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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展精神疾病防治及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然而很多人仍對精神疾病有刻板印象。如果您從醫師那裏獲知

家人罹患了精神疾病，可能覺得徬徨、擔心、不能接受。其實

以今日的精神醫療水準，精神病人只要透過適當的治療、復健

及獲得家人與社會的支持，仍可回復到讓自己和家人滿意的生

活品質。

面對精神病人的照顧，本局歷年來持續透過社區病人緊急

處置、關懷訪視及精神專業團隊社區服務，協助精神病人於社

區中獲得妥善的送醫協助與醫療照護。

針對初發病之精神病人及家屬，本局特以照顧者之需求出

發，邀集專家及家屬代表將精神病人在照護上常見問題以「精

神照護 66 問」提供解答。內容包含迷思篇、概念篇、就醫篇、

藥物篇、照護溝通篇、資源復健篇、工作升學篇、家屬支持篇

及權益倡導篇等主題，以提供病人及家屬正確照護的觀念，幫

助病人穩定病情、改善病人及家屬之互動關係，手冊中也提供

相關政府資源，便利家屬查詢相關資訊。

家人是精神病人最有力的支持者，對精神疾病多一分了解，

可協助精神病人走入社區，迎向陽光；對病人及家屬多ㄧ分體

諒，適時運用相關資源，讓這份對病人的愛可以長久永恆。

前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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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照護

精神疾病的表現不像身體疾病一樣顯而易見，而是

以情緒、思想等變化為主，因此一般人比較難與宗

教或靈異經驗作區別，究竟是生病還是卡到陰，常

是家屬的困惑。不過經過一百多年來精神醫學的研

究與發展，已經獲得普遍的共識，可以經由專科醫師的診斷，來判別

精神疾病的發生。

精神疾病的發生通常是多病因性的，與病人的成長過程、生活環

境和宗教信仰等都有關係，若把重點放在協助病人與家屬，是否卡到

陰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宗教信仰也是可以用來協助病人與家屬的重

要資源。

不過這裡指的宗教信仰是民眾熟知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道

教等，並非罕見或新興宗教，重要的是這些傳統宗教有明確教義，也

有多年與醫療端合作的經驗與法則，能以宏觀的態度，協助病人與家

屬多管齊下，找尋克服疾病的方法。

精神疾病是卡到陰嗎？Q.1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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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的遺傳機率並非 100%，不同的精神疾病遺

傳機率也不同，例如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和思

覺失調症遺傳機率較高。但即使父母雙方都罹患上述

兩種精神疾病，孩子罹病機率也不到一半，顯示精神

疾病並非 100% 的遺傳疾病，且不同國家種族，遺傳機率也不同。

至於常見的憂鬱症遺傳機率更低，而焦慮症等精神官能症受後天

成長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

例如父母很焦慮，將個人性格情緒反應在孩子的教養方式上，連

帶影響孩子成長後的性格，甚至導致焦慮症。通常在臨床上習慣用「體

質壓力模式」來說明精神疾病的發生，病人本身有容易罹患精神疾病

的體質，加上後天壓力的影響下，例如曾被虐待、有重大心理創傷等

經驗，就容易導致精神疾病的發生。因此，精神疾病絕對不是先天注

定，從體質壓力模式來看，精神疾病更可以藉由後天教養和壓力調整

來預防發作。

精神疾病會家族遺傳嗎？Q.2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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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照護

精神疾病一輩子不會好是迷思，端看個人如何詮釋和

定義什麼叫做「好」。把精神疾病當作慢性病，如高

血壓和糖尿病，可以接受長期的藥物治療以及環境與

生活習慣的調整，是可以避免疾病復發與慢性化。

從體質壓力模式來看（請參考第 2 題），精神疾病的康復，除了

規律藥物治療、適度控制壓力，還需要考慮非藥物如心理及環境層面

的諮商等介入。不過，因為環境因素難以完全改變，加上精神疾病體

質持續存在，仍可能因為極端壓力情境、再次誘發疾病。所以想改善

精神疾病，除了藥物治療外，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與努力。

其實多數精神疾病是可以恢復正常功

能的，前提是病人需積極接受治療，並全

面調整自己的生活。而罹患重大精神疾病

如思覺失調症者，治療過程雖然較一般精

神病人更艱辛和漫長，但若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仍有機會好轉。

精神疾病可以治癒嗎？Q.3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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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目前醫學研究顯示，生理因素導致精神疾病的比

