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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千禧年對許多香港人來說，無疑苦多樂少，困難重重。沙士、負資產、亞洲金融風暴等事

件，對香港人都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部份人甚至經受不了經濟、失業、生離死別等傷痛，選

擇結束自己的性命。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本港自殺率由1995年

的799宗上升至2003年的1,264宗。統計亦發現，經過1997的金融風暴，中年人士自殺率有上升

的趨勢。此外，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到二零二零年，抑鬱症將會僅次於心臟病，成為都市病的第

二號殺手。新紀元伊始，本港社會氣氛差不多跌至谷底，大部份市民，無論是自己或身邊的人，

都可能正在面對或曾經面對過一些生活壓力，導致精神困擾。

    一群專業人士，包括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社會工作者、大學講師、行

政人員、傳媒工作者等，於二零零三年成立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他們深信全人健康是提升生活

質素的基礎。面對當下的困境及無法預計的未來，香港人所感受到的壓力，自然不言而喻；但在

逆境之際，我們往往忽略了身邊正面積極，又或是趣味雋然的事物。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深信預

防勝於治療，致力宣傳及提升香港人的精神健康，鼓勵人們多欣賞周圍的事物，以幽默輕鬆的心

情，將壓力化為動力。

本會使命
使  命

推動開心文化
促進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享受快樂人生

致力於
推行預防工作

舉辦提升生活質素的活動

2016-2017bi-annual report.indd   3 17年12月8日   上午8:04



4

主席 
Chairman  

陳仲謀醫生 
Dr. CHAN Chung Mau

義務秘書長
Honorary Secretary

張建森先生
Mr. CHEUNG Stephen

副主席 
Vice-chairman

孫玉傑先生
Mr. SUN Stephen

義務司庫 
Honorary Treasurer

鄧秀慧女士
Ms. TANG Betty

副主席
 Vice-chairman

朱漢威先生
Mr. CHU Menza

義務核數師
Honorary Auditor

梁梓綱先生 
Mr. LEUNG Edmond

義務法律顧問
Honorary Adviser 

余彗敏女士
Ms YU Ifa

本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Board of Directors

2016-2017bi-annual report.indd   4 17年12月8日   上午8:04



5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成立於2003年，正當SARS之後，目的是提升港
人的精神健康，防止精神病增加，減少精神問題對社會的損耗。現在轉
眼已經14年，香港社會有很多變化，而本地精神健康的轉變，有好的一
方面，但亦有壞的一方面。

    本會的工作宗旨主要分為兩大層面：第一是透過各方面的研究結
果，向政府提出實際的意見，以持續改善香港精神健康服務和有關政
策，希望惠及更多的市民。第二是與各種傳媒（報刊、雜誌、電視和電
台），宣傳精神健康教育和知識，更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以普及市民對精
神病有正確的認識。

    總的來說，本會的角色遍及香港精神健康各個層面，並為了團結所有持份者的力量，擔當上
聯絡人和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於是倡導成立了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招集各方賢達，共謀
良策。議會成立以來，有定期的例會，並以小組形式，籌辦各種本地活動。

    在國際方面，本會曾經邀請澳洲和紐西蘭的精神醫學院院長，訪問香港和主持學術講座，當
時的衛生福利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亦有出席作主禮嘉賓。接續本會又透過視像會議和加拿大精
神健康公署負責人，深入討論交流雙方同樣關心的問題，獲益良多。

    2016年立法會進行改選，有關的「功能組別」，即醫學、衛生及社福界的參選人，悉數參加
本會所舉辦的「選舉擂臺陣」。

    本會一直認為香港精神健康服務存在「四不（不足、不均、不準和不全） 一無（沒有統籌全
局的機構）」的弊病，所以在政府未有決定成立類似的官署（公署或委員會）之前，嘗試籌辦民
間的志願組織，暫時代行應有的工作，希望最終能夠拋磚引玉。基於資源的限制，本會目前只能
集中在拓展教育和宣傳兩方面，例如：製作了一齣名為《思覺危情》的微電影，並在多個場合公
映，藉此推廣市民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和認識，進而消除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標籤」
和「污名化」。

    政府在今年正式公開2011至2014年的《精神健康普查報告》，接著又發表「精神健康檢討委
員會」的建議，本會就上述兩份官方文件，在各大傳媒，適時作出有建設性的回響。

