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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糠浙江省 (shi,QC,Zhang,JM,&Xu,Fz,2005)和 河北省(LⅡ K Q.C“
,

z &CuⅡ LJ 2007)最 近的流行病擎调查皓 果推箅 9中 国大隆15蒇 以上精神

疾病的德患病率约 15%;根糠 更早的七省市流调锆果(zha∏g, WX, shcn,
YC &Li sR、 1998)推 算 9大 睦宥董性精神疾病患者1600篙 人 9受到情锗

障皈和行芍罔趣困攮的17箴 以下免童和青少年约3000蓠 人 ·因此各娘精神疾

病 至 少 在 一 镱 人 以 上 9而 且 整 嫒 上 治 瘵 率 辍 低 (PhiⅢ ps M R,zhang、 JX,&

Sh⒈ QC,2009)· 徙精神笱生服旃夤源上看 9每蓠人口臃有精神科住院床征

143强 9每 lO篱 人口臃有精神科翳钸 126人 9精神科黢±240人 ·可昆 9中

◇       国大隆精神 l,T生 服璐需求典服碜菅源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 ·

嗣键字 :中 国精神衙生 Poi题 封策

以下兢中国大隆的精神衙生服璐 中出琨的  的公共衙生榴耩 9要 /:i喝 於傅统的艘睨
“

主要罔题和封策 9提 出以下分析和建畿 ·  徊艘性
Ⅱ
治瘠的醢床罾瘵拽耩 ·基本上邋

朱诩1出 迨棰
“二遘一

”
式的艘制挨逼 ·

l封精神衙生性曾的钮锇
因此 9要 封精神衔生的性箕有-徊正碓的
懿锇 9首 先亟待有一徊基本制度彀岢 9瘾

在 中圆大隆 9精 神衙生畏期以来一直届於
在馨瘵槭耩 中设置精神衙生的辱戢公共衙醢床馨潦鲍畴 9直 势I2009国 家媾精神锸生
生人具编制 9比如癀束 `湖 北都有瘸似的

服旃纳人基本公共衔生服转辜案 9才 真正
做法 ·霄躜楚明 9将 精神偷生的醢床篱瘠

艘琨 了其公共衙生赝性 ·但在精神衙生攮
蜃性典其公共衙生羼性迨行有檎融合 ·更

耩的性筻定位上仍朱形成共锇 勺大部分地 利於统合菁源 ,更好地阙展精神衙生工作
方政府槭耩管理部罔仍锶荔 9精神衙生栈   ,也 更有利於精神偷生人具自身服旃能力
横愿该要廖蜃於傅铣的艘琨

¨
群锹性

”
干馥  的提高和人才喙伍的焙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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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的贱青

2004年 9国 旃院就要求建立“政府锒等 `

部罔合作 `社 畲蓼舆
”
的精神衔生工作椴

制 9但 畸至今 日 9大部分地方政府部罔固
的掳调糌制遇不健全 9甚 至在不少地方退
有名椠簧 ‘社匡精神衙生服捞鲫路覆盍面

狄小 9而 且功能翠一 9速不能满足国家基
本公共衔生服携 中精神衙生服旃暮案提出

的基本要求 白根糠 目前的服磅夤源琨状 9

依靠缺乏或相封缺乏基本精神衙生知哉的

基撸全科鼍生承檐起基本精神 lsI生 服旃 9

封铯大多敏地匡是不琨臂的 9磕 管在北京
上海 `癀 柬等地已务照澳”W的 精神衙生

摸式逛行 了多年的拭黠和推癀 ·况且在较
荔凳连的法圄 ,基本精神衙生服旃的提供
仍是以腈神率科糗耩扁主的 ·可以顸浏 9

要使大隆的精神镛生服旃主要由全科馨生
承檐起柬 9遘 有很畏的路要走 ·

因此 9目 前愿根摅琨有的社匡服璐格局 9

整合包括精神循生辜荑人橐 `社 匡馨镬人

蠹 患者家属 `社 逼服携人具 `民 警等在
内的社匡服搿琢伍 尤其愿抓住团家目前
强碉加强社舍工作管理的契拽 9凳展社舍
工作者教育 9整合 `拥 勤社畲董源 9加 强

