福利部在「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

皮書」中更指出，全民心理健康未來趨勢，須以「人」為中心， 「社

區」為導向，最後能導向以「康復」為目標的服務概念 [27]。

除了明確的政策法律面、執行面的落實，包括精神衛生行政體系更

是重要，方有達成目標的可能。受歐美推動去機構化發展的影響，1985
年核定「醫療保健計畫――籌建醫療網計畫」，開始重視社區精神復健

的服務；1989年更推廣「精神病人社區復健計畫」，加強精神病人之社

會功能，避免長期住院。經由多期精神醫療網的努力，精神照護資源己

逐年成長，精神科病床許可數幾達每萬人口10床的目標，而其他精神健

機構如日間型、夜間型及精神護理之家亦穩定發展。另外，衛生福利部

統計至2017年底慢性精神病人失能程度分布，在125,932人中，輕度障

礙35,634人（28.30%），中度障礙更高達68,524人（54.41%），兩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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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82.71%，衛生福利部亦編定精神病人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依病人性

質功能區分1-6級，明訂衛政（精神健機構）及勞政、社政之適合服務

對象。另外，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統計，直至2017年，近十

年精神醫療費用平均雖成長3.4%，但相對於臺灣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人

數從2008年101,846人至2017年125,932人成長達23.6%，健保資源成長與

人數成長似不成比率。而這幾年在社區政策引導下，慢性精神住院住院

費用占率由2008年20.7%降至2017年16.3%，反之慢性精神社區復健費用

占率由2008年3.6%升至2017年6.3%，更顯示政府強化社區復健的成果。

精神疾病的治療與照護，本就是複雜而長期連續的，不只從個人的

角度，更涉及生理心理及社會文化層面。楊明仁醫師曾提到精神病人都

會有一個歸宿，簡要劃分亦即指就醫、就學、就養、就業等四方面，彼

此互相關聯，在教育資源及勞政方面，誠如郭理事長所見，深表認同，

尤其其中幾個部分更形重要：

（一）各資源平臺整合及轉銜機制問題：精神復健是一個人的一

生問題，在復元的過程中，需要包括衛政（醫療）、勞政（工作）、社

政（福利）及教育（學習）的資源協助，但現在因為分工而無法無縫接

軌，甚至因無法轉銜而在復健機構中形成另一種機構化。根據2016年身

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目前身心障礙就業者求職管道依序

為親友介紹（38.11%）、自家經營（22.62%）、自我推薦（10.7%），

而公立或私立服務機構轉介，卻只有4.32%及3.35% [28]，更顯示平臺的

缺乏。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這幾年成立中部各復健中心就業平臺，於

2018年教育部與勞動部首度跨部會合作邀集學校、縣市勞工局共同推動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相關業務，縮短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畢業

後就業等待期及穩定就業等 [29]。但這些只是一個開始，仍只侷限於醫療

復健機構的範圍，或者數量仍顯不足，因此要滿足精神康復者需求，仍

有待努力。

（二）汙名化誤解影響：很多的研究都指出，不論在社區或者校園

及職場，精神病人不只是弱勢，更面臨汙名化的誤解及壓力，進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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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適應。根據2016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30]，精神病人

不只在校園，在職場受到不平等對待高達50.36%，因此如何利用媒體及

教育體制，增進民眾、教師、同學及雇主、家屬等對精神疾病瞭解，進

而接受，減少汙名化，是最刻不容緩的事。如在教育上，心理健康及精

神疾病知識教育課程推廣從小學開始，落實教師、學生、家長及民眾；

勞政方面，讓雇主可以瞭解精神病人的疾病並減少其擔心。

（三）人員方面：需考量 (1) 人員的專業學能及訓練不足：增加

精神神經心理復健專業督導、多元復元方案考量；(2) 跨領域專業的合

作：包括各領域專業團隊的協調及合作。

（四）制度法律方面：(1) 包括人力資源及經費不夠現象，需訂定

合宜的人力編置及健保給付；(2) 法律未能因應現況修定，去除汙名障

礙條文（如教師法第十四條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第七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或

各法律不一致而衝突，包括規劃精神病人在長照系統的特殊性，因應國

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和精神衛生法的不一致等。

（五）實證知識研究：(1) 疾病影響因素及復元機制實證研究不

足：神經心理復健等模式；(2) 參考國外相關制度，取他山之石，結合

本國文化，建構符合本土之設計，應多鼓勵專家學者及臨床實務人員研

究。

（六）資訊平臺的公告與及時性：提供各種精確資訊，包含身障

者、醫療人員、就服員、家屬、雇主相關需求及時調查及宣導，瞭解身

障求學及求職的困難及特殊性，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

告，精障復元者最需提供的是就業資訊及專長受訓參考，但五年一次的

調查，似不太符合目前的趨勢。

在身心障礙者各類別中，因精神康復者具有其特殊性，使得在需求

及復元的介入方面，都需要個別考量設計，謝謝郭理事長精闢中肯的意

見和建議，希望能經由意見交流改善，達成以病人為中心的精神，讓病

人可以去機構化到回歸社區，甚至找到工作，獨立及貢獻社會、參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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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賦能）。

 最後，借用賴德仁理事長的話：「臺灣精神病人社區化照護仍有

一段長路，一方面要投資增設足夠機動的社區照護團隊，一方面要營

造友善接納的社區環境，法令、資源要到位，衛政、社政、勞政、警政

等跨團隊的合作，精神病人才能更有效的就醫與自立，家屬的負擔才能

減輕，引發社會治安的問題才能減少。精神病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大

眾的誤解與汙名。唯有大家共同合作，精神病人的社區化照護才能成

功。」

三、康盟、病人權利及社區支持的資源

（一）肯定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及各縣市康復之友協會的貢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自1997年11月8日成立至今已22
年，為精神病人、康復者及家屬在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權益福利

之爭取、人權維護，及促進社會對精神康復者之認識、接納與支持等方

面，不遺餘力，值得肯定。

全國會員團體，縣市康復之友相關協會擴增至29個，在各縣市中

提供即時、可近性的服務，如個案管理、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居住服

務、居家訪視、家屬團體、庇護性商店、工作坊、日間型精神復健機

構、就醫服務、養護收容服務、志工服務及訓練、心理諮商服務、法律

諮詢等，服務內容多元、務實，對康復者及家屬助益頗多。

從2001年的精神衛生法修正案、爭取第二代藥物作為健保第一

線用藥、精神康復者納入長照服務網、爭取精神康復者會所服務模式

（Clubhouse）納入身權法、參與社區精神復健機構評鑑、保障精神

病人工作權（2013年刪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九

款）、出版精神病人藥物、就業、人權、生命敍說等相關刊物、辦理各

項去汙名化活動如健心盃才藝交流、心靈影展、「心靈角落」徵文、海

報設計等、媒體導正聲明、「思覺失調症」正名、國際交流研討會、龍

發堂堂眾健康權益維護，到病人及家屬培力訓練，如家連家課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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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區域有關禁止精神疾病人者不得進入之條款發表聲明，要求徹查相

關具「歧視條款」之告示等，成效斐然。病權及家屬團體的經費，通常

來自方案補助及民間捐款，在有限的經費下，仍充分落實自助助人的理

念，令人讚賞。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所帶來的政策與實務挑戰

聯合國於2006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CRPD核心價值為人權

（human right）、反歧視（anti-discrimination）及平等（equality），

強調尊重差別，鼓勵身心障礙者完整有效地參與社會。訴求「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強調障礙者是「can do」，而非過去的「can't 
do」。改變過去的慈善思維，確保障礙者如同一般人有平等權利參與社

會，並且接近所有的公共領域，包括交通、資訊及溝通等機會。

我國於2014 年7月3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

法》， 同年8月20日由總統公布，並自12月3日施行。CRPD強調障礙者

的平等自由及尊嚴被尊重，採社會模式觀點重視社會的態度、環境因

素，重視障礙者中的弱勢――女性及兒童障礙者，重視身心障礙者參

與，強調身心障礙者居民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是以身心障礙者為權利

主體進行各項政策措施，對目前精神病人的各項權益保障、生活支持與

就醫面向，尤其是強制住院，均帶來深刻的影響與挑戰。

  2017年底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於國際審查，審察

委員明確指出，強制住院違反公約14條，人不能因為自己的障礙，在沒

有經過法律的判決下被限制人身自由 [30]。建議政府應「設置程序保障機

制，包括立即法律協助及自願知情同意規定」[31]。目前精神衛生法修法

方向，希望將強制住院制度由審查會決定改成法官模式即受此影響。雖

然目前如何尚無定論，但已顯見CRPD影響深遠。CRPD重視人權，是

現代國家進步的指標之一，但我國的法律政策及文化，仍有許多面向責

成或賦予家屬責任，如何突破調整，亦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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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支持資源的充足性與有效性

依照目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精神病人在生涯轉銜計畫、

多元連續服務、個人支持服務、家庭支持服務、社會參與及身心障礙證

明所享有的福利與資源申請，與其他障礙者享有通則性的服務。另有為

精神病人所辦理的各項社區化精神復健治療，如居家治療、日間型精神

復健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會所（clubhouse）模式、社區家園、

居住服務等，還有照顧者支持、臨時及短期照顧、精神護理之家等照顧

服務。

這些資源雖然多元，量能也不斷擴增，但在延續性、有效性，仍有

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如何避免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的再機構化、落實以

病人與家庭需求為中心、提升社區或雇主友善接納，達到真正的去汙名

化，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四、結論與建議 

（一）病權及家屬團體，需有延續性計畫及經費的有效挹注，以維

持及擴展服務和資源使用的長期效能

康復之友聯盟及各縣市康復之友協會是由精神病人、家屬及照顧

者發起成立的精神公益社福組織。從精神障礙族群的需求出發，結合各

領域專業人員提供服務，自助助人。聯盟及各康復之友協會之經費來源

多數為政府專案補助或民間捐款，綜然有各項多元、創新及以病人為主

體的方案計畫，但宥於經費，常在人事費、場地經費缺乏之下，發展受

限，或斷斷續續時有時無，造成服務發展的困難和瓶頸。建議政府相關

專案的編列與補助應及時且具延續性，方能有效擴展服務，並有助人才

培育及累積經驗，發揮長期效能。

（二）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施行，應重新檢視、

整合各項法規與計畫的適用性，並考量文化民情，落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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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1.「精神衛生法」修法，須有病人生活照顧及支持性社區服務之具

體規劃及章節。　

依據社團法人臺北市心生活協會，針對「精神衛生法」擬將強制

住院由專家審查改由法院審理判決乙事所做的調查發現，有73%的民眾

反對，且認為長期的生活支持服務更為重要。心生活協會指出，強制就

醫及住院，處於「要救病人使其獲得合適之治療，以恢復自我健康與決

策能力」及要「限制病人自由、剝奪其不想就醫之權利」的兩難。強制

住院制度的改變，對部分精神病人及家屬之權益影響重大、甚至攸關其

人身之安全，亦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精神衛生法雖有照顧病人就醫、就

業、就學、就養等良好「願景」，但規範仍以醫療、醫事單位服務為

主，欠缺可長期性提供給精神病人的生活照顧及支持性社區服務之章節

及具體規劃。我國精神醫療雖然是進步的，但因生活支持與照顧之資源

匱乏，令許多精障家庭之負荷及困境難以緩解。社區中能夠承接並支持

精神病人及其家庭的服務少，病人因疾病症狀明顯而引起危機時，並無

合宜的服務可讓家庭求助，使得過渡仰仗『強制住院』，造成住院一輩

子的人權爭議，也造成送不進醫院的就找地下機構關的遺憾。

2. 專門職業人員法規之檢視與修訂：在工作權部份，仍有諸多專門

職業人員法規禁止身心障礙者或精神病人者擔任，如各類醫事人員法、

《社工師法》、《會計師法》、《教師法》等等，明顯違反CRPD。

3. 公園、遊樂區、運動中心等場所的歧視性規定之檢視與修訂：

仍有公園、遊樂區、運動中心等場所，明文公告禁止身心障礙者入內使

用。

4. 在意識提升部份，應由慈善或醫療模式進入人權模式：以「協助

精神病人做決策」取代「替代精神病人做決策」，相關計畫須從權利模

式的觀點制訂，以確保精神病人免於固有偏見之對待。

5. 有效的司法保護與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身心障礙者參與

司法體系時，應採取必要措施給予有效協助，包括提供輔助人、硬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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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無障礙、必要的隱私與安全性保護措施。若被告有心理或智能障礙之

情況，經鑑定或有其他方式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心神喪失或屬心理障礙

等疾病而不能到庭的程度，法院應停止審判。另須確保衛生保健服務，

包括所有精神衛生服務都能在當事人自由、知情同意情況下提供，並分

配更多的財政資源，確保其能獲得幫助。

6. 社會救助法、社政法規等應通盤研究修法，建立協調或可行的制

度解決「人籍不合一」時的處理方式。社政系統各縣市間壁壘分明，常

需要戶籍和居住地在同一縣市者，才能享用該縣市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

服務。可是當精神病人狀況不好時，可能到處租屋，人籍不合一，使得

他們沒有辦法有個案管理服務，甚至連低收入戶等基本經濟福利資格都

申請不到。

7. 保險法條文的修正，避免直接否定精神病人的投保權益：在臺

灣，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者及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罕見疾

病等等，長期都是保險公司名正言順拒保、拒賠對象，因為保險法且帶

有歧視的法案，直接否定他們的投保權益。保險法現行條文第一百零七

條第三項，即以被保險人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理由減損保

險契約法律效力，這些族群的死亡給付不予理賠。這樣的法條精神，完

全違反CRPD的平等不歧視、法律前獲得平等承認、健康保險與人壽保

險禁止歧視精神病人等相關規範 [32]。

（三）提供長期、有效的社區支持資源

1. 提供符合精神病人、康復者及家屬需求的合適資源，尤其是社區

危機處理團隊、到宅服務及居家治療等精障家庭居家支持服務

許多精障家庭需要醫療及生活上的協助，但缺乏到宅陪同或家務

協助服務，尤其雙老家庭的增多，家庭支持服務，需要更多資源協助。

當精神病人有操作生活事務困難時，其他身心障礙者可使用居家照顧服

務，但精神病人卻缺乏相關的精障需求設計及服務提供者訓練，使精障

族群在現有的「身心障礙居家照顧服務」及「長照服務」中，使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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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也因為沒有這類合用的到宅精障服務，精障家庭的「喘息」服務

亦缺乏，使精障家庭的喘息，以病人住院為大宗。另許多病人急性住院

出院後，或因身心狀況尚未穩定，或因缺乏意願，或因使用交通工具的

困難，或因地源距離，無法使用日間留院或日間復健資源時，除了使用

短暫的門診外，缺乏合適的其他資源，建議政策面應積極拓展相關的服

務協助，如到宅服務、居家治療、同儕支持、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協助病人，在家庭與社區生活得到必要的支持，病人可自主性地與家屬

有更多互動，協助家屬有更多機會與其他病人之家屬有情感支持，讓病

人與家屬的關係互動更加親近。

2. 發展多元之精障社區支持資源，宣導精神復健概念及服務成效，

強化社區服務使用效能，以提供病人、家屬的參與意願及信心

慢性精神疾病的病程發展、復健與復元歷程是漫長的，需要時間

重新建立病人各種感官經驗、操作經驗、人際互動經驗等，病人及家屬

均需要更多的耐心與知能。家屬或病人常努力一陣子後，容易因使用的

不便性，或看不到成效，很快放棄再使用服務，反而影響社區支持服務

的擴展與效能。建議社區支持服務，應提供更便利、容易使用的支持措

施，如交通服務、同儕陪伴，並鼓勵各種以精神病人為主體的創新服

務，宣傳精神復健的概念、社區服務的效果，讓廣大的精障族群們聽

到、看到這些服務的概念與可能性，從而有機會「試用」這些服務，才

能慢慢讓需要服務的人都能獲得合適的服務。

3. 依衛政及社政不同之功能基礎，布建多元的社區服務資源，專用

於補助民間團體興辦各類精神心理衛生服務

建議以衛政、社政為基礎，結合政府各部門與民間公益組織，發

展以社區為據點的社區精神危機處理服務。除危機處理之外，亦可提供

各類的精神病人與家庭所需之服務。包括到宅生活支持服務、生活重建

服務、日間照顧、據點服務、帶狀活動、居住服務、家屬諮詢與紓壓中

心、專線電話服務、多樣化活動、交通支持協助等。另可由社政、衛

政、勞政、教育等主管機關，按年撥款專用於補助民間團體興辦各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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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心理衛生服務。

我國精神病人社區服務，在公、私部門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往前邁

進，共同營造友善、有效、到位的社區化服務，協助病人自立，減輕家

屬負荷，並落實CRPD所要求的政府對人民的承諾，結合更多跨部會的

資源，針對精神障礙族群之需要，研擬、推動、提供合用的「精神病人

社區長期照顧服務」，已是當務之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期待這一天

早日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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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

第一節   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的背景與研究方法（張家銘）

一、背景

精神病人的社區化照護是世界趨勢，也是這幾年重大的精神醫療政

策 [1]。臺灣早期精神醫療床位與人力不足。自1985年代起連續五期精神

醫療網的計畫，充實了許多精神醫療的硬體設備與人力資源，並從1988 
年行政院衛生署核定由各醫療網核心醫院試辦社區精神病人復健計畫，

精神病人的治療策略由長期的收容轉變為積極的治療，強調精神與社會

功能的復健。目標是精神病人能重返社會工作與生活。經過20多年來的

努力至2016年底為止，共有221家以上社區精神復健機構設立增設。

即便精神醫療硬體設備與人力增加，社區復健機構的量能也增進。

要能由醫院為基礎的精神醫療轉變到社區為基礎的精神醫療並不容易 
[2]。許多的精神病人只是由原本慢性精神醫院轉到社區精神復健機構，

並未能真正回到社區家庭、找到工作，形成另一種社區復健機構的機構

化。顯示即使由醫院轉化為社區照護，仍非以精神病人與家屬的需求為

中心，在賦權增能、鼓勵自主及家庭的支持方面仍是不足。

澳洲以慢性精神病人的調查發現，被滿足的需求主要是居住、精神

症狀、食物、家庭照顧與金錢。未被滿足的需求主要是陪伴、白天活動

與親密關係 [3]。在蘇格蘭針對出院精神病人的調查則發現，心理困擾、

白天活動、陪伴、對治療的資訊、取得食物是最常見的五項需求 [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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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劉玟宜等 [5] 曾對社區精神病人的照護需求，做了系統性的文獻回顧。

他們回顧了18篇英文及4篇中文文獻發現，這些需求大概可分醫療照顧

與社會適應兩大面向，最常出現的五項需求包括：處理精神症狀、支持

性就業、金錢福利、處理心理困擾及自我照顧技能。針對日間留院慢性

精神病人需求評估發現，有六項需求超過50%，分別是精神症狀、白天

活動、社交、資訊（關於病情、治療）、金錢、親密關係 [6]。蔡幸君 [7] 

以日間病房及社區復健中心（現稱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病人評估

其主觀需求，發現需求最常見的領域是精神症狀、白天活動、社交。未

滿足需求最常見的領域是親密關係、社交、心理痛苦。而親密關係、他

人安全、自身安全、福利金、家務整理，與身體健康領域的問題是最常

未被親友或醫療社會服務發現的需求。

瞭解社區精神病人的照護需求與其影響因素，才能在未來政策與資

源的分配上重新設計。本研究為2018年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計畫「精神

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計畫的一部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論壇

計畫主要是透過專家會議與研討，提供國家重要衛生政策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社區精神病人的自我汙名化程度、被滿足與未

被滿足的需求及其相關因素，以提供國家未來精神病人社區照護政策與

資源分配重要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一）研究對象

以大於18歲且意識清楚，能理解並填寫問卷的社區思覺失調症病人

為收案研究對象，預計收案人數800人。

（二）收案來源與收案方式

1. 由台灣精神醫學會發函給全臺的社區復健機構及中華民國康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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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盟所屬會員單位，徵求參與協助研究意願，並由助理致電說明本研

究的目的與問卷填寫方式。經說明同意後寄發問卷給機構單位，協助發

放、回收並寄回問卷。

2. 參考目前社區復健機構家數與收治人數的分布，估算北、中、

南、東人數不要差太多。樣本的屬性是在住在社區復健機構或日間型社

區復健機構或門診，各有一定數量。

（三）資料收集

以研究者設計的「精神復健者社區照護需求調查問卷」完成資料收

集，本問卷是參考過去文獻綜合許多量表，並經研究團隊討論後設計。

包括：

1. 基本人口與就醫資料：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程度、發病年

齡、居住地、工作、殘障手冊、重大傷病、社會補助、服藥與回診狀

況、社區復健機構種類。

2. 身心干擾程度：這是簡單三題Sheehan Disability Scale，測量最近

這一周來在工作、社交休閒及家庭生活功能影響程度，採Likert scale 計
分，由0完全沒有到10極度嚴重。此量表常被用來評量臨床藥物試驗的

影響。在臺灣賴德仁等曾用此來評量921地震後災民的失能程度 [8]。

3. 行為及症狀辨識量表：這個量表是Behavior and Symptom 
Identification Scale (BASIS-32) 共有32題，包含了五個分量表（relation 
to self and others, daily living and role function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mpulsive and addictive behavior, and psychosis），是發展來測量精神病

人的預後，採Likert scale 計分，由0沒有困難到4非常困難。它的內在一

致信度0.89，再測信度0.65-0.81，同時它的區辨效度佳 [9]。在臺灣也有

學者曾用它來評量精神失能者的症狀與生活品質關係 [10]。

4. 精神疾病標籤程度：我們採用的量表是由香港學者Mak及Chung
發展的九題Self-Stigma Scale-short（SSS-S）[11]，包含各三題在自我汙名

化上的認知、情緒與行為。採Likert scale 計分，由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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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它的一致信度α= 0.87，建構效度CFI = 0.97。在臺灣也曾用它做