    上述只是本會其中一部分的活動，其他次要的事情繁多，未克全錄。總言之，本會所有的工
作，都是針對提升市民對精神健康的重視、認識和了解；聯絡社會各界，推行各類型相關的宣傳活
動；敦促政府當局，優化政策，善用資源，提昇我們的服務水準，能夠盡快和各先進國家並駕齊
驅。

    最後，本人謹代表本會向各位會員、支持者和機構，對大家這兩年來的努力工作衷心致意，
多謝同寅的積極參與和熱情鼓勵。

    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主席報告

陳仲謀醫生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2017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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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摘 要
敝會日常在本地為市民組織有關預防和教育活動外，我們還在亞太地區包括中國、澳洲、

紐西蘭、馬來西亞、澳門和台灣等地區為香港建立精神健康交流平台，從而促進互動專業交

流及推廣、教育等工作。

顧問陳佳鼐榮譽臨床教授聯同新生精神康復會行政總裁游
秀慧女士，擔任台灣社區精神醫學會議主講嘉賓

陳仲謀醫生擔任澳門香港護理主講嘉賓

義
務
秘
書
長
支
持
香
港
精
神
健
康

康
復
者
聯
盟
慈
善
首
映
禮

義務秘書長支持善導會「我哋元來有聲有戲」總
結演出 —《靈 ‧ 聽》

精神健康促進盃足球比賽

參
與
「
運
動
是
良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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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活
動
、

精
神
健
康
促
進
盃
足
球
比
賽

2016-2017bi-annual report.indd   6 17年12月8日   上午8:05



7

2016-2017
孢子行動計劃

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評論《精神健康檢討
委員會檢討報告》

網上製作有關
防止年輕人自
殺的教育講座

港台《啟情村》13 集電台節目

《思覺危情》帶來驚喜
這兩年最令敝會欣慰是得到楊森大藥廠贊助，我們透過精神健康微電影拍攝計劃，能成功於

2017 年 2 月 19 日推出比預期更驚喜的《思覺危情》微電影首映禮。當日主禮 / 特別嘉賓和現場觀

眾及其後的傳媒報導都是一致好評，而兩日公共YouTube的觀看次數竟達3,000

次。敝會更感高興的是有關團體包括學校和醫院主動聯絡我們安排播放事宜。

我們在此再感謝精神健康微電影評審委員會勞心勞力的工作，及有關團體和義

工的支持！在這裡希望大家可携手讓精神病康復人士和照顧者「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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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神健康議會（議會）工作
    敝會過往兩年，繼續支持議會成員和支持機構倡導政府

檢討「精神健康政策」，和設立「精神健康公署」。在這裡

回顧大家所付出的辛勞，大家有什麼反思有關政府的精神健

康檢討委員會於 2017 年中旬發

佈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書？

2016 年 5 月 13 日精神健康論壇：改善精神健康政策「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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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27 日選舉擂台陣－為精神健康政策吶喊！

    議會成員不懼困難，早於 2013 年透過不同

形式的研討會、活動和信息發佈，目的是集合各

持份者之觀點和意見，無分官或民携手改善香港

精神健康政策。誠然，不少有關制訂精神健康政

策及服務的官員經常出席議會相關活動，但是否

聽出香港正急切需要一套高瞻遠矚的精神健康政

策，讓香港成為優質的精神健康城市？

    若大家希望重溫議會的工作，可以登入議會

網頁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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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七月一日回歸祖國懷抱的日子，今年和以往幾年有些分別是：香港脫離殖民地時代，已足

足二十年。

香港特區在這段日子中，經歷了很多轉變，某些地方有進步、退步或原地踏步。筆者認為本地

的精神健康服務，在這二十年來，有進有退，不能一概而論，而要以客觀的數據，和市民主觀的感覺，

去評價個中的得失。

香港在九七年前，精神健康服務的最大轉變，是由於九零年醫院管理局代替了醫務衛生署的職

能。之前，全港的精神健康服務，由一位「總顧問醫生」統籌；之後，醫管局將之一分為七，分別

由七個聯網的「顧問醫生」負責。前後的分別相當大，例如：在人手和資源分配上的統一與分歧。

最初，還有一些較資深的醫生，可以左右大局，協調「七國」的分歧；後來就無人有能力去疏通七

個聯網「各自為政」的形勢。

九七年時，註冊的精神科專科醫生，總計是 114 人；二十年後的今天，增加到 385 人。這個增

長率看來不算少，達三倍有多，但部分市民認為有關的服務，反而是「今不勝昔」。究竟我們的精

神健康服務，出現了什麼問題？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精神科專科醫生的人數，遠遠落後於世界衛生組織定下 1:10,000 的