重較大，換個角度思考，精神疾病就如同糖尿病、高

血壓，是一種慢性病，但為何家人罹患精神疾病讓人

覺得丟臉？主要是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把精神

病人當作不定時炸彈，或是外界將類似過動症和自閉症的孩子的病因，

歸咎在父母的教養問題等，使得家人承受莫大的壓力。

一般人在面臨重大疾病時，通常產生的情緒反應是先否認、憤怒、

討價還價，等到確認是事實後，變得沮喪，伴隨時間的進展才逐漸能

正確認知並願意接受。

臨床上觀察，精神病人的家人常會花較多時間停留在否認、憤怒

的階段，甚至尋求民俗療法，以為病人只是卡到陰或感情受挫。但後

來發現無法否認罹病的事實後，轉為憤怒，可能是包括針對病人、其

他家人或甚至對醫護人員憤怒。其實這些情緒都無助於疾病復原，建

議家屬早點尋求協助，走出負面情緒，讓病人接受專業醫療，才有機

會早日復原。

如何面對家人有精神疾病？Q.4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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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照護

精神病人常被說是「不定時炸彈」，尤其大眾透過媒

體看到精神病人發生暴力攻擊等社會案件後，恐造成

擴大恐懼的效應，讓外界覺得精神病人無法控制。但

其實心臟病也是不定時炸彈，隨時有發病危險，只是

危險性主要針對其本人，反之精神疾病惡化時卻可能出現自傷傷人的

行為，加上社會汙名化影響，所以大眾才會畏懼精神疾病。

導致精神疾病惡化，多與未妥善治療有關，由於現代藥物相當進

步，加上各縣市衛生局已建置社區關懷照顧系統，以及精神科醫院可

提供居家治療服務，若三者配合，即可將精神病人不定時炸彈的疑慮

降至最低。

透過專業人員的介入，指導家屬當發現病人有不規則服藥、多疑、

睡眠不正常等行為時，可能是病情不穩的前兆，應及時送醫治療，以

避免後續無預警行為的發生。

精神疾病是無法控制的
「不定時炸彈」？Q.5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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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症狀是否發作須經由醫師診斷，但是為了保障家

屬的人身安全，千萬不要和病人爭執或衝突，以免引

發病人因情緒不穩定而導致的激烈行為。

令很多家屬困擾惑的是當病人情緒不穩定時，如何與他們溝通？

與精神病人溝通之分寸非常難以拿捏，既不能與他辯解，讓他受刺激，

也不能一昧贊同，讓他更偏激。尤其罹患妄想型的思覺失調症病人最

難溝通，因為他們常會有奇特的邏輯，容易將事情扭曲。

建議家屬先營造讓病人願意講出口的氛圍，不管講出來有沒有

用，重要是讓病人不會害怕跟您講話，誘導他把話說出來，抒發情緒，

例如問他聽到什麼？感覺什麼？想怎麼處理？藉由這些問話去評估後

續危險性的高低。

切記面對精神病人的溝通技巧，掌握「同理、傾聽、不要帶有批

判性」的三原則，讓雙方溝通順暢。

若溝通成效不好時，盡量協助病人就醫，並向醫師說明病人狀況，

再由醫師診斷是否為精神症狀發作。從未就醫且拒絕就醫者，可透過

衛生局及醫院協助，由醫療專業人員來家中進行居家鑑定，以確認是

否罹患精神疾病，再決定下一步治療方向。

家人情緒極度不穩定，是精神
疾病發作嗎？Q.6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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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照護

很多人對精神疾病的誤解在於不了解疾病，因此，常

見以下迷思：

一、精神疾病一定有暴力傾向：但實際上暴力行為僅

發生在極少數的精神病人身上，且多發生在有妄想症

狀時，以為別人要害他，才會出現暴力行為。媒體上常提到疑似精神

病人發作，需出動警消人員協助就醫的事件，並非均為精神病人，且

有些屬於藥酒癮病人產生的暴力行為，然而外界的刻板印象更加重精

神疾病的汙名化，需靠政府力量導正民眾觀念。

二、精神疾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

示，有四分之一的人可能會得到精神疾病，包括憂鬱症、失智症等，

罹患機率很高，所以需認識精神疾病，注重心理健康。

三、精神疾病無藥可醫：實際上大多數的患者是可以好轉的，前

提是積極配合醫療及規律服藥，且需要家人能支持病人，協助他們挺

過艱困的治療過程，就會有好轉的可能。

精神疾病的迷思？Q.7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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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如果精神病人出現與平常不一樣的情緒或行為表現