思覺失調症自我汙名化的評量 [12]。

5. 健康生活品質：生活品質的測量，採用SF-12量表。SF-12量表乃

是將SF-36精簡為12題，並將原8個層面縮減為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兩

個層面 [13]。在信效度方面，可解釋原SF-36量表91.1%（生理）及91.8%
（心理）之變異量，兩周後再測信度則分別為0.89（生理）及0.86（心

理）。在香港華人研究則發現，SF-12可解釋SF-36量表82%（生理）及

89%（心理）之變異量 [14]。

6. 需求評估：由英國倫敦大學發展的Camberwell Assessment of 
Needs（CAN），是目前最被廣為用來評量精神病人需求評量。最早的發

展是會談版，由醫療人員協助病人評估評分者信度與再測信度與需求一

致性的評估上分別是 0.99及 0.78 [15]。後來有學者發展出短版Camberwell 
Assessment of Need Short Appraisal Schedule（CANSAS）[16]。這個量表

可以被用評量生活中22種被滿足與未被滿足的需求，已經被多國使用。

臺灣葉紅秀等 [17] 曾用來評量精神科病人的需求。也有學者在臺灣社區

思覺失調症病人做此量表的信效度檢驗 [18]。本研究採取的是自填的版本

CANSAS-P（CANSAS self-report version）[19]。

四、統計分析

1. 單變項分析，瞭解思覺失調症病人人口學、社區照護機構別、自

我標籤化程度、失能程度、行為及症狀辨識、生活品質與有被滿足未被

滿足需求的分布。

2. 雙變項分析，比較思覺失調症病人各種人口變項及社區照護機構

別，自我標籤化程度、失能程度、行為及症狀辨識、生活品質與有被滿

足未被滿足需求的差異。

3. 相關分析，瞭解思覺失調症病人各種人口變項及社區照護機構

別，自我標籤化程度、失能程度、行為及症狀辨識、生活品質與有被滿

足未被滿足需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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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的結果與討論（張家銘）

一、結果

（一）樣本回收情形

經過一個月共回收807份問卷，扣除15份填答不全者，有效問卷

792份。問卷來源共有49家機構（單位）協助，包括14家醫院（或療

養院）（28.6%）、17家康盟各分會（34.7%）、18家社區復健機構

（36.7%）（圖4-1）。樣本分布區域以北部最多（26.5%），東部最少

（19.2%）。所有的樣本都是非在醫療機構住院的社區精神病人，其中

520人（65.7%）是住在家裡。272人（34.3%）是住在社區復健機構（住

圖4-1   機構屬性分布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178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宿型精神復健機構），住在家裡的多於住在社區復健機構內的。但是東

部的病人，超過一半是來自於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表4-1）。

         機構數           樣本總數  住家裡               住機構

       n      %           n           %           n           % n %

北部      13    26.5         232       29.3        154       65.5        78         34.5
中部      13    26.5         211       26.6        162       76.4         49        23.6
南部      16    32.7         197       24.9        138       67.0         59        33.0
東部        7    14.3           152       19.2          66       42.9         86        57.1

總數      49    100         792       100         520       65.7        272       34.3 

表4-1   樣本回收情形與分布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二）社區精神病人調查樣本特徵

792位社區精神病人之中，男性比女性多（56.9%：43.1%），平均

年齡44.0歲（SD = 10.8歲）。未婚占大多數（79.9%），學歷以高中最

多。一半以上最近一年沒有工作（53.9%），但也有35.0%有兼職工作、

11%有全職工作。九成以上有殘障手冊，八成以上有重大傷病卡，六成

有領社會津貼補助。九成以上有規則用藥或固定回診。

比較住在家裡及住在機構內的社區精神病人兩組之間的差異，發現

住在機構內的社區精神病人顯著較多是男性、年紀較大、住東部、有兼

職工作、領有社會補助津貼（表4-2）。

（三）比較住家裡與住機構的社區精神病人在自我汙名化與各種預

後指標的差異

比較住家裡與住機構內的社區精神病人在自我汙名化與各種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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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住家裡 住機構內  

　 n=792   % n=520   % n=272   %  X2    p

性別         8.784 0.003
    男性 451 56.9   276 53.1 175 64.3  
    女性 341 43.1   244 46.9        97 35.7  
婚姻狀態         2.883 0.41
    已婚   77   9.7     52    10   25   9.2  
    未婚 633 79.9   420 80.8 213 78.3  
    離婚或分居   69   8.7     39   7.5   30    11  
    其他   13   1.6       9   1.7         4   1.5  
教育程度       23.871 0.000
    國小以下   31   3.9     14   2.7   17   6.3  
    國中 168 21.2     92 17.7   76 27.9  
    高中 374 47.2   249 47.9 125    46  
    大學以上 219 27.7   165 31.7   54 19.9  
現在的居住地       38.103 0.000
    北部 237 29.9   156    30   81 29.8  
    中部 214    27   162 31.2   52 19.1  
    南部 195 24.6   136 26.2   59 21.7  
    東部與離島 146 18.4     66 12.7   80 29.4  
最近一年有沒

有工作       40.403 0.000
    沒有 427 53.9   322 61.9 105 38.6  
    兼職 277    35   151    29 126 46.3  
    全職   88 11.1     47   9.1   41 15.1  

表4-2   回收樣本特徵（n = 792）



180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是否有殘障手

冊？         0.456 0.500
    沒有   67   8.5   47     9   20 7  .4  
    有 725 91.5 473    91 252 92.6  
是否有重大傷

病？         0.12 0.729
    沒有 108 13.6   73    14   35 12.9  
    有 684 86.4 447    86 237 87.1  
是否有領取社

會補助津貼？       23.408 0.000
    沒有 321 40.5 243 46.7   78 28.7  
    有 471 59.5 277 53.3 194 71.3  
平時服藥狀況         3.895 0.273
    規則服藥 737 93.1 480 92.3 257 94.5  
    自行加減藥   30   3.8   19   3.7   11     4  
    想到或有症

    狀時才吃藥   19   2.4   16   3.1    3  1.1  
    一直未服藥     6   0.8     5      1    1  0.4  
過去半年固定

回診精神科？         1.56 0.458
    沒有   46   5.8   27   5.2   19    7  
    有 746 94.2 493 94.8 253  93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t     p

年齡 44 10.8 42.5 11.1   47 9.4 -4.987 0.000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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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發現住家裡的社區精神病人的工作、社交、家庭與整體的失能程

度皆顯著較高，並且在基本精神症狀總分及其分量表Relation to self／
others、Daily living／role functioning、Depression／anxiety、Psychosis的
嚴重分數皆顯著較高、自我汙名化程度總分及其分量表SS-Cognitive、
SS-Affect、SS- Behavior 皆顯著較高，但是生活品質總分（包括physical
及mental）皆顯著較差（表4-3）。

（四）失能、自我汙名、生活品質與精神症狀的相關

表4-4呈現各種失能、自我汙名、生活品質與精神症狀彼此的相關

性。工作失能、社交失能、家庭失能這三種失能彼此顯著正相關。各種

失能、自我汙名化、各種基本精神症狀嚴重度都是彼此顯著正相關，而

與身、心的生活品質顯著負相關。另外，自我汙名化的認知、情緒、行

為三者也彼此顯著正相關，各種的自我汙名化也與各種基本精神症狀嚴

重度顯著正相關，並與身、心的生活品質顯著負相關。

（五）失能、自我汙名、生活品質與精神症狀的相關

住在家中的社區精神病人未被滿足的需求前五名分別依序是心理困

擾、金錢、陪伴、心理症狀、身體健康（表4-5）。

而住在社區復健機構的社區精神病人未被滿足的需求前五名分別依

序是金錢、身體健康、精神症狀、心理困擾、福利（表4-6）。

二、討論

本研究比較住在精神科社區復健機構和住在家裡的社區思覺失調

症病人，發現住在機構者年紀顯著較大，但失能程度顯著較少、所有基

本精神症狀嚴重度顯著較少（除衝動／上癮行為未達顯著）、自我汙名

化程度顯著較低、生活品質顯著較好。本研究發現各種失能、自我汙名

化、各種基本精神症狀嚴重度都是顯著正相關，也與身、心的生活品質

顯著負相關。這些顯示失能程度越高、各種基本精神症狀越嚴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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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住在家中的社區精神病人滿足與未被滿足的需求（％）

住家中 Need not met No need Need met Unclear

Child care   5.8 81.3   8.3 4.6
Alcohol   7.7 81.9   5.6 4.8
Drugs   7.7 80.2   8.3 3.8
Telephone 11.2 57.9 29.2 1.7
Food 13.7 55.4 28.3 2.7
Sexual express 15.8 67.5 10.0 6.7
Accommodation 16.2 55.8 23.3 4.8
Safety to others 16.7 66.7   9.0 7.5
Intimate relationships 17.1 66.9 11.5 4.4
Self-care 17.5 55.2 25.2 2.1
Transport 18.5 49.8 28.3 3.5
Safety to self 19.2 60.4 14.6 5.8
Daytime activity 20.6 48.7 27.9 2.9
Looking after home 21.2 49.2 27.5 2.1
Information for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21.2 38.8 34.8 5.2
Benefits 21.5 41.9 29.0 7.5
Basic education 22.9 53.5 20.2 3.5
Physical health 28.5 42.7 23.5 5.4
Psychotic symptoms 28.5 42.5 23.5 5.6
Company 29.0 39.2 27.5 4.2
Money 31.9 43.3 20.6 4.2
Psychological distress 32.7 40.8 22.1 4.4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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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機構 Need not met No need Need met Unclear

Drugs   6.3 77.6   9.6   6.6
Child care   6.6 79.4   7.7   6.3
Alcohol   7.4 76.8   7.4   8.5
Telephone   7.7 46.3 43.8   2.2
Self-care   9.9 51.5 34.6   4
Safety to others   9.9 68.8 11.8   9.6
Safety to self 11.8 67.6 14.3   6.3
Daytime activity 12.5 44.1 37.9   5.5
Transport 16.2 36.4 39.7   7.7
Looking after home 16.9 45.2 29   8.8
Accommodation 17.3 44.9 35.3   2.6
Food 17.6 39 41.5   1.8
Company 18 39 37.9   5.1
Information for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18.4 33.8 41.2   6.6
Intimate relationships 18.4 61 12.9   7.7
Sexual express 18.4 62.5 10.7   8.5
Basic education 18.4 52.2 25.7   3.7
Benefits 21.3 28.3 42.3   8.1
Psychological distress 22.4 47.4 23.5   6.6
Psychotic symptoms 22.8 42.3 24.6 10.3
Physical health 24.3 31.6 37.9   6.3
Money 26.5 36.4 32.4   4.8

表4- 6  住在社區復健機構的社區精神病人滿足與未被滿足的需求（％）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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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名化越嚴重、身、心的生活品質也越差。最後，本研究發現住在家中

與住在機構的社區精神病人，未被滿足的需求前五名中有四名重複：心

理困擾、金錢、精神症狀、身體健康，不同的是住在家中的還有陪伴需

求，住在機構還有社會福利需求。

住在精神科社區復健機構的慢性精神病人，似乎基本精神症狀較輕

微、功能較好、自我汙名化較少、生活品質也較好。這樣的差異，可能

是社區機構訓練獨立、賦能，鼓勵更多社會心理復健，也可能是因為取

樣偏差所造成。一些功能較差、較機構化的住在精神科社區復健機構的

樣本可能並未參與本研究，並不能說住在社區機構相較於住在家中更能

讓社區精神病病人進步。

本研究發現社區思覺失調症病人的基本精神症狀越嚴重者，自我汙

名化越嚴重、失能越嚴重、身心生活品質越差。表示對思覺失調症病人

而言，控制基本精神症狀嚴重性仍是非常重要。

本研究並發現自我汙名化的與各種基本精神症狀嚴重度顯著正相

關，並與身、心的生活品質顯著負相關。國外Mosanya等人 [20] 及Chan & 
Mak [21] 的研究發現思覺失調症汙名化高的精神症狀較嚴重，生活品質也

較差。Chan & Mak [21] 的研究並發現，自我汙名化是精神症狀嚴重性與

生活品質的中介因子。國內的Tang & Wu [22] 也發現思覺失調症自我汙名

化越高，生活品質越差。若能減少思覺失調症的自我汙名化，應該對其

生活品質也會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住在家中的社區精神病人未被滿足的需求前五名，分別

依序是心理困擾、金錢、陪伴、心理症狀、身體健康。而住在社區復健

機構的社區精神病人未被滿足的需求前五名，分別依序是金錢、身體健

康、精神症狀、心理困擾、福利。其中金錢、心理困擾、身體健康是共

同未被滿足的需求，可能值得更重視。住在家中的病人在陪伴與心理症

狀需求仍未被滿足。住在社區復健機構的在精神症狀與福利需求仍未被

滿足。這都是未來政策規劃時可參考。

本研究是第一個針對臺灣社區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精神症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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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名化、生活品質與需求的調查，樣本包括住在社區復健機構與住在家

中的近八百位病人，且涵蓋北中南東的各區域，仍具一定代表性值得參

考。但是本研究只是橫切面的調查，對於所有各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無法確認，這是本研究的限制。

綜合本研究的發現，各種失能、自我汙名化、各種基本精神症狀嚴

重度都是顯著正相關，也與身、心的生活品質顯著負相關。有效控制精

神症狀、降低思覺失調症的自我汙名化，應是很重要的方向。而金錢、

心理困擾、身體健康是住在家中與住在社區復健機構思覺失調症萬者共

同未被滿足的需求，可以提供未來政策規畫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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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精神康復者的我見我聞（李麗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透過廣泛且多元化的服務提供，謀

求精神病人之權益與福利，也希望藉由復元概念，瞭解康復者、照顧者

及家屬的心路歷程，協助康復者、照顧者及家屬結伴在「復元」路上一

起同行，發揮他助、自助、助人的精神，以下是聯盟在服務經驗中常遇

到的問題。

一、精神病人及家庭常見面臨的問題

有一家8口人租屋，全家僅靠么兒子作零工賺錢維持生活，家庭經

濟狀況落入低收戶，長期仰賴政府和社會援助，而父母親自壯年一直照

顧生病領有精神障礙手冊者的兩名兒女，曾想將兩名精神障礙兒女送至

日間病房或其他單位銜接服務接受復健，但因身心狀況並未穩定、精

神症狀明顯不符合收治標準及交通困難等因素，只能讓病人繼續留在家

中，也因此飽受鄰里的嘲弄、指指點點。如今父母年邁無謀生能力，而

父親長時間照護兩名精神病人，長期承受經濟壓力，精神上的緊張、焦

躁、無奈，甚至陷入身心失調的困境中罹患憂鬱症，需要精神醫療治

療。類似的家庭在臺灣不勝枚舉，而如今雙老家庭越來越多，當主要照

顧者離開時怎麼辦？獨居的精神病人越來越多，誰來支持他們？因此，

聯盟在服務經驗中常遇到精神病人及家庭面臨的問題包含以下幾點：

（一）許多病人急性住院出院後缺乏可銜接的復健單位或社區復健

後續奧援

家屬常會說「狀況越差的病人越是自己回家處理」。舉例來說當病

人急性住院出院後身心狀況並未穩定、症狀仍旺盛時，日間留院的專家

團隊評估結果――卻是病人未符合進入日間留院的條件，或於當時有使

用交通工具的困難而無法穩定到日間留院。當此時，家庭很需要有人協

助病人、支持其心理情緒、穩定病情，但除了門診，卻無其他資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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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由精神病人的家人長期擔負照顧的角色孤立奮戰，時常只能任由衝突

升高，承受精神上、經濟等壓力，最終易導致自己也罹患精神疾病，處

在不良的循環中，壓垮整個家庭。

（二）缺乏長期對病人、照顧者及家屬的支持團隊

病人、照顧者及家屬常有孤獨感，茫然不知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舉例來說，當病人拒絕門診、治療時，沒有能長期性與之建立關係、傾

聽心聲／遭遇／感受、協助分析自身處境、理解治療之效果與限制，而

後能作適當選擇服務資源而介入協助。另外，對症狀及生活漸趨穩定的

病人，需要有長期性的社會心理情緒支持，有可以給予鼓勵和讚美的朋

友，而家屬也需要有可以談一談商量事情，或者訴苦取暖，或可以經驗

交流的夥伴等，但這類的社區服務卻因經費缺乏而發展受限，或者斷斷

續續時有時無。

（三）精障家庭需要的協助，根本沒有合適的資源可用

舉例來說，中度以上的精神病人似乎可以做點事，但卻無法自己啟

動、規劃完成生活中所需要做的事。舉凡三餐、衣物、交通，乃至於服

藥等，時常需要家庭其他成員的支持協助。現有的「身心障礙居家照顧

服務」及「長照服務」中，並未針對精障需求做設計，也沒有針對服務

提供者的訓練，因此，精障族群使用比率偏低。而且也因為沒有這類合

用的精障到宅服務，因此能提供給精障家庭的「喘息」服務仍顯不足。

另外，精神病人許多有交通困難，包括環境景物會變化、規劃交通路線

有難度、遇到狀況不知如何應變、人多造成恐慌及心智散亂等等。因

此，很多時候並非病人不想出門使用服務或參加活動，而是他們需要有

人陪同才能壯膽出門，但除非病人同時有肢體障礙或者視覺障礙，否則

是難以預約復康巴士。另外，精神病人也需要能幫助其累積學習交通經

驗的陪同者，或者是前往定點服務的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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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了服務但並沒有解決自身的問題，

         缺乏「這個服務好」的口碑

舉例來說，臺灣沒有積極性的社區服務或社區危機處理團隊服務，

也沒有針對居家生活困境提供的精障到宅服務。再者，精神公益組織需

要每年向各政府單位申請計畫，也因此常常是有錢時聘人做、沒錢時只

能請工作者離職，致使服務的方式、經驗難以傳承。缺乏長期、穩定的

到宅服務，及在家居實際協助處理情緒危機、陪同病人尋找生活困境對

策等經驗人才培育，服務者的能力不易提升，服務效能就會有限制，服

務使用者會覺得用了服務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五）缺乏對疾病復健的康復地圖概念

舉例來說，許多精神病人及家人對精神「康復」存有迷失，認為

「康復」代表不用服藥及症狀的消除，甚至認為病人生病是超自然因素

造成或認為治療是醫師的事情及精神疾病不容易痊癒，產生對治療的疑

惑。殊不知慢性精神疾病的病程發展、精神復健與復元的歷程是漫長

的，需要慢慢的治療、慢慢地重新建立感官經驗、操作經驗、人際互動

經驗。但這方面知能的教育不足或根本沒有，因此，當家屬或病人努力

一陣子後，時常會因為看不到成效，而很快的就放棄或不願意再接受治

療了。

（六）有經濟困境卻沒有合適的就業服務與機會

舉例來說，康復者需要就業、賺錢，但就業服務通常嫌棄他們缺乏

就業能力，長期性培養其職業潛能的服務缺乏，導致他們就業困難，長

期成為家中依賴人口。服務經驗中常見服用抗精神藥物後會讓精神病人

有食慾大增的問題，因此他們很需要買飲料、食物，而沒有工作就沒有

錢，只能向家人伸手要錢，但家人通常會覺得精神病人亂花錢、胡亂吃

東西是好吃懶作，也對身體不好。再者，有時家人經濟也不寬裕甚至於

緊張，要應付他們感覺好吃懶作的病人要錢時心中怒火更高。病人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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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零用錢常與家人起很大衝突，有許多案例都是病人吵著要錢買東

西，要不到而造成傷害家人的事故。

（七）人籍不合一的問題

身心障礙者很大一部分的社區服務來自於社政經費，但社政系統

各縣市間壁壘分明，時常都需要戶籍和居住地在同一縣市者，才能享用

該縣市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服務。而當精神病人狀況不好時，可能到處

租屋，一會兒在新北市，一會兒在臺南市，人籍不合一，使得他們沒有

辦法享有個案管理服務、甚至連低收入戶等基本經濟福利資格都申請不

到。

二、就學教育問題

兒童及青少年受到義務教育政策的影響，即使罹患精神疾病後，多

數仍會回到校園裡繼續就學。學校雖設置輔導人力，但是由於學校輔導

教師普遍忙於教學與行政，一旦學生罹患比較嚴重的情緒困擾與行為障

礙，一般輔導教師多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然而校園和社會環境普遍對於

精神疾病的誤解及缺乏接納的態度，對於青少年罹患精神疾病後，因症

狀可能延伸的學習問題和主要照顧者可能面臨的困境處理明顯不足，導

致主要照顧者為了同時協助孩子兼顧學習以及就醫而耗費心血，接踵而

至的照護問題和壓力不僅改變了青少年和父母、家人的人生道路，更使

父母或家人備感艱辛。

三、社會大眾、精神病人及家屬心理的烙印問題

北市內湖女童命案震驚臺灣社會，各界譴責暴力之餘，也開始反思

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後續改進的措施。雖然事實證明加害人非精神病人，

但大部份社會大眾刻板印象將事件與精神病人畫上等號，目前行政單位

回應內容著重「治安」角度及「強制住院」議題。然而，精神公益團體

卻認為，問題重點在於缺乏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政府應從根本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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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於未然。同時精神病人及家屬長期感受到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異樣