標準，遑論與一些先進國家看齊（美國和澳洲是 1:8,000，英國是 1:12,000）。在這二十年間，本地

的人口增長並不多於三倍，但港人對精神健康服務的要求，基於種種的原因，有不錯的進步。現在

香港 1:20,000 多的「可憐比例」，當然不能滿足大部分人的期望。

「世衛」在公元二千年，宣稱二十年後，抑鬱症將會成為全球人類的「第二號殺手」，如果加

上其他種類的精神病，精神健康服務便成為最棘手的醫療問題。「世衛」和著名的醫學期刊《刺針》

不約而同地說："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精神不健康，其他方面的健康也無從說起了。）

很明顯，近二十年來，港人對精神病的認識與日俱增，患病而願意主動求診者，有大幅增加的

趨勢，大批「隱蔽病人」浮面，但醫生的增長率，卻未能配合社會的需要。

筆者在不同場合，曾經多次提出香港精神健康服務「四不一無」的弊病。所謂「四不」就是：「不

足、不均、不全和不準」；而「一無」則是沒有一個有權力的組織去統籌全局。

「不足」是指專業人員嚴重短缺，除醫生外，精神科護士（比例上少澳洲一半）、個案經理（多

由職業治療師和社康護士擔任，以跟進嚴重的病人個案，澳洲是 1:20，而香港是 1:50 至 80）及臨

床心理學家，都追不上世界先進的標準。香港國民平均生產值，稍為落後於澳洲（排名低四位），

可是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財政比例，卻只及彼邦的三成左右，所以在服務的軟件和硬件上，都不能

符合市民的願望。

香港精神健康服務二十年回顧 
陳仲謀醫生 

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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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是指七個聯網的服務水準不一，因為七個主管在藥物運用、人力操作和其他資源調配

上，各自有一套不同的計劃。如此這般，甲區和乙區精神有問題的病人的輪候診症時間，就出現很

大的差異。上述服務的不均，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不準」是指整個服務的資源，絕大部分用於治療（住院和門診），小部分資助「非政府組織」

營運病人復康工作（中途宿舍和職業訓練），而只有微不足道的部分，投放在教育和宣傳方面。「預

防勝於治療」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雖然衛生署最近在傳媒做了若干推廣工作，但其力道和可持續性，

則有不足之感，對消除大眾對精神病人的歧視、標籤和污名化的作用，似乎不大。

「不全」是指精神健康服務，是需要一支專業團隊的通力合作，才可以有功效，就如足球比賽，

前鋒攻擊力非常銳利，射入很多球得分，但後衛防守差勁，屢屢失球，最終還是得不償失。醫生、

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醫治了病人，但病人還要經過一段漫長的復康過程，才能重新投入社會。上述

的過程包括：長期的心理輔導、經濟支援、技能培訓和房屋恩恤，才能使他們完全融入社會。這些

工作，涉及多個政府部門，例如：社會福利處、房屋處和教育局，當中還會觸及警務處和律政司，

因為精神病人是「弱勢社群」，當遇上法律訴訟時，容易遭受不公平的等待。如果要理順這些問題，

成立一個有權有責的機構，去統籌政府各部門的相關工作，才不會事倍功半。回望香港精神健康服

務的歷史，這個機構，始終還是一個「理想國」。不過，這個「理想國」早已在澳洲和其他先進國家，

先後出現，而且行之有效。別人成功例子珠玉在前，為什麽我們不去學習效法？

「一無」是指別人的「理想國」，到目前仍然是我們的「空中樓閣」！

「理想國」當然未必能一蹴而就，但成立一個類似的機構或委員會，一方面可以消除某些人的

「政治疑慮」；另一方面又可以部分解決精神健康服務「政出多門」的流弊，為政者又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一無」不再，「不均」的不公平行政落差，立時會消失；「不準」這個環節或會立即紓緩，