時，家屬需留意可能是發病前的徵兆，常見的症狀如

食慾改變、日夜顛到、情緒暴躁易怒等。從症狀的持

續時間也可判斷，若病人只是一天沒睡好，後續又恢

復正常，那可能僅是短暫的失眠；倘若連續三天或一周沒睡覺，就是

不正常。

	另外，病人若突然發脾氣，但發脾氣的理由是合理的且隔天就氣

消了，也許只是正常情緒的發洩；反之若發脾氣的理由不合理，而且

持續好幾天仍然暴躁，可能就是發病

徵兆。

從疾病端來看，雙相情緒障礙症

（躁鬱症）及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科疾

病，發病初期都可能以情緒變化來表

現。對家屬而言，建議多留意病人有

無異常行為或情緒變化，若有則馬上

送醫檢查，否則一旦病情惡化，不僅

更難勸導病人就醫，還可能使病人出

現激進行為，傷人傷己。

精神疾病發病前有什麼徵兆？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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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是一種多病因造成的慢性疾病，可分成遠因

和近因，並受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面向影響，所以

治療方式也需從多面向下手。

一、遠因：

（一）	生物：受基因遺傳影響；有些慢性疾病也可能引發精神疾病，

例如智能障礙或是中樞神經有病變的孩子，罹患精神疾病的機

率也會增高。

（二）	心理社會：病人成長過程的教養方式及生活環境，例如曾受過

虐待或重大心理創傷。

二、近因：

（一）	生物：除了生活壓力外，嚴重身體疾病也可能誘發精神疾病；

另外有些人長期酗酒或對特定毒品上癮，破壞中樞神經系統，

也可能導致精神疾病。

（二）心理社會：與病人所處環境壓力有關，例如婚姻、親子關係、

人際社交、學校適應、工作經濟等所產生的壓力負荷及重大生

活事件，都可能影響精神疾病發生。

精神疾病可能是什麼原因
造成的？Q.9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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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對精神病人特別重要。根據

統計，思覺失調症患者第一次發病就住院的病人逐年

減少，由於藥物精進，效果好、副作用少，所以病人

只要儘早就醫，可有效降低住院率。依據台大陳為堅

教授統計 1998 年至 2007 年的 10 年間健保資料庫

發現，思覺失調症病人若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則首次住院率從 10

萬分之 35.6 下降到 10 萬分之 18.7，下降幅度高達 48%。

又臨床實證顯示，若精神病人早期發現接受治療，腦細胞較不易

被破壞，認知功能不會快速下降。反之，若初發病時若未持續治療，

則復發率逐年攀升，5 年內累積復發率可高達 70-82%，所以越早接

受治療且持續就醫，越不易復發，療效也較佳。

另外，像憂鬱症的病人若沒有接受治療，長期下來腦部受到壓力

荷爾蒙影響，可能傷害腦內掌管記憶的海馬迴，若服用抗憂鬱劑後，

可提升「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保護腦部損傷處，所以早期治療有其必要性。

如何早期發現精神疾病？目前在全台已有 16 個縣市成立	「	精神

健康學苑	」	持續舉辦「優築生命教室」	，推廣認識精神疾病、固定

舉辦衛教講座，教導民眾如何處理壓力等，並透過各種精神疾病的評

估量表，提前篩檢出潛在需要協助的人。

為什麼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對精神疾病很重要？Q.10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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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官能症通常指非重大精神疾病（思覺失調症、雙

相情緒障礙症、憂鬱症和妄想症），病人通常會自覺

有精神心理問題的存在，一般常見包含焦慮症、輕鬱

症、強迫症、畏懼症等。

這類病人因有病識感，經常被病情所苦。例如：強迫症病人，每

次關門都要關好幾次；輕鬱症病人長期為心情低落不佳所苦，但無法

自己調整；而焦慮症病人遇到特殊的人、事、物或一點變動就會緊張

等。

精神官能症是很多精神疾病的統稱，其中罹病比率最高、最常見

的是畏懼症，如怕高、怕狗、怕貓等。以體質壓力模式來看，遺傳因

素機率非常低，大多與後天學習及成長經驗有關，治療方式以非藥物

治療（如心理行為治療）為主。

精神官能症對個人衝擊可隨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強

迫症病人，從事清潔工作時，因為疾病關係會過度清潔，導致工作效

率較慢等，整體來說對病人生活品質影響較大。

精神官能症會有什麼表現？Q.11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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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此病純粹以單一的妄想為主，少有出現幻覺、混亂的