眼光或排斥的情境氛圍，逐漸自己會深深內化這些標籤意義，認定自己

就是個生病的人，進而相信自己是有問題的人物，隨時可能情緒失控或

爆發、自己無法承擔責任壓力……等等。長期下來，造成精神病人的無

力感與退縮，他們也從社會大眾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無能，導致社會支

持薄弱，資源運用不足，陷入照顧與被照顧的窘境中。如此種種心路歷

程，言語無法表達，但精神病人及家屬最大希望只是回歸家庭平靜生活。

從傳統治療精神疾病觀念，著重消除正向症狀和恢復生病前狀態，

然而精神病人及家人仍受困於疾病影響，跳不出「罹患精神病是沒有希

望」的思維框架。因此運用優勢觀點服務精神障礙家庭，是嶄新的精神

復元概念，倡導精神疾病只是康復者生命中的一部分，而非生命的全

部，他們跟你我一樣，在家庭、社會裡可以扮演不同角色和責任，讓康

復者重拾社會角色，發揮個人的能力及發掘各項優勢，重新賦予新的生

命意義、目標與希望。同樣家人在照顧過程中，學習瞭解、尊重、接納

康復者在生活各方面給予支持和鼓勵對康復者的復元過程極為重要，當

家庭深知其角色定位，更有助於康復者超越疾病所帶來的限制和挑戰逆

境的勇氣。

2017年台灣精神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與嬌生股

份有限公司楊森藥廠聯合舉辦『點亮繁星』徵文活動，邀請全臺思覺失

調症康復者透過文字分享人生故事，傳遞正面能量，鼓舞其他病人積極

追求更好的生活，不要因汙名化或偏見而掩蓋自身光芒，也讓社會大眾

瞭解思覺失調症康復者的真實故事及心聲，更貼近思覺失調症病人的內

心世界。

「……不能受限別人對我們的框架，要積極地融入社會，真正地成

為社會的一份子，……讓社會上的人知道，『疾病』並不可恥，純粹是

心態問題，只要自己勇敢面對病魔，就能戰勝病魔、戰勝自已。」

我是一位年滿50歲的中年人，也是一位患有「思覺失調症」將近

30年的精神康復者。以下我想表達的是我跟慈祥的父母親、善良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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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相關的，當然，也提及到我個人對生命的熱愛及尊重，請您悉心品

味。

記得我20歲時，當時我在商船做輪機實習生，與船上的工作人員相

處融洽，殊不知我因雜念太多而得了當時稱做「精神分裂症」的疾病，

正當我的人生即將燦爛發光之際，莫名以90度的速度瞬間從人生的頂點

走下谷底。當我徬徨失措、茫然惆悵的時候，阿姨帶我去看心理醫師，

並穩定服藥，期間我住了幾次急性病房，在醫師的藥物調整、醫護人

員細心的照顧下，我病情穩定，經醫師的介紹，我到了一家社區復健中

心（現稱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接受復健訓練，課程中有舞蹈、足球、

心理課，也有代工訓練，不管哪一個課程，我都認真學習，使我成為學

員裡的佼佼者，因為，我想事在人為，對自己充滿信心，努力學習，定

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回想起剛生病的時候，可說是「叫天天不應，叫地

地不靈。」，剛發病時痛苦萬分，而我又只能靠我自己摸索內心的想法

和理出頭緒，我的人生曾呆滯停留一�二年，後來經過醫師的調藥及心

理輔導，和父母、阿姨、舅舅、舅媽、弟弟等親人的開導，使我茅塞頓

開，豁然開朗，漸漸地在思想上、言語上表達有著明顯的進步，讓我

自己的人生邁入正軌，親屬的各種付出，我無以言表，只有一句「感

謝」。其實，在「復元」的道路上，雖然有艱辛難熬的時間、歲月及想

法，但是在這一路上有著許多人的相扶持及幫助，說是機會也好，命運

也罷，終究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我成了一位踏實的康復者，在此，感謝

那些幫助過我的所有人及老天爺，沒有他們的陪伴，我真的不知道我沉

淪在哪個無知的異想世界。

「思覺失調症的復健是一條很艱辛的路，不但需要耐心，更需要

毅力，即便如此，許多病人還是持續在這條路上努力。寒家在12年前發

病，身為思覺失調症患者，他仍然意識到讀書學習是有益的，是他必須

去做的事，也因為不斷學習，也讓寒家走出思覺失調症的困境，寫下生

命新的章節。」

我是一個思覺失調症的康復者。現在我的生活就跟一般人一樣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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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樣的，每天早上7點就起床了，早上8點到下午5點在心理衛生協會

附設社區復健中心（現稱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上班，擔任行政助理。

我發病到現在已經12年了，剛開始發病的時候一直相信幻聽所講

的，覺得他每天都在跟我講話，不管我走到哪裡他都可以知道我的行

蹤，我甚至認為他裝了基地臺跟放了隱藏式攝影機，直到進入心理衛生

協會附設社區復健中心（現稱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復健之後，有老師

的上課跟學員們的相處之後，才知道幻聽是假的，是不真實的、是不切

實際的。我要告訴其他的病人，當你遇到幻聽的時候不要慌張，不要覺

得好像發病了，深呼吸一下，跟幻聽說哪一句話是正確的哪一句話是錯

誤的，他會學習你，之後他也會判斷正確與錯誤給你聽，這是很好的練

習，也是學習。

現在每天晚上都去游泳，一旦有了良好的運動習慣之後，不運動好

像變得很不習慣了，因為運動可以讓腦部製造內嗎啡，所以不會有心情

不愉快的想法跟感覺。我在協會認識一些病人他們常常有心情不好的時

候，但是很奇怪的是我都沒有這些心情不好的時候，每天都很開心。在

協會早上要跳早操下午也要做操還要上很多很多的課程，有運動也有學

習很多事情，然後我在裡面的辦公室工作，都跟一些正常的老師一起工

作也很不錯，上課的時候就跟學員相處在一起，每個學員都是小天使，

跟他們在一起都很快樂。

在協會也待了10年了，工作人員一直不停的換，學員也是來來去去

的，只有我待了這麼久都不變，我是個認真盡責的人，跳操的時候很認

真，工作的時候也很認真，不管怎樣我都會待到最後，因為一句話「戲

棚站久了就是你的了」。我每天要吃三次的藥，每個月都會回去返診，

我吃藥都不用別人提醒，我會自己吃，而且吃的正確，我有很好的病

識感，算是復健成功的一位學員。工作的這十年裡我做了很多事情，去

上美日語課，去學習電腦，因為發病而大四休學的我又考上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學系三年級，每個學期我都是第一名，當其他人都在打電動的時

候，只有我認真的學習。可能是年紀大的關係，我比其他同學都多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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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歲，有意識到讀書學習是對自己有益處的，是必須去做的事。

總而言之，生命很短暫，所以記得要把握當下，不管你是不是思覺

失調症的病人，或者你是一個正常的人，都不要放棄自己。人生要有目

標與方向，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有家人支持著你，成功者是你要學習的

目標，我是一位康復成功的人，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更要感謝我媽

媽，在我最脆弱的時候幫助我，一路陪我到現在，我要邁向前更進一步。



197｜第四章｜精神康復者社區需求調查

第四節   精神康復者的長期照顧需求（歐陽文貞）

一、前言：慢性精神病症是腦部疾病，且大部分符合第一類身心障礙

精神病症（psychotic disorders）是一種腦部病變或機能失衡所導致

的精神功能障礙（mental dysfunction）。這樣的障礙嚴重影響一個人的

思考及知覺等認知功能，也進而造成情感及情緒、行為與生理驅力的統

整功能困擾，以致於該病人的病識感、環境接觸及現實判斷減損，處理

日常生活事務能力、社交人際及職業功能下降。

197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出版的ICD－9中精神疾病診斷分

為「精神病（psychosis）」、「精神官能性疾患、人格違常與其他非

精神病性精神疾患（neurotic、personality and other nonpsychotic mental 
disorders）」及「智能不足」等三大類群之一，當時就列出精神病的種

類。隨著科學的證據增加，201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DSM－5將情

緒障礙症（mood disorder）以外的所有精神病症都歸到思覺失調類群及

其他精神病症（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類

群，詳見表4-7。其中，思覺失調症、情感思覺失調症、妄想症及另一身

體疾病引起的精神病症若是已達慢性化及功能障礙，就符合舊制身心障

礙鑑定中的「慢性精神病」或2012年開始實施的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中第

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的身心障礙」。台灣精神醫學會

的普遍共識中，有精神病症的雙相情緒障礙症及有精神病症的鬱症若是

達慢性化及功能障礙時，也符合上述的舊制慢性精神病類或新制的第一

類身心障礙。有國外研究顯示，30歲以上所有DSM－IV精神病症的終生

盛行率為3.48% [23]，也就是100人中有3.5位在一生中罹患過精神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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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

 [ICD-10-CM編碼]
終生盛行率 好發年齡 註2

中老年期的盛行率及症

狀變化

1. 思覺失調症

    [F20.9] 
0.87% [23],
0.64% [25]

16-30 6 0 歲 以 上 盛 行 率

0.55%[28]。50-55歲以後

思考貧乏、社交退縮、

表情平淡更明顯，自我

衛生照顧可能不佳、認

知功能及病識感變差。

有時因為身體疾病惡

化幻覺／妄想或混亂行

為，但大部分時間上述

的正性精神病症狀較成

年期緩和。中老年期額

葉及顳葉萎縮明顯[40]。

結合精神科用藥及心理

_職能治療對疾病有益
[27]。

2. 情感思覺失調症

    [F25] 
0.32% [23] 20-35 60歲以上盛行率0 .14 

[28]。

3. 妄想症 [F22] 0.18%  [23] 33-55 60歲以上盛行率0.03-
0.04 [28, 29]。中風、視力

或聽力  [43, 44] 變差將惡

化妄想症。規則使用精

神科藥物對疾病有幫

助。

4. 另一身體病況引

    起的精神病症 
[F06.0, F06.2]
（psychotic 

0.21%  [23] any age 病程不一定會慢性或持

續到中老年期，身體疾

病或營養代謝失衡將惡

化精神病症狀。腦疾

表4-7   DSM-5思覺失調症類群及其他精神病症
        （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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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order due to 
another medical 
condition）

病、腦傷或中風引起的

精神病症須注意認知功

能是否退化到失智症。

5. 思覺失調型障

    礙症 [F21]
（schizotypal 
disorder）

4% [45] >18 孤僻、無親友，有時出

現短暫精神病症狀。顳

葉萎縮較思覺失調症者

不明顯[41]。

6. 類思覺失調症

    [F20.81]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M：18-24
F：18-35

在六個月內症狀緩解，

功能減損較思覺失調症

輕微。須注意有70%病

人經過數年會轉變成情

感思覺失調症或思覺失

調症[46]。

7. 短暫精神病症

[F23]（brief 
psychotic 
disorder）

- 30-49 大部分一個月改善，無

慢性化。但某些病人在

中老年期會復發，仍可

治癒。

8. 物質或醫藥引

發的精神病症

（substance/ 
medication-

    induced ） 
0.42% [23]

0.42% [23] 18-45 一個月內改善精神病症

狀，無慢性化。長期使

用酒精、安眠藥或揮發

溶劑需注意是否已達失

智症。

9. 僵直症

（catatonia）次

類群 [F06.1]

- - 大部分可經治療改善。

但目前已有復發的僵直

症病人報告[47]。

10.雙相情緒障礙

症，躁症發作註3

1%[48]

*0.24%[23]
16-30 少數雙相情緒障礙症為

難治型，持續到中老年

期，老年期躁症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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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神病特徵的

雙相情緒障礙症

[F31.2, F31.5]

為0.1%[48]，但躁症及精

神病症狀較緩和，人際

壓力調適功能下降。前

額葉、顳葉及海馬迴萎

縮[42]。有較高的失智症

發生率。

11. 有精神病特徵

      的憂鬱症 註3
      [F32.3]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psychotic
      feature）

0.35-1% 
[23, 49]

20-39 12-20%為難治型 [50]。

年輕發病持續到中老年

期或老年期發病，身體

症狀及焦躁多。有較高

的失智症發生率。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註1： 本表格沒有包括該類群中的「其他特定的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原發精神
病 [F28]」及「非特定的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原發精神病 [F29]」。「譫妄
（delirium）」與「失智症（dementia）」在ICD－9也都歸在「精神病」類群
中，DSM－5中「譫妄」雖然常有精神病症狀，但是歸入「認知障礙症」類
群；另外DSM－5「有行為困擾的認知障礙症[ICD－10－CM編碼為F01.51, 
F02.81, F03.91]」，在2018年ICD－11則額外編碼6D86.0－6D86.6 「失智症中
的精神行為症狀（behavioural or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 in dementia）」，其中
將「失智症合併精神病症狀（psychotic symptoms in dementia）」的額外編碼為
（6D86.0），並不歸在「思覺失調類群及精神病症」中。

註2： 參考自各類精神病的維基百科。
註3：「雙相情緒障礙症」及「有精神病特徵的憂鬱症」在1977年的ICD－9都列為

精神病之一，在1992年的ICD－10已將上述兩疾病獨立在「思覺失調症及妄
想症」等精神病類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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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分析

（一）流行病學資料：40%以上慢性精神病人可能因為汙名化、精

神健康知能（mental health literacy）不足或其他因素而

沒有持續使用健保資源就醫及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依據衛生福利部的身心障礙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第二季領有慢性

精神病障礙人口有126,413人，占所有身心障礙者1,166,736人的10.8%，

占總人口數（約2,357萬）的0.5%，所有身心障礙占總人口數4.95%，比

2001年的領有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手冊60,453人多了近一倍，2001年慢

性精神病身心障礙手冊占當年身心障礙者總數為754, 084人的8.0%，占

總人口0.2%。雖然，臺灣社區研究發現16歲以上思覺失調症1988年前

的終生盛行率只有0.3% [24]，到2001年思覺失調症在健保治療的盛行率

為0.6% [25]，並不像先前美國DSM-IV或其他研究資料顯示的1%這麼高[26, 

27]；但若是加上臺灣社區躁症的一年盛行率0.3% [24]，顯然，在臺灣因為

汙名化或是其他因素，慢性精神病人仍有40%以上的人並沒有辦理身心

障礙鑑定。

更不用說，若是跟芬蘭相比，該國運用社區疾病登記超過30歲樣

本估計思覺失調症終生盛行率0.87%、情感思覺失調症（schizoaffective 
disorder）為0.32%、妄想症為0.18%、另一身體病況引起精神病症為

0.21%、有精神病狀的雙相情緒障礙症為0.24%及有精神病症狀的鬱症

的終生盛行率為0.33% [23] 等慢性精神病人共計2.15%，詳如表4-7。這

在在顯示：臺灣仍因為精神病的汙名化、精神健康知能（mental health 
literacy）不足或其他因素而使得有許多精神病人沒有運用健保就醫，或

是就醫後卻沒有持續全人治療半年以上，或是因為上述原因沒有申請慢

性精神病人的身心障礙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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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理生理學（pathophysiology）：慢性精神病人的加速老

化與腦功能退化將影響健康及產生「整合醫療」與「長期照

顧」的需求

同樣在表4-7，可以看到某一荷蘭社區研究中發現60歲以上老年期

思覺失調症、情感思覺失調症及妄想症一年盛行率分別只有0.55%、

0.14% [28] 及0.03-0.04% [28, 29]。雖然可能有跨國及跨文化的因素可能會造

成思覺失調症盛行率或是就醫率的差異，但是若以思覺失調症16-64歲

的盛行率1% [26] 來看，思覺失調症的確有慢性化的現象，需要長期門

診、住院或社區復健機構接受藥物治療及職能治療或心理治療的整合醫

療 [27]，並且可以預見此疾病長年對個人、家庭及社會健康及安全的衝擊

與負擔十分的大。

國衛院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就如同其他身心障礙的人一樣會提早老

化，老化的年齡提早到54歲 [30]，其他證據上也顯示思覺失調症在55歲以

後死亡率高及健康需求大 [31]。而且有研究也顯示思覺失調症的所有病因

的死亡風險比一般人高，且平均餘命比一般人至少減少11.5年 [32]，甚至

平均餘命短少10－25年 [33]。而臺灣的研究發現思覺失調症至少平均餘命

減少16.2歲 [34] 及因思覺失調症疾病本身長期造成病人身體健康不佳及過

多死亡 [35]。

思覺失調症在中老年期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某些身體健康議題或慢性

疾病，如肥胖、便祕、過度飲水引起的電解質失衡、多項營養缺乏、貧

血、糖尿病、骨質疏鬆、心律不整、腦中風、肺部感染、下肢靜脈栓塞

等。思覺失調症因為對本身疾病的病識感不佳 [36]，也對自身罹患糖尿

病或高血壓等許多慢性病的病識感不佳。加上思覺失調症在中（老）年

（超過五十歲時）有更高比例的認知功能不好，因而在學習自我健康照

顧知識、技能或健康知能比一般中老年人面臨更大的困難。有研究顯示

思覺失調症在老年期的病識感比中年及年輕時更差[36]，加上長期不健

康的生活習慣與少運動 [33]，都使得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症候群的發生風險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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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2013年前有關思覺失調症或慢性精神病的腦影像學研究資料

較少 [37]，但是仍有證據顯示中老年期的慢性精神病中腦功能退化與腦區

域體積減少神經迴路減少有關 [38]。曾有研究發現，慢性思覺失調症病人

在額葉及顳葉都有明顯萎縮 [39]，但也有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的腦萎縮與

阿茲海默氏失智症的類澱粉蛋白（beta-amyloid）無關 [40]。思覺失調型

障礙症（schizotypal disorder）在思覺失調症一等親有較高的盛行率，可

能有部分思覺失調症相關的基因。雖然在顳葉的萎縮不像思覺失調症的

明顯，但是仍有前額葉及顳葉的腦區萎縮 [41]，慢性雙相情緒障礙症則顯

示認知退化可能與前額葉、顳葉及海馬迴的腦區萎縮有關 [42]。

（三）心理社會方面：慢性精神病人的社會支持網絡比一般人少，

但需要長期照顧時所需的長照技能比一般人的要求更高

另外，思覺失調症因為結婚比率低、父母及手足的老化或死亡，

過往精神病人生病經驗或意外事件（走失或離家）的負面印象或影

響，因而導致50歲以後的慢性精神病人的照顧支持者比一般中老年

人更為薄弱。加上前一段提到思覺失調症在中老年期過多的身體疾

病共病（comorbidity），因而導致陣發性的譫妄（delirium）、焦躁

（agitation）、衝動易怒或精神病症狀惡化，因而頻繁地需要精神專科

以外的跨專科全人整合醫療，也因此就產生更多醫療以外的長期照顧需

求。這往往不是目前精神專科醫療或體系中的慢性復健病房、住宿型精

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或日間留院所可以承受的，這也是慢性精神

病人需面對的長期照顧的挑戰，其長期照顧及整合醫療的困難度都比一

般沒有慢性精神病的人高。也就是說，一般民眾單純中風造成半邊癱

瘓，需要長期照顧其日常生活；若是思覺失調症病人中風造成半邊癱

瘓，長期照顧者所需的技能除了原本中風引起半邊癱瘓外，還需要瞭解

思覺失調症這個疾病在中老年期對病人情緒、行為、認知及生理驅力所

產生的影響，而且在跟精神病人的應對與溝通技巧也需學習及經驗。

依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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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六大需求，慢性精神病人也如同一般人一樣，有生理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情感、社交與歸屬

感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及自我

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與生命提升或超越的靈性需求。社會長期

對思覺失調症的汙名化或是錯誤的迷思，如思覺失調症病人暴力傷人的

風險比一般人高，就會使現有的長期照顧人員裹足不前，這也使得慢性

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人力議題中十分重要的課題之一。

（四）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的法令依據：身心障礙者的人權保

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長照服務法及行政院的長照計

畫2.0版

臺灣經立法院通過，於2009年4月22日公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並在2009年12月10日施行

上述聯合國的人權兩公約。其中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就揭

櫫相當生活水準、社會保障、工作權、勞動基本權及身心健康權。之

後，臺灣在2014年8月20日又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施行

法」，並自2014年12月3日起施行聯合國2006年頒布的CRPD。之後，立

法院於2007年之後多次修訂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並要求相

關部會及社會大眾尊重自主、不歧視、支持及維護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包括身心健康權益、生活支持及照顧、社會環境支持、教育與就業、經

濟支持及保護等層面，也就是大家普遍知道的慢性精神病人在長期照顧

中需要的就醫、就學、就業及就養。

另外，行政院自2007-2016年實施十年長期照顧計畫，計畫中已將

50歲以上有身心障礙且有日常生活失能者納入長期照顧之中，但是針

對慢性精神病人是否提供服務、如何評估需求或如何提供服務的討論與

共識較少。2015年通過新制定的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說

明：「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身心障礙或疾病而有差別

待遇之行為」。而在法令中說明長期照顧服務應有居家式、社區式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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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式的服務，其中居家式長照服務內容包括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

顧服務、家事服務、餐飲及營養服務、輔具服務、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

改善服務、心理支持服務、緊急救援服務、醫事照護服務、預防引發其

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與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

有關的11項服務。社區式長照服務有提到不在居家式長照服務中的臨時

住宿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及社會參與服務。機構式長照服務則除了居

家式或社區是長照的服務項目外，增加住宿服務、緊急送醫服務及家

屬教育服務。2016年底行政院為了推動長期照顧計畫2.0，提交法案到

立法院，並於2017年11月12日院會通過以菸捐支持長照計畫2.0的部分

財源。並且在2017年公布的長期照顧計畫2.0中將「49歲的失能身心障

礙者、50歲以上的失智症者及65歲以上僅IADL失能的衰弱（frailty）老

人」納入長期照顧服務中。

雖然，慢性精神病人若是符合上述的條件也可以接受長期照顧服

務，但整體社會對急慢性精神疾病的健康知能不足，慢性精神病人長期

照顧需求評估的共識與如何培養有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技能的服

務員或長照管理專員仍有待社會大眾與政府相關單位的共識與擘劃。

三、慢性精神病人的長期照顧需求及建議

其實一般老年人因慢性身體疾病所引起的長期照顧議題：如基本生

活功能、營養、身體健康、腦神經功能與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心理支持、認知功能維持或減緩退化、人際與社會互動與生命意義價值

的提升超越等議題，在思覺失調症與慢性精神病人也同樣的需要及

存在。

（一）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居家餐飲及營養服務

以下有關慢性精神病人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分食衣住行育樂分別說

明。首先是民以食為天，由於營養狀況中的維他命D、B12及葉酸是影

響思覺失調症與慢性精神病人腦萎縮與認知功能的重要因素 [51-53]，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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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預防或減緩慢性精神病人的認知功能缺損到達失智症的嚴重程度，