因為教育和預防疾病的成本，遠遠低於治療的費用；「不全」可以部分解決，因為各有關的政府部門，

都要派代表出席會議，這樣相信比現在各不相屬的情況，效率會較為理想。

回顧過去的目的，是要展望將來，我們所有持份者都希望，香港精神健康服務有健康的發展藍

圖，能按部就班確立短、中和長期的計劃，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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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 機構：推動精神健康政策聯席代表彭鴻昌先生
               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主席周萬長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召集人游秀慧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溫成顯先生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代表吳宏增先生

               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院院長楊建强先生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陳仲謀醫生

光陰似箭，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即將二十年，香港精神健康服務，是到了需要檢討和回顧的時

候，希望總結過去，展望將來。

筆者曾多次指出精神健康服務，和其他服務不同，是因為它有與眾不同的特殊性質。世界衛生

組織和英國著名的醫學期刊《刺針》，同樣確定精神健康服務的高度重要性，而異口同聲說：「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如果沒有精神健康，其他健康也談不上了），是由於它包括社會多

個層面：個人、感情、家庭、婚姻、工作、教育和政治等…所以，世界各地，當然包括香港在內，

都需要以一支跨界別的專業團隊，去應付這個日趨嚴重的問題。因此，精神健康服務的持份者，比

其他健康服務的人員，在種類上多。

除了精神科醫生外，所有相關的持份者的意見，都相當重要。筆者很高興邀得多位專業人士及

持份者，分別對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發表不同的建議，最後作出總結和歸納，公諸同好。

第一是康復者的意見（推動精神健康政策聯席代表彭鴻昌先生）：
特區政府自九七年成立後這二十年間，公立精神科服務需求一直上升。公立醫院精神科新症由

2001/02 年度，每年不足 24,000 宗上升至超過 35,000 宗；求診人次亦由同期約 50 萬人次，升至

84 萬人次。兩項數據增幅分別是 45%及 68%。另外，精神科病人數目由 2004/05 年度約 12.6 萬人

上升至今年約 24 萬人，升幅更接近一倍。

需求雖然上升，但人手增長卻相對落後。由 2001/02 年度至今，在公立精神科工作的醫生由

230 人增加至今的 356 人，增幅近 55%，少於同期精神科病人數目的五成增幅。正因人手短缺，病

人增多，新症輪候時間的中位數，由以往3星期延至10星期；而其他的輪候時間更由過去的52星期，

延至 90 星期。

除人手資源不足外，服務模式亦未能應付康復人士的需要。最近推行的「個案復康支援計劃」，

因服務設計及人手規劃，效用成疑。如要改善情況，必須增加人手，及由現時服務患有精神分裂

症、躁鬱症等病友，擴展至其他較「輕性」的精神病類別。另外，外國經驗顯示，朋輩支援（peer 

support specialist）更能協助康復人士，日後應更著力加強這方面的服務發展。

香港精神健康服務二十年
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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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主席周萬長先生的意見：
回顧 20 年前，家屬都只能生活在惶恐之中，因他們對精神病並不認識，不懂如何照顧及幫助病

患者，社區又沒有任何的支援，社會的歧視亦十分嚴重；直至一些自助組織的成立（如家連家），

才能提供有限度的幫忙給予家屬，可知當時政府對家屬的需求並不重視！

近幾年政府開始關注家屬的訴求，也認同家屬在病患者康復過程中，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故

於2016政府為家屬支援行出了第一步，於每間ICCMW增設一名社工專責提供服務，不過也只是「杯

水車薪」而已。

第三是香港復康聯會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會）屬下「精神病患者
服務網絡」召集人游秀慧的意見：
1. 精神健康政策的長遠規劃－期望政府訂定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包括評估現時及未來對服務的需

求及人力資源狀況，從而進行短、中及長期規劃，訂定發展策略及具體的政策目標，促進跨局、跨

專業的協作及資源分配，並作出定期檢討和報告。

2. 精神健康政策和服務應包括更多的檢視範圍－需繼續探討分年齡層來提供專門服務，如長者及青

少年抑鬱症及自殺問題、康復者老齡化、主流服務與精神康復服務的協作及持續支援、社福界及精

神病康復者自助組織的角色及功能等。

3. 常設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及加強服務使用者的參與－歡迎報告建議成立諮詢委員會作為協作平台，監察落

