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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健」朋輩支援計劃－本土經驗及
觀察
「思健」朋輩支援計劃開創香港精神康
復服務新一頁。四間志願服務機構聯
合提倡推行復元為本的社區精神康復服
務；培訓復元人士成為朋輩支援工作
員，以過來人經驗，推動其他服務使用
者踏上復元之路。首批受訓的朋輩支援
工作員已準備開展他們前所未有的工作
旅程。他們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其
他人面前展示朋輩支援工作員的獨特性
及精神康復服務的存在價值。精神康復
服務機構的挑戰是：如何以維新變革去
迎接朋輩支援工作員作為工作團隊的一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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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衞生會
摘要

攝影治療在西方國家發展由來已久，然而在香港運用攝影作為協
助精神病患者的一種治療工具，仍屬嶄新嘗試。香港心理衞生會
訓練及就業服務中心（新界）與沙田醫院職業治療部於2012年1
至7月舉辦「想說．相說」攝影治療小組，以探討攝影治療在精
神康復服務的適用性和治療成效，同時累積在本港應用攝影治療
作為治療工具的實務經驗。共30位精神病患者參與攝影治療小
組，在三次治療小組完結後，組員被邀請參與半結構式面談及聚
焦小組。從參加者的回應顯示，攝影治療小組有助提升組員的自
我效能感和改善個人精神狀況。建議在本港持續應用攝影治療以
累積實務經驗，並進行廣泛性研究工作，以實證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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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攝影治療、精神病、自我效能感
1. 前言
香港心理衞生會轄下訓練及就業服務
中心（新界）自2010年8月開始，為精神
病患者舉辦為期三年的「想說‧相說」攝
影學堂，以數碼攝影為培訓核心，以強項
為本 (strength-based) 為計劃理念，通過舉
辦一系列數碼攝影培訓及社區攝影活動，
提升參加者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動機及
知識，並鼓勵他們透過相片表達所思所
感，同時建立公眾人士對精神病患者的正
面認識，促進社區共融。
工作員在推行數碼攝影培訓期間，得
知西方國家早於五十年前已應用攝影作為
心理治療介入工具，並廣泛地應用在不同
弱勢社群，甚至運用攝影治療進行社會政
策倡導工作 (Goodhart, et al, 2006)。在香港

應用攝影治療仍屬嶄新嘗試，亦缺乏本地
文獻紀錄及實證治療成效。因此，本會於
2012年1月至7月期間與沙田醫院精神科日
間醫院職業治療部合辦攝影治療小組，期
望通過實務經驗及評估工作，探討攝影對
參加者的治療成效，和累積本港應用攝影
治療的經驗及技巧。
2. 文獻回顧
2.1 何謂「攝影治療」?
在外國應用攝影或圖像替代傳統治
療技巧以提升心理健康行之已久(Walker,
1986)。1970年代中期，加拿大及美國專業
人士如Judy Weiser及David Krauss已率先倡
導攝影治療的發展(Craig, 2009)。多位學者
曾提出攝影治療的定義，如Stewar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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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受訓的專業人員指導下，使用攝
影或攝影相關物品，以減少或紓緩當事人
痛苦的心理症狀，促進心理成長和治療性
的改變。」(Krauss & Fryrear, 1983) 在治
療過程中，攝影可以輔助評估、診斷、治
療工作。Krauss (1980) 指出攝影治療是
「有系統地應用攝影圖像或攝影過程，為
當時人在思想、情緒及行為上創造正面改
變。」
攝影治療的應用對象廣泛，不少
學者及治療師均發表文章闡述使用攝影
治療的經驗、技巧、成效、應用範疇
等。Fryrear (1980) 將應用攝影作為治
療媒介的文獻分為十一項範疇，包括：
(1)喚起情緒；(2)啟發語言行為；(3)模
仿；(4)掌握技巧；(5)促進社會化；(6)
創造力及表達力；(7)輔助言語上診斷；
(8)治療師與當事人之間的一種非語言
交流；(9)記錄轉變；(10)延長治療過程
的經驗；(11)自我 對 質 。K r au s s ( 1 9 8 3 )
則新增一項為：(12)攝影治療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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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dler, et al, 2007; Hacking, et al, 2008)，
同時提供輕鬆、自由、安全的環境讓當事
人重整個人價值，提升對社群的歸屬感
(Brandling, & Wall, 2009)。Gilman (1982)指
出相片能將精神病患者從病院帶回現實世
界，呈現患者正常健康的一面。學習攝影
的過程有助精神病患者在康復進程中產生
希望(Boisvert, 2003)，並透過攝影及相片
提供視覺圖像及故事，令患者對正面的自
我身份產新角度(Sitvast, et al, 2010; Sitvast,
Abma, 2011)。
攝影治療源起自精神康復服務(Krauss,
Fryrear, 1983)，西方國家應用攝影治療已累
積豐碩的經驗，並實證應用在精神病患者
的治療成效。因此，工作員參考英國慈善
團體PhotoVoice為精神病患者舉辦的攝影活
動，設計攝影治療小組活動，為本港精神
康復服務引入新元素。
3. 「想說．相說」攝影治療小組
3.1 小組目的