言語及行為，也不會出現負性症狀（如情感平淡、表

情貧乏、言語貧乏、非邏輯思考、缺乏動機、社會退

縮等症狀），常見的妄想是被害妄想、嫉妒妄想（堅

信自己的配偶或親密伴侶有不忠的行為）、誇大妄想（堅信自己是偉

大的人物，有很強的能力）、情色妄想（堅信某人 - 可能是名人或政

治人物喜歡自己，並透過各種方式對自己表達愛意）及身體妄想（堅

信自己身體的某部分外觀或功能異常），通常以一種妄想為主，內容

常結合現實。

此病常發病於青壯年或中年之後，最困難的部分是病人堅信自己

的妄想是真實的，很難勸導其就醫接

受治療。這時不要直接與他爭執這

些妄想是假的或是生病了，而要針對

妄想所造成的情緒、睡眠及食慾等影

響，勸導其就醫接受治療。

妄想症是什麼？Q.12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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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根源於大腦病變，屬於慢性精神疾病，罹

病人數占比約 1%，發作年齡層通常很早，男性約 20

歲之前，女性約 25 歲之前，遺傳機率比其他精神疾

病高，但即使父母雙方都有思覺失調症，兒女罹病機

率也不超過 40%。

思覺失調症的症狀主要是思考流程障礙，例如想事情時，思考邏

輯出了問題，甚至產生妄想、幻覺等情況。伴隨病情的進展，可能出

現情感淡漠、社交退縮、動機喪失等負性症狀，最後因為這些症狀的

影響，造成社會和職業功能的損害，這些狀況若無法改善，持續時間

超過半年，就可能是思覺失調症了。

面對急性期的病人，以藥物為主要治療方式，過往外界擔心用藥會

產生昏沉、動作緩慢等副作用。但近十幾年來新型藥物的開發與精進，

使得藥物副作用大幅降低，所以病人不必畏懼藥物，若再配合復健治

療，如社區復健中心、支持性就業服務等（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43 題），

思覺失調症是有機會康復的，即便還殘餘症狀，也可與疾病和平共處。

如何辨認早期思覺失調症症狀？由於思覺失調症發病較早，當有

些青少年出現行為改變，例如人際關係疏離，喜歡離群索居，感官出

現異常等較偏差的現象，造成生活困擾，就可能需要就醫檢查。千萬

別以為只是青少年叛逆期的常態，過一陣子就沒事了，畢竟孩子奇怪

的行為背後可能有原因，藉由專業評估後，若確診是精神疾病，及早

治療，治療效果愈好。

思覺失調症是什麼？Q.13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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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躁鬱症正式的醫學名稱叫做「雙相情緒障礙症」，病

人生病過程中會經歷躁期和鬱期，兩者會交替發作，

屬於情感性的精神疾病。

躁症發作時，病人情緒變得非常高昂、暴躁，例

如過度購物把錢花光，做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精力旺盛不睡覺，這

些症狀持續一周以上，導致社會功能喪失，無法維持職業角色。鬱症

發作時，病人會變得情緒低落、興趣喪失，開始出現負面思考，有自

殺想法，同時睡眠和食慾也有障礙，類似症狀持續兩周以上，同樣會

嚴重影響社會及職業功能。

不過躁期跟鬱期交替期間，病人也可能與一般人的表現沒有不

同，這時容易讓家屬輕忽，以為病人病情好轉，無需接受治療。

綜合上述症狀，若病人的躁症和鬱症交替出現，疾病斷斷續續發

作，就是所謂的雙相情緒障礙症，發作年齡層約在中年之前，尤其在

20 歲到 30 歲之間。雙相情緒障礙症的遺傳機率雖然較高，但與思覺

失調症一樣，絕非 100%。由於躁鬱症是屬於情緒性的疾病，治療方

式除了以藥物為主外，更側重利用非藥物治療方式，加強疾病衛教和

壓力管理，才有機會讓病人降低發作頻率。

建議病人與家屬應該參考過往症狀發作的頻繁度和嚴重度，與治

療醫師審慎討論，以決定日後的治療策略，維持病情穩定。

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
是什麼？Q.14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李信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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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變興奮不一定是正常表現，要視病人的興奮時間