實報告的建議。期望諮詢委員會加強醫社合作，全面檢視促進康復者融入社會的政策，包括經濟、教育、

就業、住屋及社區參與等：並邀請更多精神病康復者及家屬代表作為成員，安排定期諮詢以加強參與。

＊ 「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由 20 個精神復康機構和精神復康者自助組織組成，
      一直密切跟進與精神復康服務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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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香港職業治療學會就〈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執行委員會委員溫
成顯先生）提交以下意見：
建議由司長級官員統領，促進跨各局及部門，與服務提供者並有關持份者的合作，在每區建立一

支心理健康推廣隊伍，提供針對性及具策略的推廣計劃。

建議要縮減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新症輪候的時間，提供及早介入。面對醫護人手不足，服

務模式可由專職醫療人員，如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等，提供及早評估，治療及個案管理，

較嚴重者可再轉介精神科醫生跟進。 

建議加强以復元為本的精神康復服務，不但增聘朋輩支援工作員，也開設照顧者支援工作員職位；透

過訂立有關政策，為患較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及就業的支援服務，以促進他們早日融入社會。

本會認為以上之建議，需有長遠精神健康政策及服務計劃的配合；建議成立精神健康局，直屬司

長，並擁有獨立財政及行政體制，以訂立有關精神健康政策，並服務之優先次序及資源分配。

第五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吳宏增先生的意見：
自香港回歸，精神健康服務逐步走向社區。然而，政府在精神健康所投放的資源，主要仍集中在

治療的層面，預防及康復則相形見絀。政府既沒有一套整全方案，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有精

神事故，就成立什麼委員會，提出一些局部方案，而其他極需要回應的問題，卻沒好好顧及。近年醫

療體系中，亦開始拓展各類的社區照顧，但這方面明顯與社福服務重疊，既產生協調問題，亦造成浪費。

相反，家庭支援，康復者自助組織的輔助，卻仍然被忽視。香港人的生活壓力，不快樂指數名列世界

前茅。所以，香港極需要一套整全的精神健康政策，一方面為有精神困擾的市民提供協助；另一方面

協調及規劃教育、預防、識別、照顧和支援康復等服務，使本地社會的精神健康能得到整體提升。

第六是一個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院院長楊建强先生的意見：
回顧 20 年的香港精神科服務，不能不提的是青山醫院的重建。青山醫院是香港精神科服務的地

標，重建後的病房，擠迫情況改善了，這標誌著香港精神科服務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這些改善，固然是與新的服務及發展、資源分配及重整、醫護人員的努力有關。但回顧廿載，精

神科的規劃總是零零碎碎，沒有一套整全的政策去支持。大部分是因應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及悲劇

出現後的反應！現時的情況，我們可以維持多久？

現時新的服務，如思覺失調診所、個案經理服務和防止老人自殺診所，都會由資深的同事擔任拓

展的工作，但其實他們大都是邊學邊做；而原有的服務，空缺多是由新的畢業生填補。這樣缺乏準

備的擴展，無論新舊同事都肩負着沉重的壓力。

改善了病房的擠迫，卻又帶來另一些問題：社康護士照顧的病人多了，市民對社區服務的要求高

了，門診部及日間醫院的病人也倍增了，服務形式也轉變了，留院病人的時間縮短了，需要緊急處

理的病人增加了，但是預計護士的人手編制仍然參考回歸前的指標！

無論是醫院或是社區服務，如果單靠資源調配和重整，而缺乏一個長遠的政策來配合，今天的所

謂改變，便不能維持下去！我們需要一個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來推動和促進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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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伯仲之間」變「相形見絀」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香港精神健康服務，作為精神科醫生的筆者，分別有客觀和主觀的鑒察。首

先在客觀方面，當然要有數據去說明。九七年時，香港註冊的精神科專科醫生共 114 位，其中大約

30 位是私人執業，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現在，同業的人數多達 385 人，當中 130 位私人行醫，佔