可能有延緩精神病人失能及減少身體健康惡化的效果。再加上慢性精神

病人時常因正性或負性精神病症狀而使得自我照顧及日常功能受損，且

家庭支持與社交功能不佳，甚至獨居，所以送餐服務是對慢性精神病人

基本的長照需求。此外，慢性思覺失調症病人也因老化衰弱、快速進食

及吞嚥反射失功能經常造成食物哽塞或窒息，尤其在處理食物及餐飲時

需特別注意 [54]。

（二）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家事服務

慢性思覺失調症的精神病人由於因為負性精神病症狀中的無動機

（avolition）或是額葉萎縮而使得自我照顧及日常功能受損，無法維持

身體清潔、刷牙或居家的清潔，加上手部的細動作功能不佳，更使衣服

乾淨或居家清潔無法維持。若是父母老邁或手足年事漸長，無力照顧，

且家庭支持及經濟變差，家事服務如洗衣服或居家清潔就有其需要。若

是病人的幻覺與妄想不明顯，有沐浴車協助洗澡可能派得上用場。

（三）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

思覺失調症及慢性精神病人因為過往的精神病症狀中的混亂或干

擾行為、怪異思考言行與社交情感表達不佳，雖然目前已經情緒平穩及

只剩下殘餘的妄想或幻覺，但是家人及社區仍無法接受與病人同住。加

上慢性精神病人的工作與經濟能力不佳，基本住宿空間是需要的，也需

要住宿的經濟補助。若是目前病人精神病症狀緩和，社會功能或獨立生

活較好，有競爭性或支持性就業潛力，建議以「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half-way house）」為考量。若是目前病人精神症狀緩和、社會功能

或獨立生活較差，無競爭性或支持性就業潛力，建議考慮「精神護理之

家」，當然單獨的身心障礙者租屋或住宿空間也是可行，臨時的住宿房

舍，甚至遮風避雨的收容所（sheltered house），前提是該社區可以接納

精神病人為首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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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輔具服務

思覺失調症病人因為體質因素，疾病在發病經過15年後而有超過一

半以上的比例有不自主運動，如遲發性運動不能（tardive dyskinesia）
或遲發性肌張力異常（tardive dystonia）[55, 56]。嚴重者造成日常生活的

手腳行動及坐臥都有困難。另外有一部分腦傷引起的精神病人也容易同

時合併基本日常生活功能的受損及下肢的不自主運動，所以控制不自主

運動及協助其基本日常生活中行動的輔具是需要的，如手抖時可用以進

食的湯匙、電動輪椅或是減緩腳或軀幹不自主動作的輔具等。日常生活

的照顧服務或是社區中交通接送服務也因此有其必要性。

（五）基本生活的長照需求：鼓勵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興建文康

育樂中心

本文討論的對象以中老年思覺失調症及慢性精神病人為主，所以一

般正規高中職或大專院校的教育部分就先不討論，但是在居家、社區或

長照機構中鼓勵思覺失調症及慢性精神病人參加正當的休閒娛樂活動，

對其身心健康是重要的，也會增加人際互動的機會，形成更多人際網絡

或情感支持的可能。而在社區或社會尚無法完全去除對思覺失調症或慢

性精神病人汙名化或刻版印象之前，社區的精神病人文康育樂中心的興

建，有十分重要的實質意義與象徵意義。

（六）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安全的需求：居家及社區中身體照

顧服務、緊急救援服務、醫事照護服務及長照機構中的緊急

醫療服務

誠如在前述資料中提到：中老年思覺失調症或慢性精神病人因為

提前老化、不利健康的生活習慣、少運動、營養不均衡、本身精神病造

成的過度飲水或治療藥物的一些副作用，都在在使得病人容易在中老年

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身體共病。加上病人的認知功能受影響或病識感不

佳，所以在身體照顧中的陪同就醫，督促其規律且正確服藥就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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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思覺失調症病人經常有糖尿病或代謝症候群為例，規律針扎測血

糖或調整胰島素施打就是重要的長照需求之一，量血壓及健康促進的活

動規劃也是減少中風或是心臟病的重要長期照顧介入。這方面建議由受

過訓練的護理師、醫師或藥師為之。

（七）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安全的需求：經濟安全（金錢及財

務處理）

思覺失調症或慢性精神病人由於認知功能減損、現實判斷失誤及衝

動，經常有金錢及財務處理的困擾。長期照顧中若是給予生活重建或社

會支持協助，運用行為科學或職能訓練的原理教導或循循善誘慢性精神

病人是十分重要的長期照顧需求。這部分的訓練在國內外都可以獨立於

就業服務之外。

（八）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安全的需求：支持性就業，甚至有

一部分病人可以進階到競爭性就業

規律的職業或社會中的角色會給慢性精神病人經濟上及心理上的

安全感與自信的肯定，需要由專業的職能治療師來進行。由於這是一項

需要長期時間與經驗累積才能看到成果的職能訓練，在目前健保給付每

日不足八百元的統包式定額給付中的慢性住院精神醫療或日間留院是不

容易達成目標的，所以建議在長期照顧中運用巧思給予病人支持性就業

訓練的可能性，以利病人心理、經濟、社會方面的安全感。以國外少數

病人的經驗 [57] 顯示：呼應經濟、基本生活照顧、社會與健康的社區為

基礎的長期復健照顧方案推思覺失調症病人一年後的成效是可以看得到

的。

（九）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情感、社交及歸屬感的需求：心理

支持

由於思覺失調症或慢性精神病人的腦功能與情緒、行為、思考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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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及驅力都有其特別型態，其在家庭或社區中的人際互動技能或是人際

互動產生的困擾也是經常碰到，所以有心理支持的需求，建議由受過精

神醫學這方面訓練的心理師、職能師、社工師、精神衛生護理師及精神

科醫師來執行。

（十）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尊重的需求：家屬教育或友善社區

的活動

前面都提到思覺失調症及慢性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是去除就醫障礙或

是邁向復元之路重要且亟需要做的長照服務之一。由家人與鄰近社區的

精神健康知能教育著手就是重要可行的方法之一，當然這就會透過增加

家人及社區中對慢性精神病人的被接納或尊重的眼神、語言與非語言態

度，進而增加慢性精神病人的自信與自尊，減少慢性精神病人的憂鬱心

情及被排斥或是孤寂感，也將促進其社會參與及活力老化，最終延緩失

能或認知障礙症（Neurocognitive Disorder）的發生。所以，這也是預防

慢性精神病人引發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項目之一。

（十一）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中自我實現的需求：鼓勵社會參與

在社區中鼓勵慢性思覺失調症及慢性精神病人邁向復元之路，鼓勵

其參與社會活動所需的賦能計畫與經費是重要的。衛福部嘉南療養院的

職能治療師鼓勵支持性就業或競爭性就業的思覺失調症或慢性精神病人

成立「瀚陽協進會」，並進而與相關公益慈善社團合作，一同服務社區

的清潔或活動，不只是親身參與去汙名化、增加自信心，也同時創造與

提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方式之一。如果這些活動是慢性精神病人小小

的夢想，那鼓勵社會參與的長照介入就具有自我實現的內涵及效果。

四、結論

思覺失調症是腦部疾病；慢性精神病人也有因為腦部功能減損或失

衡而造成病人情緒、行為、認知及驅力方面的困擾。長期下來，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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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或人際職業功能受損，並影響其家庭及社會功能，

使其在中老年期的社會支持與資源薄弱，並進而導致健康醫療方面及長

期照顧方面的需求。思覺失調症與慢性精神病人在中老年期的長期照顧

須面對雙重烙印，即老年期失去社會功能及價值與精神病的汙名化，還

有身體疾病多、家庭支持少與臺灣的本土經驗少等議題。在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及長照服務法的架構下，慢性精神病人的長期照顧需求是不

可忽略的。在醫療機構外，如何以社區為基礎且結合生活照顧、身體健

康與腦健康照顧、心理、人際及職能的長期照顧是未來臺灣面對慢性思

覺失調症與精神病人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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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回應與政策建言（歐陽文貞）

一、前言：背景資料

透過第四節「慢性精神病人的長照需求」中的現況分析及長照需

求，可以理解絕大部分的精神病人長期需要醫藥治療（住院、急診或門

診）、精神復健醫療（住院、社區或居家醫療）及長期生活照顧（機

構、社區或居家式服務）。透過不同面向的病理假設顯示，思覺失調症

的精神病症狀復發意味著腦部神經細胞死亡或自我凋零（apoptosis）在

發生 [58-60]，長期多次精神病症復發或持續正性精神症狀都意味著腦部灰

質神經萎縮或白質異常的持續發生 [61, 62]，也因此日常生活功能，不論是

認知功能、社會人際功能、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nstrumental activity 
daily living, IADL）、甚至是基本的日常生活功能都持續退化。也就是

說，不論是思覺失調症或是DSM－5「思覺失調類群或其他精神病症」

在治療的目標上應該要避免該精神病症的惡化或復發，促進社交或職業

功能與獨立生活功能，如同時使用抗精神病藥及心理社會治療 [63] 或是

減少慢性精神病人因為生理上或心理社會的壓力，如身體及腦部疾病或

營養失衡。

但是思覺失調症病人通常在16-30歲間發病，通常經歷第一階段

「急性精神病發作時期（active phase）」、第二階段「經過急性或初步

藥物治療後但仍有精神病症的亞急性時期（subacute phase or stabilization 
phase）」、第三階段：亞急性期後經過一段長時期的藥物維持性治

療（maintenance therapy）及心理社會治療後的「精神病症狀殘餘期

（residual phase）」，之後有一部分病人的精神病症狀緩解進到「穩定

期（stable phase）」或精神病症狀雖沒完全緩解卻學會適應環境變化及

生活自主的復元期。但是不幸的是有1／3或更高達50%的比例是處在精

神病症狀活躍起伏且難治的「頑疾期」思覺失調症（treatment resistant 
schizophrenia or treatment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病人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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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芬蘭的疾病登記資料為例，該國超過30歲的慢性精神病人盛行

率共計2.15%，包括思覺失調症終生盛行率0.87%、情感思覺失調症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為0.32%、妄想症為0.18%、另一身體病況引

起精神病症為0.21%、有精神病狀的雙相情緒障礙症為0.24%及有精神

病症狀的鬱症的終生盛行率為0.33% [23] 等。在臺灣，16-64歲思覺失調

症盛行率為0.64% [66]、妄想症0.49% [24]、躁症0.2% [24] 或重鬱症合併精神

病症狀雖無流行病學研究資料，但是重鬱症盛行率1.14% [24]，粗略的估

計至少也超過16-64歲人口的1%，也就是說2017年臺灣16-64歲1,711萬

人口中至少有17.1萬慢性精神病人口，其中「頑疾期」的思覺失調症至

少有3.6萬多人（17,110, 000 × 0.64% × 1／3 = 36,136），這部分尚未

包括難治的躁症或難治的有精神病症狀的鬱症或超過65歲的思覺失調症

病人。所有預估16-64歲的慢性精神病人17.1萬中如第四章第四節估算的

60%領有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手冊。

但是若是以表4-8中1998年由社會司與衛生署公布的「精神病人

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精神病人照顧共分六類：第一至三類「急性

期」、「亞急性期」及「頑疾期」，均需醫院精神科的住院醫療或積極

門診，不適合無醫療介入的長期照顧。而第四至第六類均需生活照顧、

長期安置及居家服務，如安養、養護、精神護理照顧、日間留院、社區

復健、就業安置或居家服務；詳見次頁表4-8，其中思覺失調症病人若

是以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就業率14.8% [67] 推估處於復元期或穩定期的病

人約占10-15%（約1,572人），超過65歲的思覺失調症或老邁的盛行率

以國外的老年盛行率研究 [68] 推估目前臺灣慢性思覺失調症病人的人數

（4.176人），大約跟精神護理之家床位數相當。需要精神醫療的急性

期、亞急性期及頑疾期思覺失調症病人約5.4萬人。目前精神醫療的急

性與慢性病床勉強因應2萬多人，不足的醫療需求只好流向原本應該提

供社區心理社會復健及長期照顧的精神科日間病房、精神復健機構、精

神護理之家、一般護理之家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估思覺失調症需要

長期照顧的殘餘期或復健期病人就至少有38,325人，詳見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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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應

（一）臺灣需要精神病人盛行率、身體健康、平均餘命、精神症

狀、精神疾病病程與預後及生活品質等長期追蹤研究

根據精神衛生法第四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一、

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政策及方案之規劃、訂定及宣導事

項。……四、全國病人資料之統計事項」。衛生福利部為了全民心理健

康促進及精神疾病防治政策或相關實施方案的規劃，需要有全國精神病

盛行率、發病年齡、就醫或住院年齡、身體疾病共病、精神疾病病程與

預後、平均餘命及生活品質等長期追蹤的資料。建議可以委由台灣精神

醫學會的研究專家、國衛院或相關學研專家長年追蹤研究及統計上述資

料，並且在個資法律保護下，透過資訊統計平臺適時建立全國精神病登

錄與追蹤資料，參酌中央健康保險署每年的「全民健康保險統計」或相

關資料庫及身心障礙相關資料庫，作為規劃全臺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

的需求及政策規劃的參考。

（二）健全與統整長期照顧服務中慢性精神病人社區復健相關服務

的法令及政府部門整合制度

臺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如同表4-9可以看到全民在建立精神

疾病與心理健康相關法律的努力。慢性精神病人的醫療需求、社區心理

社會復健需求與長期照顧服務是並存不悖的，就如同中風的病人也需要

醫藥、物理治療復健及長期照顧服務一樣。

2007年行政院公布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15年長期照顧服務法訂

定，2016年行政院再公布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版本。雖然2017年經立

法院修法尋求稅捐來挹注長期照顧服務經費，但是長期的長期照顧服務

的預算仍須設法規劃，已確立長期的財務穩定與長照服務的穩定發展。

2018年9月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在籌備半年後成立，但是相關行政法

令規章、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社會局及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任務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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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法律或大事 說明

1918 第一所精神病院―臺

北仁濟院

收容30人

1923 萬華的私人收容所愛

愛寮

1933年成立財團法人臺北愛愛院，1944
年統計院民244人，包括貧困、疾病、

老衰、孤兒、盲、啞、麻藥中毒、鴉片

癮、要監督安置的精神病、非監督安置

的精神病人。

1933 高雄州前金町成立慈

惠堂

收容乞丐、遊民及精神病人

1934
1936

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

院：養神院、第一個

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

院法

總督府於臺北市成立，之後改名錫口療

養院，衛福部桃園療養院（1968起）前

身

1950 第一個抗精神病藥

（chlorpromazine）
國內尚無此藥及醫療保險

1957 衛生處成立玉里榮民

醫院

原本1957年由陸軍第六療養大隊及宜蘭

療養所合併成立玉里榮民醫院，1958改

為輔導會

1960 成立高雄省立療養

院，同一年成立「中

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

會」

高雄市立凱旋療養院（1960成立）、臺

北市立療養院（1969）、草屯療養院

（1981）、八里療養院（1989）；1998
年全臺六個生活圈的最後一家公立精神

專科教學醫院省立嘉南療養院成立。

1971 高雄路竹的龍發堂成

立

1980 制定「殘障福利法」

及老人福利法

2012年社會司修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表4-9   重大法律及衛生福利體制的歷史沿革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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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第一期醫療網及精神

醫療網計畫

1985年7月至2000年6月共分三期精神醫

療網計畫。

1986 醫療法制定及公布 2018年2月醫事司最近一次修醫療機構

設置標準

1987 解除臺灣地區戒嚴令 同一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醫學會獨立運

作

1989 精神醫師專科醫師開

始認證

1988制定專科醫師分科與甄審辦法

1990 精神衛生法公布實施 最近一次修法2007年、2018年啟動再次

修法

1994 全民健康保險法公布 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

1997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12年更名為「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

2012年修法及實施新制ICF身心障礙鑑

定。2016年3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

與人員配置標準表。

1997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1998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

1998 精神病人照顧體系權

責劃分表

內政部社會司與衛生署會銜公布，共分

六類

1999 集集（921）大地震

2007 行政院通過長照十年

計畫（1.0版）

2008年衛生署修正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

管理辦法

2013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

康司成立

社會司及衛生署合併衛生福利部。護理

機構設置標準

2014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

為實施聯合國2006年「The Convens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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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長期照顧服務法（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

標準2017.6.3公布及

實施）

同一年底通過「社會救助法」以照顧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

災害者。

2016 長照十年計畫2.0版 2017修菸酒稅法、遺贈稅及菸品健康捐

等挹注長照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長照服務需求評估及長照機構間或跨醫療與長照機構間的轉介機制也都

經逐步規劃齊一，但是仍需在相互熟悉、磨合及溝通中逐步邁開大步，

也逐步讓各縣市的長照制度讓社區民眾瞭解。又有關長期照顧中目前的

評估大都針對身體疾病所造成的長照需求，對於納入失智症病人及慢性

精神病病人的長期照顧需求評估則仍需規劃及產官學研取得實施共識。

而有關長期照顧服務的供給面方面，長期照顧機構不足與長照服務

人員不足是另一個要面對的課題。另外，在長期照顧機構及長照服務人

力訓練方面都還未全面性考量到「慢性精神病人」長照服務需求的特殊

性。而且跨部會或部會內的橫向聯繫或法令的統整也不足。

以表4-9的法令為例，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包括居

家型、社區型及機構型機構）」已於2017年6月由衛生福利部護理及

長期照護司公布實施（該法令於2018年9月移到衛福部長期照顧司主

管），但內政部社會司（2013年併入衛福部）於2012年12月根據老人福

利法訂定的「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中規定「長期照顧機構（包括長

期照顧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及其他老人福利機構（包

含日間照顧機構）」。衛福部社會家庭署2016年3月之前根據「身心障

礙權益保障法」修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與人員配置標準表」、衛

福部醫事司2018年2月根據醫療法最近一次修訂公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中「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表（包括日間留院，其中可以收治老人於日間

留院中）」及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根據護理人員法訂定的護理機構設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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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表，其中「精神護理之家可以附設日間照護」，這五個法律命令都可

以對老人日間照顧（護）或慢性精神疾病的身心障礙者可以提供服務，

其中法令有一些不同的精神或繁複規定，對將要成立「慢性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的民眾或法人造成模糊及困擾。加上慢性精神病人可

能都符合以上的相關服務範圍，同時也符合2008年修正「精神復健機構

設置及管理辦法」的精神復健機構（包括全日型住宿機構的住宿型精神

復健機構），但是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近日又對超過65歲的老年慢性

精神病人的給付有所核刪，這都在在造成有心想提供慢性精神病人長期

照顧服務的民眾、機構或法人的困擾。所以建議：長照與醫療相關法律

與行政命令間的界定清楚，並跟想提供社區式醫療、復健或長照服務的

供給端與想使用上述服務的「需求端」慢性精神病人及家屬做一中央與

地方政府網路齊一對照、清晰且容易查詢的說明資訊，甚至公告到民眾

就近的社區基層單位及各醫療長照單位。

（三）臺灣需培育慢性精神病人的長期照顧社區服務員與專業社區

復健人員及編製訓練課程教材

衛福部資料顯示目前臺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版面對的難題之一

是長期照顧服務的人員數目不足。這樣的情形之下，因為慢性精神病人

的長期照顧、社區心理社會復健及精神醫療需求是社會大眾較不瞭解，

需要更多技術、較繁複困難的及有別於一般身體疾病的長期照顧服務，

所以居家服務員或專業人員擔任的居家或社區長照服務意願就更低，長

照服務人員也更不足。因此，慢性精神病人方面的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

練也就夠有其迫切性。

如同本書第四章第三節所述，國內外慢性精神病人的社區需求及

長照需求包括：醫療方面是精神症狀的治療及治療的相關資訊 [3-7] ；心

理痛苦與身體健康領域的問題  [7]；社區生活及心理社會適應方面包括

居住、食物（三餐準備）、家庭照顧、是陪伴 [3, 4]、白天活動、親密關

係、金錢或福利 [3-7] 、支持性就業、處理心理人際困擾及自我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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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5, 6] 及社交 [6, 7]，而且慢性精神病人的社區心理復健可以協同精神藥

物治療 [69] 及減少精神病的復發。以1991、2000、2004年及2018年1月政

府介入未立案成為醫療機構或是社會福利機構，卻長期收住慢性精神病

人為主的高雄市路竹區龍發堂堂眾後續醫療及長照需求為例，這一群慢

性精神病人因為身體疾病、感染症、營養失衡及明顯的精神病症狀需要

精神科藥物治療及一般醫療需求，但是家屬長年來的社區生活與長期照

顧需求有長期居住的地方、飲食、金錢或福利及病人造成的人際與社區

困擾。很顯然地，未經過訓練及一開始很有熱誠的龍發堂住持或相關人

員是無法長期承擔慢性精神病人的社區生活、社區心理社區復健、長期

照顧與醫療需求的。我們建議即使經過一般長期照顧訓練的長照服務員

還是需要接受至少30小時的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基本課程才能夠具備

基本的學能，若是要進行社區心理社會復健活動的執行人員則需要再接

受28小時的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進階課程，規劃十大面向的慢性精神

病人常照訓練課程草案如表4-10。若是有經驗且目前國內level I到level 
III長照服務訓練且有精神科兩年社區精神復健相關服務資歷的職能師、

社工師、護理師或心理師則建議可以減少上述課程的上課時數，建議至

少需要十個面向28小時的進階課程。

這樣的規劃觀念主要是參考衛生福利部2018年2月7日衛部心字第

1071760280號修正公告「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事項」的規定：「精神復健機構專任管理人員訓練課程及時數如下，(1) 
非專業人員任職資格須完成90小時訓練時數，含學科訓練58小時、實習