和程度，以憂鬱症病人為例，病人低落的情緒通常是

漸進式的改善，當出現好轉跡象時，應該是逐漸開

心。若病人突然一兩天內太興奮、不睡覺，別以為是

病情好轉，這可能是躁症發作或其他精神症狀惡化的徵兆，需就醫追

蹤治療。

門診中有不少這類病人，有些病人起初以憂鬱的情緒表現，因此

初步診斷為憂鬱症，但經過一段時間追蹤後，將診斷改為雙相情緒障

礙症（躁鬱症），這時需重新調整

藥物，才能達到好的療效。

另外，除了雙相情緒障礙症（躁

鬱症）會有過度興奮的行為表現，

其他精神疾病也可能會有類似情形，

建議帶至醫院請醫師診斷，判定病

情，並接受適當治療。

我的家人罹患憂鬱症，突然心情
好興奮，這是正常的嗎？Q.15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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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面對生病的家人，需要多方面配合才能使病情好轉，

方法如下：

一、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多關心病人，不去批判

他，讓他明白家人仍是支持他的，增進雙方關係。

二、定期回診：藥物的使用有助於改善病人症狀，困難點在於如

何讓病人規律服藥。除了靠家人的叮嚀外，與醫師商量，開立符合病

人生理作息的藥物等方式，都有助於穩定病情。

三、回歸社區：若病人病情穩定能發揮正常功能，盡量讓他們回

歸到社區正常生活。曾有位年約 20 歲的精神病人，白天去醫院日間

復健病房，學習製作陶藝，愈做愈好，作品不僅得獎還能上市。復健

過程中病人也獲得成就感，加上持續規律用藥，目前病情穩定好轉。

綜合上述，定期回診就醫、按時服藥、保持充足睡眠、規律的生

活作息及安排輕鬆的休閒活動，可讓病情逐漸穩定。

如何使精神病人病情
穩定好轉？Q.16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PART  3  就醫篇

25

PART 0 3
就醫篇



26

問精神照護

建議不要任意更換醫院或醫師，因為大部分精神疾病

之治療需要整合生理、心理與社會脆弱因素，因此需

長期治療。

以較常見的憂鬱症病人為例，從開始治療到藥效出

現，需花費 3 到 4 周的時間，但臨床上抗憂鬱劑的副作用常在第 1 周

先顯現出來，第 2 周反而減緩，若病人體質對副作用較敏感，一旦服

藥後身體不適感明顯，更不敢繼續服藥。

因此，如何建立病人對醫師的信任感非常重要，若病人願意信任

醫師，願回門診和醫師討論療效與副作用，適時調整劑量或替代藥物，

並持續用藥至效果出來，自然對後續治療有信心。

病人若貿然更換醫院或醫師，醫病雙方很難建立信任關係，服藥

順從度也會下降，恐對病情不利。

精神病人可以換醫師嗎？Q.17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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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屬必須先保護自己，尤其當病人因疾病出現

攻擊行為時，可能有失去理性的表現，這時千萬不要

和病人硬碰硬，避免發生危險。若換個方式採取柔性

勸導，病人仍聽不進去時，家屬一定要儘快離開現場，

並立即報警尋求協助。

其次，觀察病人當下狀況，例如有沒有出現激進行為，或是病人

因害怕被緊急護送就醫，而做出如爬窗等可能傷害自己的危險舉動，

這時同樣可先報警請求協助，尤其面對體型壯碩的病人時，需請專業

人員協助就醫。

上述情形是當病人出現較激烈行為時，所需要特別留意的要點，

若一般發作時，家人可以適時轉移病人注意力，降低當下負面情緒的

爆發，在確定家屬和病人安全的情況下，儘速安排就醫。

病人精神疾病發作時，家屬
該如何處理？Q.18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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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遇到精神病人摔東西等行為時，家屬最好先探究背後