封戏辚 民政等相 f.ll社 匠工作人具的精神
衔生知谶和能力的培钏 9磕怏建立精神衔
生社畲工作者陈伍 9逐 步健全精神衙生多
功能工作圃喙 (至 於精神镛生皲荼治瘠 gT,

啄伍的建钦可能邃需要更畏的畴圃 )· 铿

遇近箴年的探索 ,耩建以精神尊科警院荔
主尊 `以 综合鼍院扁鞴助 `以 社匡蔚依能

的精神锸生服旃髅糸 9可 能是大隆绝大部
分地逼在以後相菅畏畸 f。l内 瘾铉抹用的耆
用模式 ·

在欠镫造地匡 9仍然存在精神病患者的治

潦和康後绠聋保障 F。R题 9鹰 追一步降低甚
至撤销镢销的罔栋 9筝取做到免聋治瘰 ·

徙根本上解决遣一社畲最弱势群艘的
¨
看

病青
”
罔题 ·

政 府遘鹰提供 多檬 化 的康後 形 式和彀
施 9如 固Fol翳 院 9庇簧工瘢 9中 途宿舍 ·

家渴夤源中心等 ·癔骚撺中鼙傅铣文化傻

势 9充 分嗣勤 家庭 夤源 `癀 泛阙展精神衙

生家庭干豫 ·推癀精神康馒的新理念 9董

祝早期精神康馊和早期干候 9强 化全程康

徨 9努 力寅琨
“
症 而不病 9病 而不残 9残

而不障
¨·鐾於人 多地 匡仍 是以重性精神

疾病防治旄圭 9瘾精棰推勤凳连地 匡将精

神衙生服旃延伸至抑 鹭 `焦 虑等腈神障姣

及其它心理 罔题的服耪 9逐 步改缝重冶轾

防的局 面 ·

愿 董祝精神病人菅瓠管理 中的保 密 F·i题 9

棍箢社 匡精神衙生服耪工作猊裎 9注 重人

性化服磅方式 9倮镬好病人隐私 9途 免造

成靳的歧祝 ·杜铯封 少数精神病 人肇事肇

稿事件的迥度渲 染 °同崎要建立健 全拽密

的相 黼悠戒法挽 ·

3综合 薯院的精神 lsI生 服硌

在就诊的精神障礅 患者 中 9大邬 分首先暹

撑综合馨院就诊 9而 大部分鲸合鍪院 。P缺

乏糖神衙 生服捞 夤源 9国 此普遏 的漏诊和

噪诊便成南必然 ·另一万面 9精神痛 人的

耻威和歧祝琨 象是骓 以一畸消除甚至减弱

的 (况且卧威和歧祝的消除也芷非媳是舆

社 畲的镫展水筚都是正相 Fdll的 )9因 此 ,

我们必缜正棍和接受迨一琬簧 9癔在 患者

更 易接 受的综合馨院彀立更多的腈神衙 生

服旃 夤源 9包括增加人 蠹和末位 9芷作篇
三级 甲等薯院抨鑫棵革的必要徐件 ·同畸

逐步解洪人哇畏期存在的精神病 人住院床

位不足的罔韪 ·同畸 ,庵健全腈神科察科

甓缔培刳制度 9提 高精神科 馨鲚的整艘醢

床水筚和能力 9使精神幕科 署El回 鲚芏流

警掌滕伍 ·

犭 精神衙 生的政 策研 究

目前封精神衙生服旃和政 策的比较研 筅非

常有限 9追也 直接影譬 了精神衙生政 策的

制苛 ·飑深人研 宪澳洲的馨院一社 匡一艘

化遵镘服旖模式 法囡的
“
分逼把

”
模 式

9以及低 青源园家的泰 国模 式 ,探 索尊科

翳Bf舆 全科翳绗的工作 +d,调榴制 9尤 其有

黼社 匡精神衙生人力黄源需未和精神锸 生

服搿技 ilT流程的研 究 9局制钉社 逼精神衙

生服旃的癀泛覆盍政 策提供科擎依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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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镧慷和社畲缝革 P:l不 必然是羝法接合
的 ,若社含正羲被我们祝篇醢本社工核心