訓練32小時，且任職1年內訓練時數36小時、任職1年後每年至少18小

時。(2) 有精神科從業經驗的專業人員擔任專任管理員者：任職1年內至

少10小時、任職1年後每年需至少6小時。」

若是以表4-8臺灣的慢性思覺失調症屬於殘餘期或復健期病人3.8萬

人，「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居家服務員」如同有經驗的社區精神科居

家護理師一人個案管理的量約40-50例（一個月居家服務80-100人次），

至少需要760人；建議以慢性精神病人中至2018年第二季領有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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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

基本課

程（如

長期照

顧居家

服務

員）

進階課程

（社區復

健活動執

行人員）

一 精神健康識能第一部分（menta l  hea l th 
literacy, part I）：認識你的大腦與情緒、行

為、認知及生理驅力等精神症狀的關係、認

識影響腦功能的生理與心理社會因素、精神

健康（mental health）的重要性

3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二 精神健康識能第二部分：認識精神病的疾病

症狀、病程預後與治療原則，包括思覺失調

症、雙相情緒障礙症、鬱症合併精神病、情

感思覺失調症、妄想症、另一身體疾病引起

的精神病症、成癮物質或藥物引起的精神病

症、譫妄症與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症狀

8小時 另外加
4小時

三 慢性精神病相關的心理、社會工作、居家護

理與職能治療等相關學門、理論與實務經驗

介紹

4小時 另外加
6小時

四 慢性精神病人常見的身體疾病、全人整合照

顧_包含營養、健康促進與物理治療的基本

概念

3小時 另外加
3小時

五 社會福利、身心障礙、長期照顧、監護宣

告、醫療與精神衛生等相關法律：包含身心

障礙人權公約（CRPD）與國際人權兩公約

3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六 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團隊運作、跨團隊合

作、品質確保、個案管理及行政管理

2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表4-10   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人員任職前基本課程與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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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人員的職涯安全衛生

議題_含預防感染症及溝通技巧、照顧者的

負荷及壓力調適、照顧者身心健康及自我成

長

3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八 慢性精神病的復發預防與公共心理衛生議

題（issue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and relapse 
preven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2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九 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人員的倫理議題、

工作態度與專業技巧的發展（ethical issue,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小時 另外加
2小時

十 慢性精神病人社區復健及長期顧照的實證

介入／處遇與研究文獻的解讀（evidence-
based interv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0小時 另外加
3小時

合

計

訓練時數 30小時 另外加
28小時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手冊的126,413人，有一半的人需要長照需求，也以上述的標準，需要

訓練1,264人；若是以16-64歲臺灣人口17.1萬名慢性精神病人，有一半

的人尋求社區心理社會復健及長期照顧服務，以上述的人力標準，約需

訓練1,910位「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居家服務員」。

（四）臺灣應建立本土化的慢性精神疾病長期照顧需求評估表及長

期照顧轉介流程

目前的長照服務需求評估表並不是針對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

務來設計的，建議依照A表情及情緒﹕是否易怒或躁症，憂鬱及焦慮程

度、B行為無暴力及自殺風險且行為：社交退縮、思考貧乏及判斷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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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維持家務及個人生活、精神動作遲滯（psychomotor retardation）、C
認知方面：幻覺、妄想及思考形式障礙的嚴重度、病識感差需協助拿藥

或就醫或是服藥、D生理驅力問題：進食差、無動機或無力進行個人清

潔或家務及發病年齡、復發或住院次數、復發原因、目前身體疾病、使

用藥物及服藥順從度，設計出臺灣本土的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需

求評估表。這方面的評估量表信效度需要委託一個研究來建立，以有別

於目前一般疾病的長照需求評估、外籍看護工的BADL評估或是失智症

的MMSE及IADL評估，但是若是有必要，並不排斥上述的長期照顧的

評估工具。

至於目前衛福部長照司推動透過醫院出院計畫轉銜長照需求的評

估及長照服務的流程值得持續推廣。若是社區精神科居家護理或居家醫

療、衛生所公衛護士或社區關懷訪視員發現可能有長照需求之慢性精神

病人，或是精神科門診發現有社區心理復健或長照服務需求的慢性精神

病人，則需要訓練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建立不同的轉介流程，運用

上述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評估表及有需要時加上一般長期照

顧評估工具來確認慢性精神病人的整體長照需求。

（五）提高慢性精神病人、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症狀者或慢性身體

疾病合併精神病症狀者合理的長期照顧給付標準

由於相較於無精神病症的一般長照服務，慢性精神病人的長期照顧

服務需要更多的技術、更長的特殊長期照顧訓練、也比較困難及也有可

能有較多的風險，所以建議應提高居家服務及社區式或機構式長照服務

的給付，以增加長照服務員的學習誘因與服務的激勵，也吸引較多精神

科專業人員投入及成立長照服務機構。這部分的點值差異，可以透過多

次的專家會議來討論及商議。

（六）臺灣慢性精神病人的社區復健及長期照顧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乃是政府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人民需要所採取的一系



224         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

列行動的過程，包括決定作為或不作為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包括形

諸法律、行政命令、行政規章、施政計畫、行政服務等的活動。在公共

政策形成前需要民意的探求、科學調查瞭解現況及利益團體表達，或是

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形成公共政策，之後有公共政策的規劃、公共政策的

立法、公共政策的執行，執行後經過一段時期則需要公共政策的評估

以瞭解其成果或不足之處。上述的過程也是社會科學的一部份。目前

政府已經設計有「全民來Join公共行政網路參與」平臺（網址http://t.cn/
E4R8Mdm）﹕衛生福利部也使用這個「法令草案預告（舉例某一提案

的網址為http://t.cn/E4R84fU）」。

公共政策形成前，就如同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社會或是大

眾的問題在哪裡?需先問一個清晰的好問題。以慢性精神病人（本建言

書稱之為「精神康復者」）的社區新力社會需求及長期照顧需求為例，

也可以透過全民來Join公共行政網路參與平臺來提點子，增加全民及政

府單位對慢性精神病人的社區心理復健需求及長期照顧需求的共識即形

成公共政策的議題，這當然需要結合一些NGO團體：如精神健康基金

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精神醫學會、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長

照專業協會、職能治療師全聯會及臨床心理師全聯會等團體積極發起及

參與此一公共政策的議題。也希望透過網路精神健康知識的傳播來讓更

多民眾瞭解，增加精神健康知能（mental health literacy），減少對精神

疾病就醫的障礙及社會對精神疾病與復健的刻版印象與不必要的擔心。

三、結語

社區精神醫療的實證顯示慢性精神病人的「醫療―復健―長期照

顧」不是將服務一刀切兩段，而是以病人為中心，同時接受專業醫療及

專業長照的服務。

希望透過慢性精神病人長期追蹤的登記或是研究資料庫，能夠確

切瞭解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的需求及影響因素；進而透過跨局處或跨

單位協調統整，讓法令制度更加清晰及塑造一個讓有這方面的需求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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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者能夠參與的環境及公共政策的平臺，並提供慢性精神病人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訓練及培育人才，改善慢性精神病人長照需求評估及轉介流

程，就能夠讓更多慢性精神病人增加復元的機會，提升病人及家屬的生

活品質。未來如何區分精神醫療及長期照顧不只是治療場所不同或是藥

物介入與非藥物介入比重的不同，而是需要建立本土化的評估慢性精神

病人醫療成效及長期照顧的品質指標，促進慢性精神病人醫療與長期照

顧系統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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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政策建言與展望：
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的政策建言

 

第一節   建置精神康復者友善社區

            (強化家庭與社區的支持及融合）（林惠珠）

前言

精神病人若未得到妥善照護易導致慢性化及功能退化。而精神疾病

的照護包括生理、心理及社會各層面，精神康復者於接受適當醫療復健

並重返社區生活適應之際，整體環境的接納、關懷與協助將對他們產生

莫大的影響，尤其家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次是社區及整體社會。

家庭支持系統的強弱影響精神病人的病情穩定及生活重建。而家庭

資源有限，家庭功能式微，長期照顧久而久之也不勝負荷，因此需社會

支持系統的協助，來強化家庭的功能，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同時，

家屬的心理建設也非常重要，正確認識及接納精神疾病，克服羞恥感，

積極尋求資源以輔助精神病人重新融入及適應社區生活，才有助於精神

病人邁向康復之路。

一、家屬的權責 [1]

（一）家屬的定義

所謂「親屬」，包括血親及姻親。所謂「家屬」，依據民法

一千一百二十二、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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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

屬。」因此家屬未必具親屬關係。

（二）家屬的扶養責任

1. 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2. 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應置監護人，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

    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等。

3. 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包括：(1) 直系血親相互間。(2) 夫妻之一方

    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3) 兄弟姊妹相互間。(4) 家長

    家屬相互間。

4. 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

    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

依民法規定，若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過去對

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

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因此若受扶養權力者為家暴

者，或父母未曾養育子女，恐無權要求子女奉養。

二、家屬的困境

（一）家屬的心理反應

  一般家屬面對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時，通常會經歷三個階段：

1. 否認階段：家屬於病人發病之初，可能很難理解及接受其生病的

事實，因而會尋求其他的歸因及協助，包括宗教、神壇、心理

輔導、中醫、一般醫療等，在心理上也可能會產生「自責」――

認為自己對病人的關心照顧不足，「羞愧」――擔心他人異樣眼

光，「生氣」――無法控制及改變病人的異常情緒或行為，或

「擔憂」――未來康復的不確定性。上述心理反應會因病情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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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家屬的功能及家庭的資源狀況，其持續的時間長短也不同。

2. 妥協階段：當家屬嘗試各種非精神醫療處理方式，卻無法達到預

期效果時，才會尋求專業機構及人員的協助，並希望獲得問題解

決的再保證。這也是精神醫療及相關服務介入的較好時機。

3. 接納階段：當病人確定診斷為精神疾病，且經醫療照護而獲得明

顯改善，家屬也接受適當的衛教指導及心理支持，才有能力面對

及接納病人生病的事實，並擔負起照顧的責任

（二）家屬之壓力

嚴重精神疾病常有慢性化之情況，家屬也必須面臨長期照顧的壓

力，包括：提供病人日常生活所需、情感的依附、協助病人就醫及參與

社區復健、症狀行為的處理、病情復發之緊急處置等等，常難有正常休

閒生活及照顧喘息的機會，又因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恐懼與排斥，也

影響家庭的一般社交生活。

（三） 家屬之需求

家屬因長期照顧精神病人可能產生經濟的負擔、工作無法持續、精

神疾病汙名化的心理壓力、正常社交休閒生活的匱乏、年齡逐漸老邁使

照顧能力日漸降低、身心健康問題等等，因此在經濟上、心理上、生活

上，甚至健康方面都需要社會資源的介入與政策的支持與協助。

三、保護人制度

（一） 保護人設置之目的

病人罹患精神疾病而導致社會功能退化，且常缺乏病識感，尤其在

病情嚴重時，因此期待其自行求醫相當困難，必須由他人協助以接受妥

適的治療，因而產生設置保護人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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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護人之產生

1. 依據精神衛生法規定，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屬嚴重病人者，應

置保護人一人 [2]。

2. 置保護人應考量嚴重病人利益，由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

父母、家屬等互推一人為之 [2]。1990年精神衛生法訂定之初，保

護人係依家屬親等排序而產生，2007年修法改為互推方式，因而

導致家屬得以逃避保護之責，以致嚴重病人需緊急處置時不易協

調出保護人之問題。

3. 嚴重病人無保護人者，應由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另行選定適當人員、機構或團體為保護人；戶籍所在地不

明者，由其住（居）所或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

之 [2]。

4. 依據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選定保護人的範

圍包括 [3]：

(1) 地方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人員。

(2) 地方社政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人員。

(3) 地方主管機關委託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

(4) 嚴重病人戶籍地或住（居）所之鄰里長、村里幹事。

(5) 其他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適當之人員、機構或團體。例如苗栗

縣選定保護人為「衛生所主任」

5. 依據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限制下列情況不

得擔任保護人，地方主管機關得依病人之親屬或利害關係人之申

請或依職權另行選定。

(1) 未成年人。

(2) 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3) 受停止全部或一部親權之宣告，或經由親屬會議撤退其監

護人資格者。

(4) 與病人涉訟，其利益相反，或有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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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5) 體力或能力不足以執行保護職務者。

（三） 保護人的權利

1. 申訴權利：認為精神照護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侵害病人權益

時，得以書面向精神照護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訴。

2. 醫療被告知權利：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應向

其本人及其保護人說明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形、住院理由及

其應享有之權利等有關事項。

3. 醫療意見權力：精神醫療機構向審查會申請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

治療許可應檢附保護人之意見表。

（四）保護人的責任

1. 協助就醫責任：

(1) 嚴重病人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或送醫，其生命或身體

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由保護人予以緊急處置。緊

急處置所需費用，由嚴重病人或保護人負擔，必要時，得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先行支付。

(2)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

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

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2. 照護責任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十八條，保護人對病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2]：

(1) 遺棄。

(2) 身心虐待。

(3) 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病人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4) 強迫或誘騙病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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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對病人或利用病人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

保護人違反上述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令其接受社

政主管機關辦理之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並收取必要之

費用；其收費自治法規，由社政主管機關定之。拒不接受前項輔導教育

或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

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2]。

綜上，保護人之權利與責任相當不對等，加上產生方式依現行法規

為互推制，給予家屬彈性選擇空間，但也導致醫療機構在緊急處置須徵

求保護人協助時增加許多困難，雖然體制上規定不得已時得向衛生局尋

求協助，繼續協調家屬或依法選定其他保護人，但所能發揮之功能十分

有限，因此未來修法宜重新檢視家屬之權責，強化家庭支持系統。

四、家屬的增權 

（一）病人及家屬權益團體

團結才能產生力量，由家屬、病人、專業人員、社會人士組織的病

人權益促進團體始自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繼而各縣市紛紛成立，並且

共同組成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簡稱康盟）。依據精神衛生法規定，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邀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法律專家、病情穩定之

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辦理下列事項，且病人、病

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至少應有三分之一 [2]。

1. 促進民眾心理衛生政策之諮詢事項。（中央）

2. 精神疾病防治制度之諮詢事項。（中央）

3. 精神疾病防治資源規劃之諮詢事項。（中央、地方）

4. 精神疾病防治研究發展之諮詢事項。（中央、地方）

5. 精神疾病特殊治療方式之諮詢事項。（中央、地方）

6. 整合、規劃、協調、推動及促進病人就醫權益保障及權益受損之

    審查事項。（中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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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有關精神疾病防治之諮詢事項。（中央、地方）

康盟及各地康復之友協會也因而代表病人權益團體進入中央及地方

精神衛生決策核心，從而倡議病人之醫療、復健、長照等權益。此外，

精神照護機構評鑑制度也納入由康盟推薦之病權代表列席，以維護病人

權益。

（二）家屬教育

由於精神病人較缺乏病識感，家屬不僅是病人的生活照顧者，也

是病人能否規則就醫及參與社區復健之主要助力，因此衛教家屬使其具

備正確知識、態度且強化其能力，乃精神醫療及社區照護不可或缺之一

環，衛教主要內容包括：

1. 認識精神醫療與社區復健

2. 認識精神疾病照護方式

3. 增進精神疾病復元的觀念

4. 認識精神病人權益與倡導

5. 認識症狀行為之處理態度與技巧

6. 提升家屬對病人之信任感

7. 建立家屬對病人之現實感

8. 提供家屬心理支持與諮詢服務 
目前最為結構化且周詳的家屬衛教為國外引進的「家連家精神健康

教育」課程，內容包括：

1. 認識精神病

2. 家屬如何與病人溝通

3. 認識精神科藥物

4. 家屬如何處理病人症狀行為及緊急狀況

5. 家屬如何自我照顧

6. 康復的疑惑與希望

7. 權益與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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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以致用

（三）家屬的支持

由於精神病人汙名化之情況仍十分嚴重，相較於其他身心障礙者，

精神病人家屬所承受的心理及社會壓力更為沈重，也常因而限縮正常社

交生活及人際互動，然而家屬若未能具備健全的心態，則很難協助病人

克服疾病造成的生活障礙重新融入社區，因此應加強相關政策措施對家

屬的教育及各項生活支持。

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應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包括：臨

時及短期照顧、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及研習、家庭關懷訪視及服

務、其他有助於提升照顧者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服務等。然而目前針對精

神病人家屬之服務十分有限，多仰賴衛生局（所）及康復之友協會零星

提供，然而各地資源不一，也影響服務的多元性及質與量，助益十分有

限。

五、社區融合 

為破除社區對精神病人之成見，促進民眾對精神疾病之正確認識，

進而接納及支持病人社區適應，近年來政府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各項社區

融合活動，也透過評鑑機制促進社區復健及長照機構積極融入社區，期

望協助精神病人去汙名化，順利邁向康復之路。

（一）辦理全國鳳凰盃運動會及健心盃歌唱競賽，由衛福部每年編

列預算補助。

（二）康復之友協會辦理康復病人足球賽，並參加國際交誼比賽，

已逐漸蔚為運動風潮。

（三）衛福部透過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辦理整合型心理健康促進計

畫，規定每年結合各局處辦理心理衛生宣導活動，以及運用民間資源推

動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活動，並運用文宣、媒體及網路廣為宣導。

（四）評鑑要求社區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機構應持續辦理社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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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前多以社區掃街、協助資源回收、參與社區活動或招募社區志

工等方式執行。

六、社會支持系統

友善社區環境除促進加強媒體、民間單位與社區鄰里各層面對精神

疾病的認知與接納，也包含政府嘉惠病人及照護者的政策措施，強化或

開發各項社會資源以協助病人適應社會生活。

（一）精神衛生政策

1. 醫療費用補助：我國積極實施精神衛生政策始於1985年醫療網計

畫，且為協助精神病人就醫，於1987年實施「精神疾病患者醫療

費用補助作業要點」，由地方社會局約聘社工員核發補助手冊，

以未具社會保險及低收入身份的精神病人為對象，鼓勵接受門診

及社區治療，全日住院則以每月補助一萬元為上限。早期這些病

人因無法長期支應就醫費用而家屬也不知如何照護，常有被監禁

於家中，甚至隔離在廢棄庫房或豬舍的不人道處置，因此如何改

善就醫經濟困境成為當務之急。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制度後，就

醫經濟問題明顯改善。

2. 推展社區精神照護模式：1989年政府補助精神科教學醫院試辦日

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及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1989年精神衛生法公

布施行，精神復健機構正式納入精神照護系統。1995年全民健保

實施，有助社區復健之全面推展。

3. 精神衛生法明定精神病人之權益保障，包括：居住行動自由、隱

私維護、不得歧視及不公平對待等。

4. 精神衛生法明訂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

視性稱呼或描述，且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

歧視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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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救助政策

1. 救助對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遭受急難及災害者。

2. 救助項目：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及災害補助。

3. 資格條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於地方政府公告最低生活費

（低收入戶），或不高於最低生活費1.5倍（中低收入戶）。

4. 救助範疇：包括就醫、就養、就學、就業各方面。

5. 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主，身心障礙者可加乘，但最高不得逾

40%。

6. 辦理「脫貧」相關措施：

    2016年6月6日實施自立脫貧辦法

    2016年11月12日實施兒少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

    2016年推動實物給付服務

7. 街友服務：提供物資、沐浴、熱食、關懷訪視、臨時庇護。

8. 急難救助：馬上關懷專案；1957福利諮詢專線。

七、問題檢討

（一）社會變遷導致家庭功能逐漸式微，家屬之法定責任已改變傳

統對家庭的絕對期待，扶養責任轉變為相對付出關係，未盡扶養義務則

難要求被扶養之權利，因此家屬多基於感情而承擔照顧責任，以致精神

衛生法雖訂有不得遺棄病人之規定，但罰則僅針對保護人，而保護人之

產生為家屬互推制，即使法定監護人也非有擔負此責任之義務，因此照

護機構在尋求家屬配合治療計畫方面更加困難。

（二）精神照護系統由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分責但未整合，政策規

劃與資源分配相互行政協調不易，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估及資源轉銜

未能落實。而家屬及病人本身資訊不足，運用相關資源能力受限，使其

不易提供病人完善的復元環境，反而照顧壓力及病情不穩定易導致家屬

逐漸放棄照顧病人之責。

（三）現行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或社區式長期服務規劃及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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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所有障別之統一規定，無法因應精神病人之需求提供差異性服務方

式。再者，長照2.0雖納入慢性精神病人，也少有符合精神病人之設計

規劃，目前仍僅有精神護理之家，以致無法分擔家庭照顧重任。且一般

長照機構或方案因不熟悉精神疾病而常拒絕服務精神病人，以致使用率

偏低，對於減輕家屬負擔助益不大。

政府及民間雖努力推動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惟資源仍有限，且媒體

在報導社會維安事件上仍不免落井下石，導致推動成效遲滯不前，進而

影響社區對精神病人的友善程度，也同時造成精神病人在社區適應的種

種困難，包括：工作、居住、就學、休閒、人際互動等等。

八、建議

（一）嚴重病人保護人之產生仍應配合法定親屬責任的規定，不宜

由家屬互推，以強化家庭之照顧意願，且應積極輔導家屬參與病人治療

及復健計畫，提升其照顧能力。

（二）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有計畫性強化各縣市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之

功能，以積極配合政府推展各項社區照護措施，包括：家屬培力、家屬

喘息服務、社區復健方案、社區居住方案、社區長照據點、家屬守望相

助等，落實對病人及家屬之服務規劃及權益倡導。

（三）精神衛生與社會福利應加強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之整合，各

縣市設立評估及轉銜單一窗口，落實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估及資源轉

銜，並有效提供家屬及病人完整資訊以供選擇及運用，以期病人獲得較

適當的照護，並維護其應有之權益。

（四）因應家庭功能式微及精神病人雙老家庭增加，宜積極發展多

元社區居住方案，以免衍生精神病人照顧不足、病情不穩、照顧者棄置

不顧流為遊民，甚至照顧者因不勝負荷而厭世之社會問題。

（五）慢性精神病人易受症狀不穩及生活功能退化的影響，造成家

庭照顧者除醫療及日常生活負擔外，尚須承擔症狀行為導致的經濟負擔

及精神壓力，因此社會救助身份之申請應審酌其家庭實際狀況而適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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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門檻，以協助該等經濟弱勢。