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妄想、幻聽等症狀引起，例如聽

到有聲音在罵他，或是覺得有人要害他而生氣，這時

病人對外界聲音或環境特別敏感，稍微受到干擾就更

容易激怒他。另外若家屬規勸方式不當，例如：責罵他不要亂想；要

求病人吃藥等，恐怕會火上加油，讓病人更加生氣，而產生激烈行為。

建議家屬規勸病人時，先營造讓病人願意說出口的氛圍，讓他不

會害怕和您講話，誘導他把話說出來以抒發情緒，才是當下重要的事，

例如：問他聽到什麼？感覺什麼？想怎麼做？猜測他的行為，避免做

出危險的舉動。

面對精神病人的溝通技巧，要掌握「同理、傾聽、不要帶有批判

性」三原則。若病人真的無法規勸時，先保護家人，再打電話請警消

人員協助緊急送醫。

精神病人摔東西時，家屬
該如何處理？

Q.19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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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屬可以先至衛生所或醫院申請居家鑑定，由

醫院安排醫護人員至家中鑑定，當符合居家治療條件

就可以延續居家治療；另一種方法是請家屬來門診，

口述病人症狀，由醫師判定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

再評估是否採居家治療。

不過若面對嚴重病人，且有自傷、傷人之虞時，建議家屬可到當

地衛生所請求協助，由公共衛生護理師評估病人是否符合緊急護送就

醫條件，如果病人的自傷、傷人行為是因其他因素引起（如吸毒、反

社會人格），則需改走司法途徑處理其危險行為。

面對輕微的精神病人，家屬可以嘗試找出病人可接受的突破點，

例如：病人有 3、4 種症狀，只要病人承認其中一個（如失眠），家

屬就可以問病人，要不要去看醫師解決失眠問題？重點是把病人帶來

醫院，醫療端才能介入。

很難勸精神病人去看醫師
怎麼辦？Q.20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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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針對這類病人，建議先和主治醫師討論，若病人從未

看過醫師，可詢問當地衛生所，如何協助病人就醫或

安排居家鑑定。		

緊急護送就醫的標準嚴格，惟未符合強制住院條件的病人，仍可

在門診接受藥物治療。臨床上許多家屬遇到的困擾是病人不配合服藥，

建議家屬可與醫師嘗試其他替代方案，例如：使用滴劑類的藥品，連

同水一起喝掉，讓病人不易把藥吐掉；或是採用長效針劑，每半個月

到一個月打一針，替代每天口服藥物。

另外有些精神病人的服藥順從性差，常見原因是病人不希望上班

時讓同事知道自己在服藥，因此可請醫師調整藥物的服用時間，將吃

藥時間挪到下班後，以符合病人和家屬期待。畢竟每位病人的狀況不

同，面對各自問題，家屬可與醫師研究解決方法，目的是維持用藥穩

定，避免病情惡化。

精神病人病情不穩定，又不肯
規則就醫、服藥，怎麼辦？

Q.21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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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須協助醫師瞭解病人最近與平日不一樣的表現，

包括言語講話、思考、行為等各方面，例如：出現自

言自語、身上帶著刀子、隨地畫符、情緒暴怒等怪異

表現；甚至生活作息突然改變，晚上變得不吃飯、不

睡覺等，只要家屬感覺病人出現與過去不同的行為，就一定要告知醫

師，以利判斷病情。

精神病人在看診時容易掩飾自己的病情，須賴家人提供真實狀況，

但觀察發現很多家屬擔心陪診時，若告知醫師有關病人的真實狀況，會

使病人覺得家屬在向醫師打小報告，而引發病人不滿。建議家屬可以寫

紙條給醫師，看診前先將紙條交給診間護理人員，讓醫師瞭解病情，畢

竟家屬在治療過程中扮演重要

陪精神病人看病時，要向醫師
說明什麼？

Q.22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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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病人是可以自行就醫的，家屬若擔心病人無法真實口述

病情，可以與病人錯開看診時間，再向同一位醫師報告

病情；或是家屬也可先遞紙條給診間護理師，再轉給醫

師，讓醫師先了解從家屬角度觀察到的病人情況。

很多人擔心精神病人因為沒有病識感，若自行就醫將無法使醫師

了解真實情況。但根據經驗，病人肯來醫院看診，至少和醫師有所連

結，當他願意向醫師透露生活狀況，醫師就可以從言談中，逐步了解

疾病與病因。

以八里療養院為例，目前高達 7 到 8 成的病人固定自行回診就醫，

因為病識感是可以教育的，當醫師和病人有穩固的醫病關係時，病人

覺得來醫院不只是看病，而是有人可以傾訴心情，進而將返診變成習

慣。

精神病人可以自行就醫嗎？Q.23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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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護送就醫指的是家屬和衛生所護理師協調警消人