信念之一
9我们兢孩思考如何在傅锍醢床

氛固舆徊人 `家庭 `圈 镬服旃输送中 ,增

加社畲正莪的兢黜且窭践之 9而增榷取向
〈empowerme lt approach)的 簧礅即是一捆
可能 ·

台潸心理衔生社禽工作孥禽於九十五年暑
期窭霄R,l始 ,蓄弑胳增榷取向邃用至精神
翳瘵社畲工作大三暑期黄罾中 9我们邀薷
膦合赏臂槭耩狸北匡八家精神鳘瘵院所及

精神社匡馊健槭樵社畲工作人晨寥舆 9纽

成工作小缸 9透通相互筻疑及多吹的激烈

辩蓊 9研嘏 出精神饔瘠社畲工作肇生增摧
取向黉罾的寥考架耩 9正於蕾年暑期赁罾9

◇0

徙2005年 起 9圄 家不断增加精神衢生铿费
9拓展服锛内容 ;《 中莘人民共和圆精神

锸生法》也出耋在即 ·可 JX桀鞔地豫浏 9

在一糸列精神衙生服旃法琨逐步完善之後
,大 隆的精神镄生服旃覆簋面和服旃水犟

及服貉能力必牌得到蜃史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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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獾取向建耩精神瞥瘵社畲工作赏鬻方案

莴心蕊 懿依君

台潸心理街生社畲工作荸食

摘要

本文藉描逋遇去数十年精神鍪瘵社含工作窭霄重祝教车寅雹生社畲工作乏功能性

自色乏屦臾 ,以透祝科技理性典笾乏警瘠模式-葸拥技桁钔嫌的治瘠典筢 ,封辱
荣知谶造成影擎 9形成喈镢性宰制 9故台湾心理衔生社畲工作孥含乏贫署工作小
镢 ,针野此状况 9企囵透通增摧取向之赁署箕黢方案 9於僵化的鐾瘵髂制中 9社

工晨 (督 苷)`赏 智生及舆精神疾病律存者三者乏 fos能 瞪展出平等的夥伴田像 9

以簧躐社工尊重人性 `公平 `正羲的赝值鞔 。此遇程揉取行勤研宪法 9於行勤中
反映社工贫署的精神 `目 的 `核心能力 ;各粳榷力屡追 F,,9你 及争罔 `寄 絮界限

等 ,芷探封葑贾罾生 `督 莩 `精神翳瘵和社工教育艘制造成的衙攀 `影辔 ,及野

耒来瞪展做出建锇 ·

sll键词 :精神警瘵社畲工作赏臂 `增榷取向 `行勤研究

壹 `前言

精神翳瘵糨耩社畲工作擎生全省璐合赏署
制度已黄拖十铩年 9自 後琨代理镛逄人社
工镭域後 `梭祝簧罾制度 9獠琨精神社工

仍多抹用馨瘵椟式 (medic钔 modd)9易 造
成偏向於以病魑的 `Poi题 的 `失功能的 `

缺陷的 `断 裂的 `片 段的鞔鼬 9教 育睾生
看待舆封符精神病人l及

家屡 ,造成尊家取
向 `忽略病人及家屡勒力 `棍其蔚治瘵之

客髅 9人性湖慷嗯而鞲旯 9舆社舍工作封
人性和社畲正羲燮焦黠 sll慷 的基本理念背
雒 。

路然糖神社工殛史赉展上锔限於狭隘的心

理冶瘵及料拔理性的鍪熔典筢中 9但 9徊

I 苯义祝夂中哌烙1.病 人 |lL裔砭网者和律存者文互使用

本文遢瓿 :蓠 心蕊,台 潸心理衡生社争工作擎食,105台 北市松山逼、八德路4段∞4虢2搔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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