（六）勞政單位宜積極提供精神康復者職業訓練、職前準備及就業

輔導，並建立鼓勵民間企業單位接納精神康復者就業之機制。

（七）政府宜增加獎勵建構精神疾病人善社區及精神疾病去汙名化

的經費預算，結合民間團體力量，促進民眾正確認識精神病人，進而成

為社區資源提供者，使病人較易於重新適應社會生活。

（八）政府宜建立社會事件適當回應機制，並立法嚴格限制媒體臆

測性報導，且可獎勵製作有助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之媒體影片或報導，共

同建構精神康復者友善環境。

（九）政府應從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即培養人民對精神疾病之正確認

識與接納態度，制定相關教材納入課綱，並鼓勵學生參與關懷精神病人

有關之志願服務，以利精神病人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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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合連續性的照護體系：就學、就醫、就養、就業

           （徐淑婷、郭乃文）

職業重建的歷史沿革

工作是精神康復者應受保障的權利，但精神康復者能夠重回職場，

從巨觀面的系統的環境因素，到微觀面的疾病、症狀、與治療等等，影

響因素非常多。協助精神康復者重回職場的服務，簡稱「職業重建服

務」，在歐美地區已經演變了三代 [4]。第一代的職業重建模式是庇護工

作場所，以及階梯式的職業重建。庇護性工作場所的最大缺點，就是庇

護職場的經營者與精神康復者都會受到影響，而不能協助康復者達成能

夠有正常工作的目標。例如，精神康復者因為害怕競爭性工作的要求，

而且不確定他們離開了庇護職場後會得到足夠的支持，而不願意離開庇

護職場。而庇護職場的經營者與工作人員也習慣去依賴有產能的精神康

復者，而不鼓勵精神康復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職涯的可能性。因此，庇

護性工作場所被認為常限制了精神康復者的發展潛能。

階梯式職業重建的核心信念是，精神康復者的症狀不穩定，會影

響工作；而且長期離開職場，工作規範與核心技能都需要重新培養。因

此階梯式職業重建非常重視所謂的症狀穩定，並且要求精神康復者必須

要有能力做某些任務，然後才會被提升到下一個的工作。但是常常要等

到症狀穩定，不僅時間費時很長，而且也忽略了工作本身可以有其治療

性。另外，花很多時間學習的工作技能，未必能類化到職場。

經過了第一代的職業重建，檢討起來，只有少部分的精神康復者能

夠順利藉這些服務而真的可以去工作，因此第二代的職業重建模式因應

而生。第二代職業重建模式，包括過渡性就業、復健機構的產業、職前

準備團體（工作俱樂部）或是職涯諮商，以及雇主教育服務。過渡性就

業是會所模式裡非常核心的工作訓練方法，有時以個人有時以群組，通

常都是在一般的競爭性職場，如醫院、銀行、或餐廳的兼職工作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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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的工作。而復健機構經營的產業，是讓在裡面工作的精神康復者可

以賺到薪資，而且也有訓練的機會，也有接觸外面的人的機會。但遇到

的問題點，也像上述的庇護性工作場所一樣，精神康復者若未被積極期

待與準備，將長時間滯留在薪資低的庇護性工作中。

職前準備與生涯諮商團體也是第二代職業重建的模式。有些復健機

構會組成工作俱樂部（job club），其實就是一個職前準備的團體，例

如教導寫履歷、訓練找工作與面試的技巧，並且慶祝精神康復者順利去

工作。有些復健機構則提供生涯諮商，會根據精神康復者的興趣及能力

來發展更長久的職業發展計畫，包括是不是要去參與技職教育，或者依

據其發展方向而去讀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也有復健機構提供雇主

的教育，或者是請雇主來參與發展委員會。這些方式都被認為是有價值

的，是銜接競爭性就業的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只是這些模式的證據力不

足夠證明能有效協助精神康復者進入職場。

第三代的職業重建模式是支持性就業。隨著精神醫療政策開始重視

就業與復元導向，在1980年代，支持性就業取代了庇護性的工作場所，

在1990年代，也逐漸取代了日間型的精神復健機構。後續的實證研究，

包括在不同國家的隨機分配的實證研究，也證實支持性就業比起傳統的

階梯式就業、庇護性就業等等，更能有效協助精神康復者進入一般競爭

性職場 [5, 6]。支持性就業有幾個原則，包括目光必須放在融合環境中的

競爭性就業、服務對象沒有排除條款、迅速找到工作安置、重視服務對

象的工作喜好興趣與選擇、密切整合精神醫療與職業重建服務、量身打

造的個人化支持、而且沒有支持期限限制。後續的研究發現，就業服務

方案的整體就業率，與採納這些原則的程度呈正相關 [7, 8]。不過並非想

去工作的精神病人都使用了支持性就業，即使在資源豐富的美國，根據

統計，不到3%的精神康復者接受了支持性就業的服務 [5]。

在臺灣，在社區中的精神復健體系（社區復健）約自1970年代晚期

開始發展，到1980到1990年代的交界時期成了衛生政策與立法的一環，

在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納入了醫療給付的一部分。社區復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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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作是精神醫療的一部份，強化職業功能雖然是社區復健的目標之

一，但被重視的程度遠低於就醫的穩定性，且偏重於階梯式的職業重建

模式。在過去，精神醫療中的精神康復者只被期待從日間病房到社區復

健，能到職業訓練，就算是達到高標準。另一方面，由勞政部門主管的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體系有平行的發展。職業訓練始自1980年代、支持

性就業始自1990年代（當時稱社區化就業）、職業輔導評量始自2000年

代初期；接著，2007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通過之後，將庇護工場全

面歸於勞政體系，並且開始推行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制度。衛政與勞政兩

個體系各自獨立；其中的交集，是因為精神復健機構或醫院為了因應精

神康復者的就業需求，而去申請了勞政部門的職業重建方案。

2016年，著名的經濟學人報（the Economists）的智庫發表了關於

亞澳洲區的精神健康和社會融入（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tegration）

的一項調查。該項調查一共有四個主要向度，分別是環境、機會、可

及性，與治理，臺灣的總排名是第三，僅次紐西蘭與澳洲。臺灣可以拿

到好成績，是因為在「機會」這個向度得分超前。機會向度的三項指標

是：有沒有回歸工作計畫、就業安排計畫，與工作相關的壓力。澳大利

亞與紐西蘭都達到滿分的水準，日本和臺灣高居第三名，平均分數是

88.9，遠遠超過新加坡、韓國，與香港。這也見證了過去勞政與衛政兩

大部門、地方政府、醫院與精神復健與就業服務機構的努力成果。

雖然如此，國內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的結果，卻顯示有更多的

整合工作需要努力。以高雄市社會局2017年的身心障礙者的統計為例，

絕大部分的精神康復者都是潛在的勞動人口，15-64歲的精神康復者占

所有的精神病人之比率為85.6%，而這個年齡層的精神康復者占這個年

齡層的所有身心障礙人口比率為18%，僅次於肢體障礙者。然而，精神

康復者的就業率，最高只有2016年的15.1%，仍低於整體身心障礙者的

勞動力參與率（2016年為20.4%）。

另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第一次國際審查中，國際審查委員

就國內的身心障礙者工作與就業這環的意見，也值得深思；包括，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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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勞工較常從事兼職或臨時工作，從事專業工作比例過低，且薪資較

低；因擔心失去請領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而未尋求就業；以及庇護工場

未能使身心障礙者順利進入開放勞動市場等項 [9]，在實務的領域確實常

見。以下就目前的現況提出建言：

一、精神治療與復健必須重視生涯諮商和健康管理

精神康復者應該在開始接觸精神醫療時，就啟動生涯諮商。以前的

刻板印象認為精神康復者必須首先要病情穩定，才能談論就業問題。以

健保資料庫1996－2007的分析顯示，思覺失調症的首次住院發生率已從

35.6／100,000下降至18.7／100,000；從診斷到住院的間隔約從1.7年延

長至2.7年 [10]，顯示不能等到住院後才開始一長串的精神復健與職業重

建。而且，自從以復元的觀點來重塑精神醫療這項概念被認可以來，職

能治療、職業重建，與就業服務已經被認為應該提早介入，在住院時就

開始復元導向的職能治療，就啟動工作媒合與就業諮商 [11]。

另外，當前世界的精神復健潮流已逐漸轉向強調初發期與轉銜期青

少年與早期成年的早期干預，尤其對家庭與社會效益甚受重視。在這年

輕族群中，就學與就業是主要的目標。精神康復者的生涯諮商，和年輕

族群類似，需要找出個人的興趣、價值，與能力；需要找出個人與社區

資源，以促進生涯發展；也要找出學習或訓練的機會以支持生涯選擇。

另外，精神康復者的自我概念、工作能力認知、與生涯選擇的概念常常

會受到社會孤立與汙名化的扭曲，因此矯正與生涯發展有關的認知偏

誤，是精神康復者的生涯諮商的特別的面向。這個面向也需要考慮因為

功能或認知的障礙而需要的職務再設計，或與能力符合可能相關的職業 
[12]。教育的限制，影響一個人的工作選擇，精神康復者發病較早者，通

常沒有足夠的生涯發展機會，因此，志願工作或者是實習的工作，是可

行的職涯發展的機會；教育也是一個途徑。重新回到學校學習，或是繼

續教育，尤其是發展第二專長的教育，也是離開初階工作的好辦法。

精神康復者常常不能穩定就業，在2016年，有74.6%的工作中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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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康復者曾經離開職場，其中有22.4%是因為工作負荷重，有22.0%因為

受傷或生病無法工作，有20.4%是體力無法勝任 [13]。顯然預防身體或心

靈生病、和加強體力的負荷程度，對於提高就業率有重要的影響；精神

治療不能僅重視病識感與穩定的藥物治療，更應加強精神康復者健康管

理的概念。

二、強化醫療端與就業服務端的連結

勞動部2014年身心障礙勞動狀況調查報告中，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之精神康復者大約有12萬人，其中就業者估約14.9%。在就業的精神康

復者中，約有6.9%是透過精神復健機構有了工作，有12.4%透過職業重

建其他就業服務機構有工作，這兩種正式部門的管道，卻遠比親友師長

介紹（36.7%）、透過人力銀行或自行尋找（22%）、或者是自家經營

（22%）都來得少。而且83%的精神康復者不曾透過政府的就業服務管

道。顯然，勞政部門的職業重建或就業服務的資訊，需要更多的散布；

而精神康復者使用職業重建服務的技能，需要在醫療端就被教導。

另外，有身心障礙證明，卻不願意在職場揭露的精神康復者大有人

在。目前已有勞健保不列入媒體交換的措施，可以保護隱私，而依舊可

以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與就業服務的專業協助。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精

神康復者考慮到要更獨立，或者是擔心有汙名化的問題，或者想掌控自

己的生活隱私，而不願意申請身心障礙證明。由於沒有障礙身分，針對

這個族群並沒有職業重建的資源可以介入。為了讓精神康復者發展生涯

計畫與順利就業，醫療端也可以定期瞭解一般性就業服務中的就業促進

工具，例如三個月的職場學習與再適應方案，並發展適當的社會融合活

動，協助康復者使用就業服務資源。

最後，扮演醫療端與就業服務端的溝通橋樑的醫療諮詢單，其內

容應該以功能與優勢為主。醫療諮詢單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精神康復者去

申請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的時候，有基本的資料可以參考。但是如果上

面的訊息，寫的是精神病史與治療史、或是臨床症狀，以及目前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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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及種類與藥物副作用。這些專業術語偏重於醫療方面的陳述。但是

拿到這些資訊的人，常常沒有相關的專業訓練來應用這些資訊，甚至有

因診斷而汙名化精神康復者的疑慮。建議醫療諮詢單應該改變關注的焦

點，就文獻上已知的影響成功就業的因素（例如治療關係的強度，而非

診斷）、功能層面的優勢與限制，以及成功輔導策略的交班，讓職業重

建端的專業人員可以應用。

三、精神康復者就業需要長期支持

根據2016年的身心障礙者就業狀況調查，去工作的身心障礙者，在

發生障礙後平均做過3.20個工作；而精神康復者在障礙後曾經做過的工

作，平均是4.18個，在所有的障別中是最高的，其次是頑性癲癇者3.80
個  [13]。其中換過四個及以上的就占了最大宗（38.5%），換過三個占

14.0%，兩個的21.6 %，一個工作只有25.4%。身心障礙就業者做過未達

半年短期就業的比率占38.8%，平均次數為3.4次，但精神康復者有5成

以上曾有過短期就業經驗，平均次數為4.7次，在各類障別中數前三高

的次數。顯然地，工作未達半年就離職的機率非常高，顯示長期支持的

重要性。

支持性就業是目前精神康復者重返職場的最有效的就業服務，其

中尤以「個別化安置與支持」模式（Individual Placement and Support, 
IPS）成效最佳，在美國與歐洲等地的隨機研究中，約有50%服務使用

者回到競爭性就業的勞動市場 [14] 。在IPS的模式中，並沒有結案時間的

限制，但臺灣的支持性就業通常是穩定就業三個月就結案。高雄市精神

病人在接受支持就服後，推介就業比率為57.71%，上線後穩定就業率3
個月有76%，穩定6個月以上有57.4% [15]。顯示若拉長支持時間，將會翻

轉上段所提一半以上的精神康復者短期就業的困境。

長期支持的頻率與內容，和國內目前強調密集輔導期與追蹤期的支

持性就業偏重工作技能的焦點並不同。不論West等學者（2002）的就業

後支持（extended services）調查，或是IPS的就業後支持服務（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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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services）的研究，支持的強度和頻率會隨著時間減少。支持的內

容則相對多元，包括情緒支持、職場（雇主）支持、家屬支持、同儕支

持，以及技巧訓練與問題解決 [16, 17]；除了工作上的問題解決，如工作速

度慢與不適當的工作行為等（47.2%），也有非工作上的問題解決，如

交通與居住問題，和醫療問題等（22.2%），與生涯進展諮商，如在職

訓練、升遷或換工作（9.3％），也包括了危機處置 [18]；且隨著不同的

月數，主要的支持需求也隨著時間不同。而持續接觸時間越長的研究參

與者，其持續工作的日數也越長 [16]。

多元的支持需求，自然也考驗著就業服務的能力。研究發現，在沒

有服務期限時，就業服務與醫療愈是整合的團隊，而精神康復者愈能同

時使用就業服務與醫療服務，越能到正向的結果 [19]。在臺灣，因為擔

心資源重複使用，精神康復者常常被迫必須在精神復健機構或支持性就

業服務當中擇一，反而與研究的證據相反。未來的政策應可以設計不同

給付或績效計算的整合模式，讓就業後的精神康復者仍能在留在原團隊

接受服務，並穩固其社會網絡，達到更好的社會支持的效果。

四、重視與發展工作場所中的合理調整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國際審查委員們強調政府必須要處理「工

作環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阻礙」的就業障礙，例如需要規定雇主必須針

對工作場所進行「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並評論政

府將合理調整誤譯為「合理空間規劃」。「合理調整」是指雇主更動工

作環境上的某些條件，讓有能力的身心障礙者得以展現其擁有的工作能

力。尤其對精神康復者或其他外表不可識別的障礙者來說，工作環境上

的阻礙最常被提到的是反而是態度上的偏見與行為上的歧視；國際審查

委員對合理調整的精闢評論，點出目前精神康復者職業重建服務中的盲

點，在於過度要求工作者應該有合適的知能，而忽略了雇主服務或工作

環境調整這類的代償策略的使用。

精神康復者的職業功能，也往往受其認知功能的影響。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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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等學者調查191位曾使用合理調整的精神康復者的職業功能限制

的種類，包括：與他人互動（32%）、學習新工作（記住常規、服從

指示、學習工作任務）（25%）、維持工作士氣或步伐（16%）、處理

症狀／忍受壓力（14%）、配合工作時間表／準時上班（9%）、解決

問題／安排工作（9%）、使用基本的知識或語言技能（9%）、專注工

作（7%）、評值自己的工作表現（6%）、解析工作環境的社會線索

與文化（5%）、回應別人給的意見與回饋（4%）、為了工作或改變

而調整與適應（4%）、交通困難與資源缺乏（4%）、開創新的工作

任務（4%）、其他（身障、沒經驗等等）（3%）。顯見認知功能對

工作功能的限制，遠超過症狀。而這些精神康復者使用職務再調整的

種類，包括：就業服務員謀職前的協助（23.0%）、就業服務員到工作

場所協助（23.0%）、彈性調整工時（21.7%）、改變工作訓練的方式

（10.5%――包括延長工作訓練3.4 %，就業服務員協助訓練7.1%）、調

整工作職責（5.6%）、調整工作環境（0.6%）、忍受精神康復者的行為

（0.3%）、交通協助（0.9%）[20]。這些方式都不用花費高成本，稱之為

合理調整並不為過。

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退場，和僱用獎助期結束後，精神康復者的穩

定就業的挑戰並沒有結束。調整工作環境是穩定就業中最簡便的方式，

將來應可以在促進就業工具中設計合理調整的誘因，例如，補助雇主因

為調整精神康復者工時而需要協調其他工作同事代班的花費，補助雇主

認知友善的環境設計等等。

五、強化腦心智功能之職前衡鑑與職前訓練

一個個體是否能夠成功與穩定就業，除了職業技能的熟捻度之外，

個體的情緒穩定度、人際互動技巧和心智功能狀態也相當重要。目前已

有許多文獻指出個體的認知功能、情緒狀況以及自我評價的行為表現對

其就業機會與職場表現有明顯的影響，可顯著預測個體的職業功能與

狀態 [21]，尤其幼時曾有明顯腦部功能受損的病人更可以預估 [22]。以思



253｜第五章｜政策建言與展望：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的政策建言

覺失調症病人為例，研究顯示注意力和執行功能可預測其所需的就業支

持，當其心智功能越差，所需支持越多，為其就業阻力之一 [23]。Tsang
等人以回顧性研究設計，更發現認知功能是最佳的預估指標，其重要性

高於教育程度、負向症狀、社會支持與技巧、年齡、發病前是否成功就

業、接受社區賦能之復健服務、幸福感（專業工作者評量）等，而正向

症狀、物質濫用、性別與住院史等則無預估力 [24]。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過去所提及的認知功能、情緒表現、

互動行為皆已可被大腦神經科學所解說，即所謂的神經心理學

（neuropsychology）。從神經心理學的觀點，認知、情緒、行為皆為

大腦心智功能各部件的展現，心智功能所包含之部件可大致區分為注

意力、記憶力與執行功能三大部分。從腦科學觀念產出的心智功能測

驗，其結構與傳統的智力測驗和成就測驗等認知評估工具有極大不同，

衡鑑過程所重視的彈性施測、最佳化施測的歷程與傳統標準化歷程也

迥然有異，此稱為神經心理衡鑑（neuropsychologi- cal assessment）模

式。經過此神經衡鑑系統衡鑑出來的認知功能對於病人進入職場和生

活獨立能力顯示極高相關 [25]。更重要的是依據此腦神經心智功能理論

所發展出來的治療策略和認知功能訓練模式，以下統稱神經心理治療

（neuropsychotherapy），已是當代心理治療當中最新的分支 [26]。

奠基於神經心理治療的概念，透過大腦神經可塑性，心智功能是

可透過訓練而有所改善的。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實注意力、記憶力和執

行功能的訓練成效，也包含個體的情緒調節功能亦可透過特定心智功能

（如：注意力轉移、注意力容量、工作記憶、後設認知）的訓練而有所

提升 [27]。適當的認知功能訓練已被證實可提升個體的就業能力。以思覺

失調症為例，研究發現同時接受認知復健和職業重建服務的病人相較僅

接受職業重建服務的病人，在認知功能上有明顯進步，且有較好的就業

狀態 [28]。

在臺灣，已有初步研究證實此職前訓練的價值。雲嘉南區身心障礙

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於2016年和2017年開始進行針對第一類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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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心智功能分流與訓練的研究。以2017年為例，該單位招募了62名第

一類身心障礙者進行心智功能訓練，該研究依據病人的心智功能缺損情

形進行分流，安排強化其心智功能的介入訓練，介入訓練共10次，每次

1.5-2小時，介入的心智功能包含注意力、記憶力、執行功能和情緒調控

能力。排除未有明顯認知功能缺損者、不適合一般性就業者，以及不願

接受訓練者，最後共19名接受心智功能訓練。訓練後，其心智功能有明

顯提升，就就業層次而言，訓練前6人就業，就業率為31.58%，訓練後

10人就業，就業率為52.64%，訓練後三個月再次追蹤，就業率為57.90% 
[29]。此就業率已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30] 的身心障礙者平均就業率（略

高於40%），亦高於本土研究的精神病人就業率23.4% [31]、智能障礙者

就業率26.35% [32]。

六、推動腦心智功能之在職訓練方案以強化其持續就業條件與職場

      表現

神經心理功能如反應速度、記憶功能（尤其語言學習功能）、執

行功能等是影響後續職業維持、職場表現以及生活獨立功能的最佳預測

指標 [22, 25]。明顯容易理解地，當一個人注意力、記憶力或執行功能不足

時，即使個體已經在職場上線工作，仍容易出現分心、反應速度慢、粗

心遺漏細節、忘記交辦事項、無法記憶工作流程、工作技能學習困難、

語言或舉止衝動、主動性低、缺乏組織、配合度不佳、無法根據他人回

饋調整自我行為等等，很容易被雇主或同事挑剔的問題行為表徵，自然

影響其職場工作品質與成就表現，也容易產生自我挫折與人際相處問

題，而無能維繫其職場功能 [23]。

整體而言，注意力、記憶力及執行功能等腦心智功能已被認為是思

覺失調症病人的個體條件中，與就業核心能力密不可分的重要要件，且

隨著時間的增加，其對穩定就業的影響越大、越顯重要 [33]。適當的認知

功能訓練不只被證實可提升個體的就業能力，McGurk等人以實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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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這些受過大腦認知功能訓練的思覺失調症病人，於訓練後兩年的追