總人數約三分之一。公私營醫生的進一步不平衡，原因複雜。不過，大概是基於近年精神病患者數

目急升，市場有一定增長的份額（供求問題）；同時，公營醫療機構的工作量，有增無減，使部分

醫生意興闌珊，希望向外發展，不但可以自由支配個人時間，更能實踐自己行醫用藥的風格，故萌

生去志。本人相信由近年由四分之一擴展至三分之一（即相差約十分之一）的比例，會進一步擴大，

使公私營醫生的失衡繼續惡化。

話得說回頭，二十年來醫生的人手，雖然增加了三倍有多，但仍然不及世衛標準的一半（世衛

標準是1:10,000，而香港精神科專科醫生和人口的比例是1:20,000多）。上述的數據顯示醫生不足、

公家和私營的人手失衡和其他衍生問題。

其次，筆者觀察到香港人的精神狀態，有每下愈況的趨勢。反映港人精神狀態的「開心指數」，

有升有跌，但總的來說是向下滑，由二十年前的中游位置，沉淪到下游。這實實在在證明，市民的

精神健康出現了問題，需要我們同心協力，在醫療服務、健康教育和康復支援上，努力追趕世界水準，

應付現代化社會的需要。

九七年前後，澳洲的精神健康服務，和香港相差不遠，甚或在伯仲之間。

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澳洲在這方面的水準，大幅進步，在某些環節上已經超越美國，成為

世界第一。反觀香港，進步是有的，但和別國相比，則相形見絀。香港自稱是「亞洲的世界城市」，

我們在各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但為什麼精神健康服務，會遠遠落後呢？因為香港用於精神健康服

務的財政，在比例上只及澳洲的三分至四分之一間。這是全港七百多萬人，都應該深思熟慮的！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防患未然，永遠是對的。

相信二零零三年，「沙士襲港」，近三百人喪命的慘事，各位記憶猶新。筆者和大部分市民一樣，

對這件「醫療事故」，歷歷在目。回想當年香港人的精神和情緒陷入低谷，市面一片蕭條，猶如死城，

很多人寧願呆在家裡，對前途十分迷惘。當時香港醫學會委任筆者為「精神健康聯絡人」，去倡導「疫

後心靈重建計劃」，以協助市民重拾信心，增強管理情緒的能力。筆者曾出席很多論壇和講座，並

在每周其中一個下午，到新城電台主持一個名為「香港强心針」的節目，當中還要選播一首「勵志

歌曲」，歷時約半年，總共二十多輯。適逢際會，筆者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有

心人」，組織了「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宗旨在於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促進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筆者近幾年擔任「香港精神健康議會」的召集人，集思廣益，從大局作為
着眼點，在各大傳媒中，多次指出本地精神健康服務「四不一無」的弊病，
並建議具體的解決方案。現在不厭其煩，簡單扼要再說明這「四字真言」：

一是「不足」：精神科專科醫生不足是不爭的事實，人人皆知，但其不足情況（相比於其他先進

國家）的嚴重，卻不為大部分市民所認識，特別得不到有關當局們認同。香港的精神科註冊護士，

在比例上少於澳洲一半以上，但政府最近發表的〈醫療人員人力檢討報告〉，卻預計有關的護士，

將會出現過剩。無他，政府的人力數據，仍然維持在回歸前標準，才計出上述「離地」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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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均」：醫院管理局轄下的七個聯網的主管，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重點，各有不同的主張。

所以，兩個病人患上同一種精神病，在甲區的輪候時間可能不用三個月，但乙區的「同路人」或者

要苦苦等候超過一年。

三是「不準」：醫管局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絕大部分用於治療（門診和住院），小部分用

於病人康復（中途宿舍、庇護工場、職業訓練和長期療養院），而只有極少部分用於預防和教育。

相信無人會反對「預防勝於治療」這句至理名言，如果專業人士能及早介入患者的病況，醫療效果

和相關的成本，一定會分別大大提升和降低；而病人及其家屬所承受的痛苦和壓力，也必然減少。

簡言之，適當地調動資源去針對疾病的源頭，才會事半功倍。防微杜漸，當然遠勝於臨渴掘井。

四是「不全」：指精神健康服務，首先需要有一支多元化的專業團隊的緊密合作，然後是社會的

各個範疇，都要提供相應的康復療程，例如：心理輔導、職業訓練、財政補貼、法律援助和的房屋

優惠。凡此種種，都是現在有關的政府部門，在各自為政下，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食衛局之下是醫