2.2 攝影治療效益
攝影治療不單是製作相片，而是透
過創新方法有效地了解當事人從而進行
心理治療。當事人在安全環境下進行攝
影治療，從過程中經驗到自我覺醒及自
我成長。治療師運用當事人的即興快拍
(snapshot)及家庭相片作治療溝通的催化
劑，令當事人的潛意識層面得以呈現。當
事人的相片往往深具象徵性及隱喻性，反
映其自我建構及隱喻式交流，相片的情感
內容遠較視覺圖像重要，幫助當事人更
好地表達及更深層地了解其感受及記憶
(Weiser,1999)。此外，參與攝影活動的過程
同時是對社會狀況進行評估及倡導的工作
(Goodhart, et al, 2006)。
精神病嚴重影響患者的認知和情感，
患者往往因著正性及負性徵狀影響而出現
社交退縮，社會標籤和社會排斥更令患
者及其家屬的康復進程受阻(James, 1998;
Porter, 1998)。除了傳統的藥物及心理治
療外，藝術治療如攝影技巧課程、創意藝
術課程等，能廣泛提升參與者的改變動
機、自尊感、自信心、充權及社會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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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以「夢想工作」為主題，透過
探訪不同行業的從業員及工作場地，協助
參加者尋找人生方向、目標，訂定個人生
活計劃。活動過程強調追尋「夢想」的歷
程，而非實踐夢想。
3.2 小組對象

作」、回顧個人舊相片、學習數碼攝影技
巧、參觀「夢想工作」場地、相片分享、
製作攝影集、回顧小組歷程、訂定日後工
作目標/計劃/方向。透過參加者搜集「夢想
工作」圖片資料，並到訪「夢想工作」場
地與從業員交流，從而提升參加者自我效
能感，改善精神狀況。配合攝影治療朝著
數碼科技方向的迅速發展，是次小組除了
應用攝影作為主要治療工具外，還使用其
他資訊科技加以輔助，如使用互聯網搜尋
圖片、短片、音樂等，令攝影治療達到更
佳效果。

出不同的主題及共通意見。從文字稿中分
析出主題如下：
提升自我效能感
參加者從親身拍攝、參觀、訪問，到
印刷相片、製作攝影集，實實在在地經歷
從無到有、從未知到知悉、從夢想到實現
的歷程，攝影集象徵著付出的成果，令參
加者深感滿足及喜悅，過程亦增強參加者
的自信心及能力感。
提升自我覺察

3.4 評估設計
在完成三次小組後，工作員邀請了9
位(7女2男) 組員出席約兩小時的聚焦小
組，以了解參加者在組前對攝影治療的
期望、小組後的得著、所學、改變、幫
助等，並收集參加者對日後推行攝影治
療的意見及改善建議。此外，又與2位(1
女1男)沒有參與聚焦小組的參加者進行約
二十分鐘的個別半結構式面談，深入了解
參加者參與攝影治療的經驗及對攝影治療
的意見。
4. 成效評估
4.1 背景資料