員將嚴重病人護送至醫院就醫，根據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統計，106 年有 1,712 位精神病人緊急護送就醫。

通常這類病人屬於症狀較嚴重，家屬希望病人能住院治療，因此

到醫院後能不能強制住院，家屬需蒐集更多病人發病與危險行為的證

據，例如自以為神明附身、或是拿菜刀亂敲鄰居的門等，都可以佐證

病人病情嚴重需強制住院，才能有利醫師向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強

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提出強制住院的申請。

此外，護送就醫的時候，家屬也需替病人準備住院用品，例如盥

洗用品、身分證及健保卡等。

緊急護送精神病人就醫時，
需要注意什麼？Q.24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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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根據統計，超過 9 成的精神科病人在門診接受治療，

僅 1 成不到的病人偶爾需短期住院，1 年當中的大多

數時間仍在門診追蹤。因此精神病人並不一定要住院

治療。

住院病人根據病情的嚴重程度，可分急性病房住院和慢性病房住

院，慢性病房的病人病情恢復有限，可能需要住院到 3 個月以上。至

於急性期的病人，因病情突然變得很嚴重需儘速就醫，例如：突然攻

擊他人，或妄想肚子裡有外星人想要拿刀把肚子剖開，這類病人需緊

急住院治療，住院時間約 1 個月。不過實際住院的日數，醫師會依每

位病人的病情及治療成效差異來作決定。

少數病人回到社區後，因為沒有持續接受治療，導致病情惡化，

出現干擾他人、不睡覺、影響社區鄰居安寧等行為，恐必須再入院治

療。若病人不願意住院，有時需賴靠醫師的經驗連哄帶騙，儘可能說

服病人住院。

精神病人一定要住院嗎？Q.25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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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擁有自主權，可決定是否接受治療或住院，

家屬不能代為同意，也不能強迫病人住院，因此原則

上需要病人同意，除非符合「精神衛生法」所規定緊

急護送就醫的條件。

依據精神衛生法，只有當病人呈現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或奇特

行為，被醫師判定為嚴重病人，且有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之虞，並經

過兩位精神醫師進行強制鑑定，確認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時，才可

向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申請強制住

院許可，復經審查同意後，才可以不經病人同意強制其住院。

面對不願意住院的病人，建議家屬與醫師溝通，找出說服病人住

院的理由，畢竟大多數的人不喜歡住院，相較一般病房的行動自由，

精神病房管制嚴格，無法自由進出，又限制攜入病房之物品，因此多

數病人很排斥住院。建議家屬可配合醫師，利用病人的心理需求，如

病人有被害妄想，或許可用保護他的名義，在不違背病人自主性前提

下，說服病人來住院。

精神病人住院，需要經由病人
本人同意嗎？Q.26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36

問精神照護

嚴重病人因為思想及行為脫序，無法正常處理自己事

務，所以需要有保護人代替他執行部份事務，簡而言

之就是病人與醫療之間的聯絡窗口。依據精神衛生法

第 19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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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人的工作是病人病情有嚴重狀況時需出面處理，例如：協助

病人緊急送醫、辦理住院手續、尋找安置機構和處理法律問題等等。

設立保護人的程序是在醫院通報病人為嚴重病人前，會告知家人需推

選出一位保護人，通常以配偶、父母或子女優先，若家人間協調後仍

沒有人願意擔任保護人，則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來選政府機關或民間團

體代表擔任。有些病人單身無家人可以擔任保護人，則由衛生主管機

關直接指派。

保護人須行保護責任，對病人不得有遺棄、身心虐待，或留置無

生活自理能力的病人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的環境，否則將被處以罰鍰，

甚至強制接受社會局辦理的輔導教育。

誰可以擔任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的
保護人？保護人的工作是什麼？Q.27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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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 4
藥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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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精神疾病如同糖尿病或高血壓等慢性病，必須用藥控