蹤上依然能有較佳的就業狀態 [28]。國內上述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服務資源中心的訓練研究，針對已在職者的腦心智功能訓練，發現病人

的情緒穩定、工時與薪水增加等成果 [29, 34]。

由此可見，由腦科學所產出的新治療趨勢，以強調腦心智功能的職

前衡鑑與職前訓練，加上後續的在職訓練方案，使精神康復者不只是被

動地出院回家或被照顧，而是得以有效協助精神康復者有尊嚴地回到職

場貢獻其力。

關於精神康復者的就業服務總結，支持性就業仍是目前協助精神康

復者回歸職場的最有效方式。若衛政與勞政的方案可以聯手，改善影響

就業成效的因素，設計更好的接軌機制，強化與延續聯手的力量，則精

神康復者將更能扮演工作者的社會角色，而更能融入家庭與社會，邁向

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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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以「復元」為導向的整合性照護――個案管理

              （劉玟宜）

前言

社區精神病人需求多元，目前僅以醫院為基礎，強調醫療照顧為主

的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或強調單一專業引導的社區職能復健或住宿型精

神復健機構為主的社會照顧可能都無法滿足社區精神病人需求特性的整

合性服務。只針對疾病治療的精神醫療服務，或是僅強調生活及社會照

顧，並無法滿足病人所需的多元服務，而是需要完整整合跨專業照顧才

能滿足病人社區照護需求 [35-37]。建議以個案管理步驟為需求導向服務輸

送過程，以提升社區病人的生活品質、提升對服務滿意度、減少再住院

或需求滿足程度為服務成效評量的指標。此外，世界先進歐美國家，如

美、英、澳、加拿大、荷蘭、紐西蘭等國皆陸續發展或整合復元導向服

務 [38]。須強化復元導向之實證措施是符合前述社區精神病人所需多元需

求、整合、持續性服務的實證照護方式 [39, 40]。參照現有社區病人管理及

復元實證照護內涵，將可作為發展臺灣精神復元個案管理方案的有效實

證指引。因此，本節闡述臺灣精神衛生個案管理的發展與議題、社區個

案管理實證照護原則、復元導向個案管理模式作為社區精神病人整合性

照護的建議參考模式。

一、臺灣精神衛生個案管理之發展與議題

個案管理定義為：「個案管理是一個合作的過程，包括六個階段：

評估、計畫、執行、協調、監測與評值。運用溝通及可用資源滿足病人

及其家屬全方位的健康需求，以促進具品質及符合成本效益的照護結

果」[41]。此定義明確描述個案管理師工作目標及運用策略，廣被接受與

引用。國內學者則提出個案管理的定義特徵包括：(1) 病人具有複雜度

高的問題；(2) 病人的問題需由跨醫療專業人員共同解決；(3) 藉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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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提供整合性照護；(4) 促進病人自我提升，有效率使用照護系統 

[42]。此定義特徵更具體描述個案管理的服務對象、管理目標與策略。

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也陸續被引用於臺灣社區精神病人的整合式服

務，包括醫療、復健、家屬與社區各部門的垂直與橫向的整合，以回應

病人多重的需求。社區精神病人個案管理在臺灣並非創新實務模式，衛

生主管機關也努力持續推出新計畫方案提升以個案管理為架構的社區照

顧模式，例如：依時序先後陸續推動「社區精神病患追蹤照護制度」、

「精神疾病患者個案管理服務計畫」、「社區精神病患關懷照護計畫」

及近期的「社區精神病患居家照護個案管理」等模式，為病人進行全面

性需求評估、計畫、聯結、監督、倡導、問題解決、危機處置、提供支

持性關係、與家庭一起結盟合作等 [43]。

個案管理被引進臺灣運用於社區精神病人的追蹤已超過20年 [44]。衛

生主管機關雖依各計畫執行後的困境與限制，持續修訂精神衛生相關政

策，但仍無法落實精神病人之個案管理 [45]。本文分析原因包括：衛生主

管機關雖陸續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個案管理中心及民間團體辦理社區關懷

訪視方案，但未規範執行個案管理服務專業人員的資格，國內亦無認證

制度確認個案管理師的能力。此外，服務個案量太高（每月訪30案、一

年服務80案），與社區精神病人個案管理實證實務相距甚遠，無法深入

滿足病人與家屬的需求；亦缺乏橫向與社福單位的整合聯繫資訊平臺，

無法即時完整掌握初次罹病病人及家庭的資料，及早與及時給予協助，

均有待精神衛生政策建立相關平臺及個案管理制度所需的法規，以落實

社區精神病人個案管理服務。

此次議題的核心專家亦提出精神病人由醫院出院到社區之間缺乏連

續性照護外，社區精神病人所需的醫療、復健、社會福利及長期照護等

層面需求，僅有「點」的服務，缺乏個案管理平臺進行「線」與「面」

之整合。有鑑於此，本建言書建議地方政府應設置一個縣市層級的「單

一窗口」，結合衛生醫療、就業、及福利服務的單一窗口。譬如強化目

前縣市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是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成為個案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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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及轉介的單一窗口平臺，具備法定權威，決定購買和終止服務，

以達成照顧適當性、資源的公平分配，及照顧整合的目標，並改善現行

完全由公共衛生護士負責追蹤的困境。

此外，精神病人的多元照護需求，需進一步發展實證照護服務內

涵，以具體的方式及行動有效支持病人的社區生活。本建言書亦建議培

訓各類專業人員精神病人個案管理能力，應用個案管理實證原則發展臨

床指引或標準流程，並評值精神病人個案管理執行成效等策略，並建置

個案管理整合資訊服務平臺，以促進臺灣社區精神個案管理實務的發

展。

二、社區精神衛生個案管理實證原則

系統性文獻支持「密集式個案管理」是提供滿足社區精神病人需求

的策略，堪稱為精神病人社區實證照護方案 [46]。密集式個案管理是由

主動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與個案管理演變而來，

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方案，特徵為每位個案管理師負責的病人負荷量平

均少於20人、每月需進行約6-11次的密集訪視及需要多專業團隊的參與

投 入 [46-49]。然而，目前研究證據顯示密集與非密集個案管理並無成效上

顯著的差異 [46]，但是密集式所需的高昂醫療人力費用可能使其無法在臺

灣或精神醫療人力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廣泛被運用。此外，由於臺灣有

八成以上精神病人出院後返回社區由家屬在家照顧，只有強制社區治療

的病人在精神衛生法的保障下可規範需要一週一至兩次較密集的訪視服

務。然而，接受居家治療的病人中約僅1／10為高危險病人，其餘多數

為有中等需求程度且功能較好的病人 [50, 51]。因此，發展實證整合性個案

管理服務方案對無法運用密集個案管理的國家而言，是極具價值且較可

行的社區照護方案。

國內學者以系統性回顧彙整個案管理實證實務原則發展介入方案，

並經實驗性研究設計介入六個月後，初步驗證此個案管理實證照護方案

可提升社區思覺失調症病人的服務滿意度、服藥態度及整體功能 [5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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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述此六項個案管理實證實務原則如下：

 
（一）建立病人及家屬的治療性結盟關係

結盟（alliance）是指個案管理師與病人建立信任穩定的關係，強

調與病人合作的過程，著重病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及目標，共同解決問題 
[53]。

（二）整合性需求評估與服務

以病人需求為導向的服務是有效個案管理的重要內涵 [54, 55]，個案管

理師對病人需求的敏銳度與個案管理成效有直接相關 [56]。個案管理強調

多元化措施，例如：藥物治療、職能復健及團隊的參與投入等，提供多

元及整合性服務 [49, 57, 58]。

（三）同時提供醫療及社會照顧

社區精神病人需求包括醫療及社區生活適應，個案管理同時提供醫

療及社會照顧有較佳的成效 [59, 60]。

（四）深入社區家訪

以居家為基礎的方式能真實觀察病人行為而作更正確的評估，並可

直接促進病人服藥、執行危機處置措施及提供更多機會與社區資源網絡

連結 [59, 61]。

（五）促進藥物管理及日常生活自我管理

精神病人通常非常感謝個案管理師支持其日常生活的需求及生活事

件，例如獲得生活津貼、居住安排及協助就業等 [59, 60]，整合藥物管理與

日常生活衛生教育的提供，可增進生活品 質 [62]。部分實證支持優勢模

式，以病人及家屬賦能（empowerment）的理念出發，不以病人限制或

問題為核心，而為重視其優點及優勢，即使病人症狀依然存在，但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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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滿意的生活。若專業人員都能以賦予病人及家屬照顧及適應能力為

中心理念，則可在積極的理念下達成較好的個案管理成效，亦能改善家

庭角色失衡的情形 [63, 64]。

（六）連結病人所需的資源

許多社區服務或資源分散於各專業或行政機構中，需協助病人連結

獲得多元完整的醫療治療用藥、社會服務、復健需求、經濟需求及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等服務，所以透過個案管理來組織協調整合性服務 [54, 65]。

三、復元導向個案管理

當前精神衛生照護轉向復元（recovery）為目標的照護，已是全球

精神醫療的主流，先進國家已陸續發展相關服務架構及品質成效評量 
[66-71]。復元（recovery）的概念在精神復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瞭解此

概念將有助於將其核心內涵注入於社區精神復健過程 [72]。以下就復元定

義、要素及復元導向個案管理做描述。

（一）復元定義

學者或文獻對精神復元的定義不一，復元可以定義為過程或結果 
[67, 73]；有從精神病人主觀的親身經歷討論，也有從精神症狀、整體功能

或就業等客觀指標測量 [74]。傳統醫療對精神病人的復元定義為精神症狀

或障礙完全緩解 [75]；相反地，病人個人主觀的復元則反映於社會認同發

展及重建的過程 [68]。復元是指改變個人態度、價值、感受、目標、技巧

或角色的深入獨特的過程。在此復元過程中，即使疾病造成生活功能的

限制但仍過著滿足、有意義及有貢獻的生活，能夠生活、工作、學習及

完全融入社區。復元是超越精神疾病帶來的負面影響而發展新的生活意

義與目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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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元要素

提出一個復元的概念模式，學者將復元過程分為內在和外在要素，

內在要素為希望（hope）、療癒（healing）、賦能（empowerment）
以及社會連結（connection）。「希望」乃認為復元是有可能的。「療

癒」是將自我和精神疾病分離，並能自我管理症狀與壓力。「賦能」

指能自主、有勇氣和勇於承擔責任。「社會連結」則指個人具備與他

人產生有意義的連結的能力。而外在環境之內涵則包括人權（human 
rights）、促進療癒的正向文化（a positive culture of healing）及以復元

為導向的服務（recovery-oriented services）[77]。復元雖被定義為個人內

部深層的改變過程，但外在支持性環境中，精神衛生照護所提供之服務

亦須提供以復元導向的復健措施，以協助達成復元目標。

綜整而言，復元重要的要素包括：寄予希望、藥物治療、賦能、支

持、學習、自助、動能及有意義的活動等 [78]。

1. 寄予希望：希望感是持續從精神疾病中復元的基石，抱持著「我

可以更好」的信念將是復元過程中很重要的動力。

2. 藥物治療：許多精神病人發覺藥物治療是他們成功復元與否相當

重要且有價值的。精神病人並不期待可以完全不用藥物，而是服

用所需的最低劑量。

3. 賦能：賦能（empowerment）是一種對生活或疾病有力量及可控

制的信念，也包括對自己負責、可為自己及他人發聲。

4. 支持：家人、同儕、朋友及精神醫療專業團隊是精神疾病復元必

要的支持。不僅可以減少使病人被孤立的感受，亦可增加他們在

社區中的互動及擔任社會角色。

5. 學習：為使復元獲得最佳成效，盡可能學習有關疾病、藥物治

療、疾病控制、症狀處理及社區資源等知識是相當重要的，可以

藉由與專業人員討論、參加座談、參加支持性團體、閱讀資料及

網路搜尋等方式學習。

6. 自助：雖然專業人員的協助有其價值，但是自助卻是復元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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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成長。學習識別症狀、自我處理、學習壓力因應策略、

參與支持性團體及發展個人的支持系統都是很好的自助方式。

7. 動能：動能於疾病期間能提供希望及慰藉，和平、瞭解及支持的

來源。

8. 有意義的活動：從事有意義的活動可以增加個人信心、自尊、社

會角色及價值工作，或從事有意義的活動，使個人可以維持正向

的自我認同，感覺到有目的及價值。

（三）復元導向社區個案管理 

由於過去的概念不認為思覺失調症病人有治癒或康復的可能，過去

醫療復健模式強調精神症狀的緩解、預防疾病復發與再入院為目標。然

而，研究支持思覺失調症病人接受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後，約1／3可以完

全復元 [79]，世界精神衛生政策轉變為以復元導向的新趨勢，導引各項精

神衛生服務策略的發展與驗證。國內政策也即將跟進，依「2025衛生福

利政策白皮書」指出心理健康趨勢須以人為出發，復元為目標的服務。

精神復元（mental health recovery）可視為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成長和恢復

潛力的獨特持續進程 [80]。而精神復元程度是病人生活品質重要的預測因

素，以復元為目標的精神衛生照護將可提高病人生活品質 [81]。

許多實證實務可支持及促進復元，包括主動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支持性就業、疾病管理、家庭衛教、藥物管理

及支持性住宿。這些都需要以跨多專業人員的整合性復元支持。因此，

臺灣精神醫療照護體系需以復元理論或萃取現有最佳證據發展以社區精

神病人需求為中心，以促進復元為目標的實證個案管理整合性服務模

式，促進病人復元的願景。此外，社區個案管理師亦須以個人、家庭及

社區的三個面向進行需求評估、個別化計畫目標、執行、協調及評值。

復元的結果則是多面向包括個人的精神症狀緩解及個人功能的提升；家

庭層面則包括家庭關係與能對家庭有貢獻；社區導向則為參與有意義的

活動或工作，能與他人溝通。復元雖被定義為個人內部深層的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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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外在精神衛生照護體系所提供的服務亦須以復元導向的復健措

施，以協助達成復元目標。因此，發展融合復元過程要素的整合性個案

管理方案是符合國際趨勢與對應國內照護發展的重要主題。

衛生福利部於2016年持續推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鼓勵以社區

個案管理為服務架構，以主動居家追蹤訪視方式，促進精神病人增進病

識感及規則服藥 [82]，但尚未建立復元導向社區個案管理的實證研究或相

關社區實務標準指引。參與本次的國衛院論壇核心委員們建議可將社區

衛生心理中心做多元發展，無論是首次就醫或反覆住院返社區病人，提

供病人諮詢或轉介處。再者，進入智慧科技新世代，個案管理方式也應

使用智慧化需求評估系統，精準瞭解其需求，即時處理與支持協助。尤

其是初發早期的病人與家庭，更可以考慮量身裁製符合其社區生活情境

的個人化復元個案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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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提升精神照護政策主管機關的位階、資源、量能及

            跨部會的整合

      （張家銘、賴德仁）

完整的精神照護體系，應該是一個連續型的照護模式，包括心理健

康促進、預防（全面性、選擇性、指標性）、治療（病人辨識、標準治

療）與復元（長期照護、復發預防與復健）（圖5-1 [83]）。這方面臺灣

過去確實是較偏重治療，但缺乏預防與健康促進 [84]。除此之外，自殺防

治、家暴性侵、物質濫用等，也是完整的精神醫療體系需協助的範圍。

本節的內容將檢視臺灣精神醫療照護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現狀，

與未來精神醫療政策的重點，並提出建議。但基於本議題的主題在於

「精神病人社區照護的需求與評估」，以下的討論仍比較偏向於精神醫

療體系中精神疾病治療與復元的部分。

圖5-1   Behavior Health Continuum of Care Model
（資料來源：[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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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政府機關

1928 內政部衛生司，後又改成衛生部

1934 第一所公立精神醫院「養神院」成立於臺北市松山區（現部立

桃園療養院前身）

教育部訓委會

表5-1   我國政府機關心理衛生變革

一、臺灣精神照護政策中央主管機關的現狀

（一）精神照護中央主管機關的沿革發展

我國衛生行政組織原分為「中央、省、縣（市）」等三級，後來在

精省之後衛生行政組織業已簡化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二級。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疾病型態的變化、人口老化的加

速、社會安全的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的提升，行政院於2013年正式將衛

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

重大社會民生事務，並對各級地方衛生及社會福利機關負有業務指導、

監督和協調的責任。目前在臺灣精神照護最高的中央主管機關，是衛生

福利部的「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自1987年起近二十年來臺灣的精神醫療，一直都是衛生署醫事處

第四科在負責（表5-1）[85]。原本2005年起政府組織再造的規劃藍圖，

已經確認了在中央層級應設立心理健康的專責單位。由於精神心理健康

的重要性，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成立之前，就有許多民間團體有相

當的期待與動作，希望成立一個獨立的心理健康司。2005年至2012年衛

福部的規劃至少經歷四個行政院核定版本，皆維持心理健康為獨立的

「司」級單位（2005年「健康促進與心理衛生司」、2009年「心理健康

與物質濫用防制司」、2010、2012年「心理健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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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精神科

中央衛生部 
＊臺灣省衛生處

1949 內政部衛生署（五月）

內政部衛生司（八月）

1956 臺灣省衛生處成立心理衛生委員會 
成立臺北兒童心理衛生中心（WHO支持，臺大醫學院與省衛

生處合辦）

取消心理衛生委員會

1957 玉里榮民醫院

1967 臺北市改制成院轄市，再成立心理衛生委員會（由省衛生處和

臺北市衛生局合辦）

衛生局續辦臺北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1971 中央成立衛生署（脫離內政部）

1972 取消心理衛生委員會（技術室轉給企劃室）

1973 臺灣省小康計畫實施，設立精神病床

1974 試辦社區心理衛生中心（MHC）

1975-
1979

衛生處在北中南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推動全民心理健康）

1980 在衛生署保健處設立衛生教育科辦心理衛生教育

1981 衛生署委託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研擬《心理衛生法》草案（後更

名）

1982 規劃由保健處衛生教育科承辦心理衛生業務

1984 精神疾病醫療網需人協助將保健處心理衛生行政工作移撥醫政

處，並置專人負責。（螢橋國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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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精神醫療納入全國醫療網計畫 
《醫療法》

1987 衛生署醫政處增設第四科，掌管精神衛生業務（為國內第一個

精神衛生行政專責單位）

實施精神醫療網第一期 
戒嚴法解除 
行政院啟動國家組織法修編

1988 《精神衛生法》送行政院審核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交給三科醫管單位負責 
中央發展災難心理衛生（大園空難）

1989 《精神衛生法》通過 
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成立精神衛生股

1990 教育部訓委會推動學生輔導工作六年計畫 
高雄市政府設精神衛生股 
《精神衛生法》公布施行

1991 《護理人員法》通過

1992 衛生署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聘用專人辦理精神衛生行政業務

1993 臺北市衛生局設精神衛生股 
北中南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合併於地區醫院

1995 《全民健康保險法》通過，精神醫療納入給付 
高雄縣市與嘉義縣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996 精神病人策略從長期收容轉為積極治療：社區復健計畫

1997 成立兩性（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

《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

《社會工作師法》通過

《職能治療師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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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2月精省 
省衛生處人員移撥改隸衛生署

1999 著手《精神衛生法》之修訂作業

2000 設立南投和臺中心理衛生中心（大規模災難心理衛生工作）

臺北市與嘉義市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2001 臺北市設立社區緊急醫療小組 
國健局成立 
《心理師法》通過 
家暴或性侵加害人評鑑

2002 衛生署制定精神復健機構評鑑標準及成效評估

2003 衛生署醫政處十月辦公地點變動，將掌管精神醫療的四科移到

中部辦公室 
精神社區復健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醫療照顧

服務社區化 
衛生署委託醫策會辦理精神復健機構試評

2004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衛生署改組，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業務七月移回臺北第四科

2005 《性騷擾防治法》 
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 
已有25個縣市衛生局設置心理衛生中心

2006 行政院衛生署成立精神醫療和心理衛生政策綱領研訂小組 
國民健康局推動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方案

2007 立法院完成《精神衛生法》修訂

2009 行政院衛生署成立「心理健康辦公室」

2010 行政院衛生署公布「精神醫療和心理衛生政策綱領」

2011 衛生署委託計畫「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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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85]。

在2009年2月10日董氏基金會聯合26個心理衛生團體，拜會衛生

署，提出「心理健康促進連署書」。之後衛生署葉金川署長於2009年3
月8日成立「心理健康辦公室」。2010年3月31日，心理衛生界一起專訪

馬英九總統，提出成立心理健康司或署的重要性與訴求，馬總統接見

「心理健康行動聯盟」代表時，即裁示「有關心理健康之促進，希望將

現行制度調整到可以發揮最大功能的程度」，故未來衛生福利部成立

時，心理健康業務將由原先衛生署醫事處之「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科」

提高為「心理健康司」，顯示政府對國人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視與支持。

馬總統除指示組織改造要納入心理健康司之規劃外，也建議在行政院考

量成立心理健康委員會 [86]。

但因為政治力與利益團體的影響，最後在2013年將精神醫療與口腔

醫療的業務合併成為「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以下簡稱心口司）[87]。臺

大張玨教授比較這段發展歷史及WHO與美、英、泰等國的心理衛生主

管組織定位，認為：(1) 我國組織再造將心理健康成立專司是正確也符

合國內外趨勢。(2) 行政組織上沒有國家將口腔健康併入心理健康組織

中。(3) 心口司的成立違反我國組織再造整合與精簡原則。(4) 中央政府

組織架構不當的示範，將口腔健康加入心理健康司，非但沒有增加心理

健康的人力與經費，反而出現排斥現象，也誤導對心理健康的意義。建

議應檢討並調整，恢復「心理健康」組織的獨立和其高階組織的定位，

並須將公共心理健康普及化 [87] 。

 
（二）現行中央心口司架構功能與人力

目前的心口司有六個科，除第五科與第六科負責口腔衛生業務

2013 衛生福利部組織改造，成立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衛福部委託「建置心理健康網規劃計畫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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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執掌