拍攝過程中參加者不斷嘗試不同的
拍攝角度，不同拍攝角度的相片又產生不
同的感覺，過後再回顧相片又有另一番滋
味，從反覆觀察中豐富個人感觀經驗，了
解自己的能力、興趣、選擇、機會。
提升精神健康
參加者以相機作為媒介，認識自
己，探索內心，並且從多角度欣賞身邊
事物，留意事物美好一面，不會只著眼
於個人生活困難，反之懂得主動關心身
邊人。攝影令人感到輕鬆，可培養多一
份興趣，更令組員可以放下執著，重獲
心靈自由。
增加希望感

沙田醫院職業治療部轉介了30位精
神科日間醫院院友參與「想說．相說」攝
影治療小組。組員被納入準則包括：年齡
在15歲至65歲之間；男女均可；日間醫
院新收個案；中國血統及以廣東話為母
語；基本識字水平；診斷患有精神病。排
除納入準則包括：近期有濫用酒精和/或
物質；有明顯的醫療需要接受持續治療；
現有日間醫院個案並已接受其他心理治療
服務。

攝影治療小組參加者共有30人，有22
人完成小組及參與評估工作。當中男性有9
人，女性有13人；年紀最輕的19歲，最大
的56歲，平均年齡為35歲，其中25至35歲
組別的人數最多，佔45.5%。九成參加者具
中學或以上的教育水平，當中具中學學歷
有15人(68.2%)，具大專或以上程度有5人
(22.7%)。患病年期由最短1年到最長39年
不等，患病不超過四年的佔三成(31.8%)，
十年以上達四成(40.9%)，平均患病年期為
11.23年。主要患精神病類別為精神分裂症
(50%)及情感性疾患(36%)。

3.3 小組設計

4.2 主題分析

小組共舉辦三次，每組10位參加者，
每組13節，每節約兩小時。內容包括：
簡介小組目的及內容、探索個人「夢想工

聚焦小組與半結構式面談過程均進行
錄音，並將錄音內容轉譯成逐字文字檔，
再由工作員透過編碼將參加者的說話歸納

參加者在拍攝期間明白到縱然觀察同
一景象，個人與其他人會產生不同感受及
拍攝觀點，會對其他人加添一份接納和理
解。參加者在小組期間結識不少新朋友，
在小組後亦會主動與親友互相拍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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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大多因著種種困難對於實踐
「夢想」感到無望，甚至已經遺忘了兒時
夢想。然而小組歷程令參加者對「實踐夢
想多一分希望」，透過搜集夢想工作的
資料、相片、參觀工作場地、訪問從業
員，增加對夢想工作的思考及探索，並明
白「夢想唔一定要達到，最緊要知足常
樂」，享受尋覓夢想的過程。
促進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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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角度，重溫相片，增進與親友交流，
甚至更懂得關心家人及朋友。
5. 總結
當代心理治療已愈來愈喜歡運用自
我叙事方法(Self-narrative)(Dollinger, et al,
1996)，透過象徵性事物協助當事人探索個
人內在情感。攝影，正好讓當事人不自覺
及自然地進入治療歷程，獲得實實在在的
滿足感，成果立竿見影。工作員參考外國
經驗嘗試設計適切的小組內容，同時探討
本港精神康復服務應用攝影治療的果效，
從參加者的回應可見小組對精神病患者具
有多方面的心理治療效益。
Krauss (1980)指出攝影治療的成效與當
事人的性別、年齡、興趣、工作經驗，沒
有顯著相關性，不同人士均可透過參與攝
影治療獲益。因此，建議持續探討攝影治
療實務技巧及進行廣泛性成效研究，將會
是發展攝影治療的主要方向，以豐富本港
的治療經驗及文獻記錄。期望是次經驗分
享能引發社福及醫療界嘗試應用或揉合攝
影治療元素，探索更多樣化及適用於本港
社會環境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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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decades. Yet, in Hong Kong, this is a
relatively new intervention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nd Shatin Hospital had
pioneered a therapeutic photography program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2. 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Hong
Kong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photography
as a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to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A total of 30 psychiatric day
patients of Shatin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After the program,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 program
helped them in terms of enhanced awareness on
their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better insight
towards their illness. Further applications
of therapeutic photography techniques in
other settings and large scale studies for its
effectiveness in future are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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