管局，接續再細分為七個聯網，在功能方面，只能做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見招拆招的臨時

性工作。至於要制訂長治久安的政策，一定要效法別人成功的經驗。

最後是「一無」：要理順上述的「四不」，就一定要成立一個能綜合統籌全局的法定機構，管理

全港的精神健康服務。這樣的組織早已在各先進國家（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美國）運作，而且

行之有效。

我們所有持份者都希望為政者，再不要閉門造車，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香港繼

續迷途而不知返，本地精神健康服務的水準非但比先進地區，為之望塵莫及；還會遠遠落後於亞洲

其他「三小龍」，淪為「發展中地區」。

特首林鄭月娥增撥五十億元作為經常性的教育經費，港人無不額手稱慶。其實，筆者個人認為 :

「No Good Education without Sound Mental Health」（沒有好的精神健康，就沒有好的教育）。

近來青少年的精神和情緒，都出了亂子，社會動盪，未必完全由於樓價颷升。還有，為政者是否知

道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事實：最多向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的專業人士，是前線各級的教師。

希望新一屆政府要看重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實事求是，和民間力量積極配合，締造一個精神

健康的「東方之珠」，讓所有人都可以安居樂業，展現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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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制訂精神健康政策的反思

精神健康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人類生活的目的，也是基本的人權。十年前英國的針刺醫學雜誌

刊登了「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的研究報告（1），震撼全世界。也就是說，有了精神健康，每

個人才能過一個快樂幸福的生活，非但知道如何預防身體或心理精神疾病；即使有疾病，也能夠面

對現實，借助於專業人士，以克服疾病的障礙。這麽說來，制訂精神健康政策，首先要使普羅大眾

了解預防醫學的重要性，並能實踐力行，這就有賴於社區醫療教育，須要由政府主導、專業學術界

人士參與，以及普羅大眾的合作。其次就要有一套完善的醫療政策，使普羅大眾能身受健全之預防、

醫療及康復服務，這就全靠關心人民健康的政府，為人民制訂並落實這些政策。

但是，根據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情報單位於 2016 年之調查報告（1），在 15 個亞

太國家或地區中，香港之精神健康總指數只有65.8 分。確實勝過馬來西亞（54.1）、中國（45.5）、

泰國（44.6）、印度（29.4）、菲律賓（25.5）、越南（20.6）、印尼（16.7）和巴基斯坦（12.8），

但卻屈居於日本（67.4）、南韓（75.9）、新加坡（76.4）、臺灣（80.1）、澳洲（92.2）和紐西蘭（94.7）

之下。此指數之計算來自四個領域，即環境因素、服務通道因素、康復機會因素與社會處理因素等。

可見香港人民之精神健康問題，亟需改善，迎頭趕上，才有資格自誇是先進的國際城市。

在香港，有27跨專業包括間服復元人士和家屬組織等機構於2012年合作成立了香港精神健康議

會，主要的目的在於敦促香港政府發展長遠而有貫徹性之精神健康政策，認真徹底規劃人力及資源分

配，推廣精神健康之正向態度，並建議政府設立「精神健康公署（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

際此大家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我希望藉此鼓勵大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努力在香港

建設一個精神更健康、社會更融合的國際都會。

1.Prince M et al.（2007）.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Lancet, 370: 859-877.

2. The Intelligence Unit, the Economist（2016）. Mental Health and Integration. Provision for supporting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A comparison of 15 Asia Pacific countries. The Economist, London.  

陳佳鼐榮譽臨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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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這份年報，

仍未看到香港有一份全民精神健康政策及一個統籌的公署，

這令推行精神健康服務將會是舉步維艱，

迷失方向！

我們深信廣大市民、相關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

都不願意見到香港的精神健康理念仍落後於其他大部分先進國家，

解決精神病病患者衍生的悲劇的方法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其實，

若大家有興趣閱覽世界衛生組織的網頁，

所有有關制訂精神健康政策的資料齊備，

究竟香港政府擔心的是什麼！？

攝影 / Kati M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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