一科：

心理健

康促進

  1. 心理健康促進之政策及方案。

  2.  心理健康網之建立及推動。

  3. 心理健康促進業務之輔導及管理。

  4. 心理健康之人力資源規劃、人員培訓、留任及獎勵。

  5. 心理健康促進之教育宣導、研究發展及國際交流。

  6. 災難心理衛生業務推動、輔導、補助、考核及人員培

訓。

  7. 自傷行為與自殺防治之政策及方案規劃。

  8. 自殺防治業務之推動、輔導、補助及考核。

  9. 心理健康促進相關人民陳情案件。

 二科：

精神疾

病防治

   1. 精神衛生法等相關法令之解釋。

   2. 精神疾病防治業務之推動及補助。

   3. 社區精神病人通報、管理（含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4. 精神照護之資源規劃及管控。

   5. 精神照護機構之設立、管理及輔導。

   6. 精神照護機構評鑑。

   7. 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業務管理。

   8. 精神病人權益保障業務推動及人民陳情案件。

表5-2   心口司的執掌功能

之外，第一科負責心理健康促進（含國際醫療、災難醫療與自殺防治

等），第二科負責精神疾病防治（含精神衛生法、社區精神醫療、精神

復健機構、精神機構評鑑、強制住院與人權等），第三科負責成癮防治

（含藥酒癮、毒品防制、替代療法等），第四科負責特殊族群處遇（含

家暴、性侵與男性關懷等）。

目前心口司設司長一名、副司長一名，簡任技正一名。第一到第四

科各有一名科長，每科有4-5位科員。這四個科的執掌功能如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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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

成癮防

治 

   1. 酒癮防治之政策、服務方案、人員訓練。

   2. 酒癮治療模式之研究發展及補助。

   3. 酒癮戒治機構之指定及管理。

   4. 藥癮防治之政策、服務方案、人員訓練。

   5. 藥癮治療模式之研究發展及補助。

   6. 藥癮戒治機構之指定及管理。

   7. 醫療機構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統之建置及管理。

   8. 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相關業務之推動及管理。

   9. 酒癮防治教育宣導及人民陳情案件。

 10. 藥癮防治之教育宣導及人民陳情案件。

四科：

特殊族

群處遇

  1. 家庭暴力被害人驗傷採證及身心治療業務。

  2.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業務及處遇模式之研發與推動。

  3. 家庭暴力驗傷採證、處遇治療人員之教育訓練、宣導之

規劃及推動。

  4. 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督導與考

核、相關人民陳情案件與預防性服務方案推動等。

  5. 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及身心治療業務。

  6. 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等處遇業務及處遇模式之研發與

推動。

  7. 性侵害驗傷採證、處遇治療人員之教育訓練、宣導之規

劃及推動。

  8. 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相關工作之

督導與考核、相關人民陳情案件。

  9. 男性關懷專線服務相關業務。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三）中央心理衛生主管機關的任務

1. 相關法規的規範：精神衛生法規範了政府機關的職權，與中央

政府有關的特別在精神衛生法的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第

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 [2]，這些

大多數與心口司有關。但其中第八條還特別提到中央社政、勞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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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政策及方案之規劃、訂定及

宣導事項。

二、全國性病人服務及權益保障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及

宣導事項。

三、對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執行病人就醫、權益保障之監督

及協調事項。

四、對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病人服務之獎助規劃事項。

五、病人醫療服務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六、病人保護業務之規劃事項。

七、全國病人資料之統計事項。

八、各類精神照護機構之輔導、監督及評鑑事項。

九、其他有關病人服務權益保障之策劃、督導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公布包含前項各款事項之國家心理衛生報

告。

表5-3   精神衛生法與中央衛政主管機關有關的法條

主管機關。第九條提到職場，這與勞政有關。第十條、第十一條提到學

校，這與教育有關。第十二條提到福利，這與社政有關（如表5-3）。

警政與消防等在精神衛生法第三十到三十四條與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

保護有關。

另外，其他諸如表5-4，性侵害防法 [88]、家庭暴力防治法 [89]、兒童

及少年福利暨權利保障法 [90]，也有規範中央主管衛生機關的權責。而

由於毒品使用者兼具犯人與病人的身分，在刑事訴訟法第兩百五十三

之一、第兩百五十三之二 [9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二十、二十三、

二十四條 [92]，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 [93]，也有提

到這些毒品犯人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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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人口及醫療資源分布情形，劃分醫療責任區域，

建立區域精神疾病預防及醫療服務網，並訂定計畫實施。

《精神衛生法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社政、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照

顧、支持與復健體系，提供病人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心理

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

《精神衛生法第九條》

勞工主管機關應推動職場心理衛生，協助病情穩定之病人接受職業

訓練及就業服務，並獎勵或補助雇主提供其就業機會。

《精神衛生法第十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推動各級學校心理衛生教育，建立學生心理輔

導、危機處理及轉介機制等事項。

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前項工作之推動及建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心理衛生教育課程內容，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精神衛生法第十一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規劃、推動與協助病人，接受各級各類教育

及建立友善支持學習環境。

《精神衛生法第十二條》

各級社政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規劃、推動與整合慢

性病人之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相關措施。

《精神衛生法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法律專家、病情穩定之

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辦理下列事項：

一、促進民眾心理衛生政策之諮詢事項。

二、精神疾病防治制度之諮詢事項。

三、精神疾病防治資源規劃之諮詢事項。

四、精神疾病防治研究發展之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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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神疾病特殊治療方式之諮詢事項。

六、整合、規劃、協調、推動及促進病人就醫權益保障及權益受損

之審查事項。

七、其他有關精神疾病防治之諮詢事項。

前項病情穩定之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至少

應有三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精神衛生法第十五條》

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

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

前項審查會成員，應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

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

專業人士。

審查會召開審查會議，得通知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

場說明，或主動派員訪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審查會組成、審查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精神衛生法第十七條》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

人員辦理本法規定相關事宜；其人數應依業務增減而調整之。

辦理前項業務所需經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財政確有困難

者，應由中央政府補助，並應專款專用。

資料來源：精神衛生法 [2]。

性侵害防治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

衛生主管機關：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身心治療及加害人身心

治療、輔導教育等相關事宜。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衛生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驗傷、採證、身心治療、諮商及加

害人處遇等相關事宜。

表5-4   其他與中央主管心理衛生機關有關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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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精神照護政策地方主管機關的現狀與任務

（一）精神照護地方主管機關的現狀

現狀地方衛生醫療主管機關主要是在各縣市衛生局，但各縣市衛生

局負責精神醫療業務的單位則有很大差異。六個直轄市之中，高雄市是

社區心衛中心負責，其他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與臺南市，

都有獨立的心理衛生或心理健康科。另外有12個縣市是在醫政科下面來

執行，沒有獨立出來。有4個縣市是將毒品與防治業務放在一起，名稱

也強調以此為主要任務（表5-5）。

（二）地方精神照護主管機關的任務

1. 精神衛生法與地方精神照護主管機關相關的法條（表5-6）

精神衛生法中與地方政府有關的，特別在精神衛生法第六條、第七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 [2]。

三、未來的精神照護政策規劃重點

臺灣目前已規劃的關於未來具體的精神照護政策，大概有兩個，第

一是「第二期國民心理健康計畫106-110」[84]，第二是「2025衛生福利

政策白皮書」[94]。

（一）第二期國民心理健康計畫106-110 [84]

第一期的「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102-105」[95]，是衛生福利部為

全面提升國人心理健康所規劃辦理，並在2016年底結束。為持續第一期

資料來源：性侵害防法 [88]、家庭暴力防治 [89]、兒童及少年福利暨權利保障法 [90]。

兒童及少年福利暨權利保障法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

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優生保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醫

療、兒童及少年心理保健、醫療、復健及健康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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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臺灣各縣市衛生局負責精神照護的單位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縣市衛生局

  1. 臺北市 心理衛生科

  2. 新北市 心理衛生科

  3. 桃園市 心理健康科

  4. 臺中市 心理健康科

  5. 臺南市 心理健康科

  6. 高雄市 社區心衛中心

  7. 宜蘭縣 心理衛生及毒品防制科

  8. 新竹縣 毒防心衛科

  9. 苗栗縣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10. 彰化縣 醫政科

11. 南投縣 醫政科

12. 雲林縣 醫政科

13. 嘉義縣 醫政科

14. 屏東縣 醫政科

15. 澎湖縣 醫政科

16. 臺東縣 醫政科

17. 花蓮縣 醫政科

18. 基隆市 醫政科

19. 新竹市 心理健康及毒品防制科

20. 嘉義市 醫政科

21. 金門縣 醫事科

22. 連江縣 醫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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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轄區下列事項：

一、民眾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防治之方案規劃及執行事項。

二、中央訂定之病人服務與權益保障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行事

項。

三、病人就醫與權益保障政策、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宣

導及執行事項。

四、病人醫療服務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五、病人保護業務之執行事項。

六、病人資料之統整事項。

七、各類精神照護機構之督導及考核事項。

八、其他有關病人服務及權益保障之策劃、督導事項。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辦理心理衛

生宣導、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聯結、自

殺、物質濫用防治及其他心理衛生等事項。

前項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由心理衛生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第十四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邀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法律專家、病情穩定之

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辦理轄區下列事項：

一、促進民眾心理衛生之諮詢事項。

二、精神疾病防治研究計畫之諮詢事項。

三、精神照護機構設立之諮詢事項。

四、病人就醫權益保障及權益受損申訴案件之協調及審查事項。

五、其他有關精神疾病防治之諮詢事項。

前項病情穩定之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至少

應有三分之一。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按實際需要，得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下列精神照護機構，

提供相關照護服務：

表5-6   精神衛生法與地方衛政主管機關有關的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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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醫療機構：提供精神疾病急性及慢性醫療服務。

二、精神護理機構：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

三、心理治療所：提供病人臨床心理服務。

四、心理諮商所：提供病人諮商心理服務。

五、精神復健機構：提供社區精神復健相關服務。

精神復健機構之設置、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資料來源：精神衛生法 [2]。

的計畫，因應未來環境變化及滿足國民心理健康需求，衛生福利部委

託台灣精神醫學會邀集各方專家代表，並舉辦跨部會共識會議參與規劃

討論，最後在2016年11月8日行政院核定第二期的「國民心理健康計畫

106-110」，作為接下來五年心理健康政策的重點方向依據。

第二期的「國民心理健康計畫106-110」檢討第一期的「國民心理

健康促進計畫102-105」，與國內現狀，列出仍有五大面向的問題，包

括：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成癮防治、家暴性侵害之特殊族群

處遇、現有心理健康基礎建設。與本議題主題有關的是精神疾病防治部

分，列出現狀問題有：

1. 因應人口老化趨勢，需適時檢討精神照護資源及轉銜至長照資

源。

2. 精神病人的社區化照護仍需加強發展。

3. 精神病人分級方式與連續性照護模式尚待改善。

4. 精神病人之社區居住與就學、就業服務需積極發展。

5. 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及去汙名化仍待精進。

並在「提供深化、優化及社區化之精神疾病照護 」此一目標上，

列出四點執行策略與工作項目（表5-7）：



279｜第五章｜政策建言與展望：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照護的政策建言

目標 策略 工作項目

提供深

化、優

化及社

區化之

精神疾

病照護

（一）均衡精神照

護資源與強化服務

網絡，深化精神疾

病照護識能

1. 周延相關法規，滾動式檢討精神照護

資源分布及均衡服務資源。

2. 賡續辦理精神衛生法之各項法定業

務，強化精神衛生體系與服務網絡，

持續推動精神醫療網。

3. 加強民眾對於精神疾病之認識及深化

精神醫療人員專業知能。

4. 精進精神照護機構評鑑制度及落實監

測精神照護服務品質。

（二）強化精神病

人緊急處置、強制

治療及社區照護服

務，並落實社區精

神病人管理及追蹤

關懷

1. 強化社區緊急精神醫療處理機制及精

進精神病人強制治療業務。

2. 持續辦理精神病人單一通報窗口及加

強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畫，擴大

辦理精神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

畫。

3. 強化社區精神病人之管理及追蹤關

懷，建立社區精神病人危機管理指

標，深化精神病人關懷照護與危機處

理之知能。 

（三）發展多元化

及社區化之精神病

人照護  模式，連

結居住及就業服務

資源，支持病人於

社區生活

1. 充實社區精神照護設施及強化精神病

人社區化之復健服務，使其能獲得持

續性、完整性之社區復健服務。 
2. 發展社區照顧服務資源，連結居住及

就業服務資源，支持病人於社區生

活。 
3. 加強相關社區追蹤照護配套措施，獎

勵精神衛生相關機構、團體從事精神

病人社區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務，

以及發展多元化社區照護模式。 

表5-7   提供深化、優化及社區化之精神疾病照護的目標、

                   策略及工作項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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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

在行政院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的第二章的主題――擘劃全民心

理衛生。包括了四個小節：第一節 開創心理健康紀元；第二節 精進自

殺防治策略；第三節 深化精神照護防治；第四節 提升成癮防治效能。

各有不同目標、現狀檢討、策略與衡量指標。

與本計畫比較相關的，是第三節 深化精神照護防治。

1. 目標：

(1) 強化精神衛生體系及服務網絡。

(2) 精進精神照護機構管理及提升服務品質。

(3) 持續提升心理健康人力資源及專業知能。

4. 積極整合跨部會之精神病人服務轉銜

機制，包括衛生、福利、勞政、教育

體系各類機構對精神病人提供服務。

（四）推動精神疾

病去汙名化，促進

精 神 病 人 權 益 保

障，增加社會大眾

之接納度

1. 結合跨部會社會資源規劃多元及創新

宣導、行銷活動，以提升宣導效果。

2. 建立社區資源網絡聯結，連結民間精

神衛生相關之非營利組織、學協會、

宗教或慈善團體，共同推動心理健

康、精神疾病防治、精神病人反歧視

及去汙名化之相關工作等。

3. 獎勵辦理精障者「社會參與」活動，

透過由民間團體、精神復健機構促進

社會參與服務的機會，帶領精障者到

教養、安養或長照機構，偏鄉，獨居

老人服務機關等從事社會服務或參與

自願服務，經由社會參與，增進自信

心與自我價值。

資料來源：精神衛生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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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社區多元化精神照護模式。

(5)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2. 策略：

(1) 滾動式檢討各類精神照護資源目標。

(2) 適度調整全民健保對於社區化精神照護的支付標準及研議新

發病精神病人健保支付為論人計酬方式之可行性。

(3) 落實精神照護機構功能及收（結）案標準。

(4) 精進精神照護機構管理及提升服務品質。

(5) 加強心理健康人力資源養成與精進。

(6) 檢討精神病人分級方式及拓展連續性多元照護資源。

(7) 檢討現行精神病人的分級方式，與「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

礙分類系統」（ICF）等國際標準相互銜接、比較，參酌服務

使用者意見，適時檢討、調整精神病人的分類照護模式，避免

與其他類別障礙者的照護有差別待遇，以保障其照護權益。

(8) 強化連結社區關懷訪視、居家治療及居家服務等各項服務，

檢討串聯各服務流程及整合資源，強化社會福利資源的無縫

銜接，提升社區精神照護效能，並滿足病人居住需求。

(9) 發展多元化的精神病人社區照顧模式及方案，提供穩定社區

精神病人病情的醫療及復健措施；加強與勞政體系合作，依

病人不同病情狀況及需求，轉介勞政機關提供職業訓練、庇

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及職場媒合。

(10) 倡導精神病人去汙名及促進人權保障。

(11) 規劃精神病人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12) 因應精神病人疾病慢性化所致功能退化及人口老化速度加

劇，及早建置完善的長期照護資源及服務體系，以滿足其日

益殷切的長期照護及安置需求。

(13) 因應未來長期照顧保險的施行，規劃精神病人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盤點精神疾病長期照護資源，均衡精神病人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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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分布，整合精神照護服務及人力訓練等輸送機制。

(14) 將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整合納入長期照護機構式服務的

評鑑基準，以促進各類長照服務機構評鑑制度的整合，提升

國人衛生福利長期照護體系的整體照護品質及資源管理效

能。

3. 衡量指標（中程2020）

(1) 滾動式檢討各類精神照護資源目標。

(2) 成社區化照護（含居家、日間型及住宿型精神復健）資源盤

點及規劃多元化的精神病人社區照顧模式。

(3) 修訂各類精神照護機構的功能、服務及收（結）案標準。

(4) 針對非精神科醫師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如家醫科、內科

及急診科醫師），接受精神病人照護相關訓練之涵蓋率達

20%，以強化精神醫療與一般醫療照護之合作。

(5) 將精神病人長期照護服務資源整合至長期照護服務資訊系

統，以提供病人適切照顧。

4. 衡量指標（長程2025）

(1) 發展至少2種以上多元化的精神病人社區照顧模式及方案，提

供穩定社區精神病人病情的醫療及復健措施，加強整合福利

及就業資源，以促使病人與社區融合。

(2) 落實推動精神照護機構的功能、服務及收（結）案標準，且

因應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期照顧保險之施行。

 四、對於現行精神照護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及國家心理衛生政策

         的建議

儘管如上述臺灣目前在於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各有建置與分工，未

來國家心理衛生政策也有規劃，為了要建構更完整的社區精神醫療，仍

是有許多建議以提供政府在精神醫療的組織與醫療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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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成立獨立的心理健康司

如上述，原先2013年行政院組織改造時的原始規劃，就是成立獨立

的心理健康司。之後受各種因素所影響而合併心理與口腔兩個完全毫無

交集的業務，成立心理及口腔衛生司。獨立成立的原因基於四點理由：

(1) 心理健康是建構國民健康與幸福指數之重要基石；(2) 世界各國陸續

設置獨立心理健康行政單位；(3) 「口腔衛生」與「心理衛生」併設，

有損行政效率，滯礙心理健康促進；(4) 二者應各設置行政管理組織，

以免成為國際笑話，多次被心理健康行動聯盟等民間團體抗議 [97, 98]。

（二）建議恢復行政院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 

心口司在精神照護的業務涵蓋範圍包含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

治、成癮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等業務，心理健康範疇廣大，依據服務對

象及內涵不同，分屬不同部會、部門所掌管，需各機關及部門間建立良

好的互動及合作機制，始可達到全面提升國民心理健康，並符合世界衛

生組織積極推動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之世界趨勢。過去行政院固定會舉

行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由較高層級的衛福部次長或其他政務

委員主持。參加的各部會包括：衛福部、退輔會、教育部、國防部、農

委會、勞動部、原民會、文化部等一起來討論合作（圖5-2）。

（三）建議應該增加心理衛生預算

臺灣的心理衛生預算嚴重不足，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預算每人每年

平均22.1元 [99]。所以董氏基金會、台灣精神醫學會、中華民國諮商心理

師公會全聯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聯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在

內的64個心理衛生團體聯名提出建言，籲請行政院、衛福部與心口司適

當增加國民心理健康經費預算，人均預算不應連三角飯糰都買不起，比

中低收入國家如南非、史瓦濟蘭的人均2美元的經費還不如（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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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行政院各部會服務對象及重要工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核定本（102-105年）〕

年份
心口司

總預算

心理健康

行政管理

加強心理健

康促進工作

／國民心理

健康計畫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2017 895,751 15,679 522,643 4,187 406,725

2016 946,268 255 547,211 4,306 414,825

2015 1,002,805 255 560,443 4,533 380,026

2014 652,398 307 569,879 4,927 388,794

2013 551,357 361 550,996 1,656 412,329

表5-8   衛生福利部心口司歷年法定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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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建構整合性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增加精神疾病社區關

懷人力

目前第一線人員人力嚴重不足，公衛護士、精神疾病社區關懷照

顧員、自殺個案關懷員等，僅用少部分人力協助社區的個案管理、個案

照護。加強社區精神疾病分級照護，讓病人及障礙者在社區就近取得服

務；另外，當病人從精神科病房出院時，要提供妥適的出院準備，並結

合社區照護體系；以復元為導向，積極發展社區心理復健方案，以及強

化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

五、結論

蔡總統在2015年10月2日上任總統前於民主進步黨的中央常務委員

會會議中宣示，為了完整維護國人的健康，民進黨重返執政後，一定會

致力於「五大心理健康行動」[99]。包括：

1. 制定國家級的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行動計畫：建立跨部會機制，

指定政務委員負責召集，針對各年齡、階層與族群，提出符合需

求的行動計畫，據以調整經費的配置，並強化相關的研究。

2. 建構社區健康照護管理中心，提供整合性的心理衛生服務：要讓

病人及障礙者，在社區就近取得服務；也要積極發展社區心理復

健方案，以及強化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

3. 增加心理健康服務專業人力與團隊：逐年增加專業人力，著重分

配在社區型組織與機構。

4. 強化學校及職場心理健康體系：推動學校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加

強學校心理諮商輔導體系；同時，也要提升職場心理健康的預防

與服務，鼓勵大型企業聘用心理健康相關專業人員進駐服務，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2年仍為行政院衛生署，單純計算心理健康業務，承辦單位為醫事處
資料來源：衛福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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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職業災害勞工和家屬的心理健康服務與復健。

5. 推動跨部會的整合性藥酒癮防治方案，優先針對高危險群進行宣

導。

兩年過去了，希望政府加快腳步，落實目前的規劃與承諾。讓完

整的社區精神醫療體系得以健全發展，才能讓病人與家屬在社區得到完

整服務。期待能以此次論壇建言的研究成果，未來可考慮建置跨部會的

社區精神醫療照護政策綱領與行動方案，落實以復元為導向的人性化照

顧，讓精神康復者能在友善的社區就學與就業，以減少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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