制，但病人不需太悲觀或負面看待藥物。以憂鬱症為

例，其實有機會可以治癒，也可以停藥。當第一次發

病，服藥滿一年後，若恢復良好，可以與醫師討論考

慮停藥，若仍有部分症狀則建議持續治療到症狀消

除；若停藥後，症狀又復發就必須再服藥。

至於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及思覺失調症病人，服用藥物時間

較久，但伴隨醫療發展與製藥技術進步，相較傳統抗精神疾病藥物，現

今藥物療效已有顯著進步且副作用較小。例如已有 2 周、1 個月甚至 3

個月注射一次的長效針劑，不見得需每天服藥，大幅改善患者用藥順從

性。根據統計，近 20-30% 的思覺失調症病人，經治療後可以回到正常

生活。

哪些人可以停藥？建議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及思覺失調症病

人最好比照慢性病持續維持治療，若想停藥需與主治醫師討論。如果病

人能持續固定回診，發病頻率極少，功能已完全復原，且對於疾病復發

的早期徵兆有正確認識，並可及時回診與醫師討論病情，這類的病人較

為適合停藥。

精神疾病需一輩子要服藥嗎？Q.28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PART  4  藥物篇

39

一般民眾常說「心病要用心藥醫」，這句話並不完整。

現代醫學對於心病（精神疾病）的解讀，多半是腦部

失調導致身心失衡，尤其在疾病急性期或非藥物治療

後仍然效果不佳而痛苦異常時，藥物治療是非常關鍵

且需要的。

精神疾病其實是病人的大腦生病，導致情緒、行為和認知能力等出

現問題，所以情緒只是其中一環，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對於某些輕型情

緒困擾有效，但若是較嚴重的精神症狀，包括妄想、幻覺、脫離現實的

失序行為，則及時的藥物治療就很重要。

一般來說，各種精神疾病的治療重點不同，若是思覺失調症、雙相

情緒障礙症（躁鬱症）會以藥物為主、心理治療為輔；環境適應障礙則

以心理治療為主、藥物為輔。因為人到新環境都需要時間適應，當時間

久了仍有憂鬱，需藉由心理為主、藥物為輔的治療方式。所以精神疾病

常需靠藥物和心理治療互相搭配，且許多實證發現，藥物治療一段時間，

對身體健康是利大於弊。例如抗憂鬱劑，服用一段時間可提升腦部「	腦

源性神經滋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含

量，保護腦部損傷處；甚至鋰鹽或抗精神病藥物都可減少疾病復發所致

的腦部損傷，對腦部產生保護效果。

精神科藥物吃久了是不是
對身體不好？Q.29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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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病情穩定的病人若想停藥，建議先回診和醫師討論，

千萬不可隨意停藥，否則很容易復發。常有門診病人

服藥 2-3 個月後，因為病情改善而自行停藥，結果隔

沒多久又復發。

「以為病情好轉」和「擔心吃藥有副作用」常是病人想自行停藥

的原因，可是根據醫學報告顯示，若治療滿一年停藥者，復發機率約

20%，若未滿一年停藥，復發機率高達 50%，可見愈停藥復發機率愈

高。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病人更不可隨意自行停藥。建議病人不要太害

怕精神科藥物，現在的抗精神疾病藥物在肢體僵硬、手抖、流口水等

副作用已經減少很多，較常見的是體重增加，病人若擔心持續吃藥產

生副作用，可與醫師討論改用其他副作用較少的藥物。

病情穩定的精神病人是否可以
自行停藥呢？Q.30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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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鹽主要是治療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病人的藥

物，可以調節神經傳遞物質，穩定情緒，過去是治療

躁症的首選。不過由於鋰鹽服用過量時，可能有中毒

危險，所以服藥過程需抽血檢測濃度。

血中鋰鹽濃度是指距離最後一次服用鋰鹽 9 到 13 小時抽血測定

的血中濃度，屬一天中血中鋰鹽濃度最低值。雖然鋰鹽的安全範圍狹

窄，但鋰鹽治療精神疾病有其用途，並非完全不能使用，一般治療劑

量下，鋰鹽引起的手抖屬微抖，當鋰鹽中毒時，手抖可能很明顯。

因此，當病人出現手抖症狀時，醫師會先評估是否劑量過多，若

劑量正常，建議可再合併使用另一種緩解手抖的藥物；若濃度過高，

則應降低劑量。

另外，頻尿及易口渴也是服用鋰鹽常見副作用，少數人可能出現

尿崩等腎臟系統問題，所以治療前及治療期間需定期檢查腎功能。若

服用鋰鹽導致口渴，可喝水改善，建議病人先把水含在嘴巴，再慢慢

喝下去，千萬別猛灌水，否則容易造成水中毒；或透過咀嚼無糖口香

糖，刺激唾液分泌。

精神病人服用鋰鹽後，發生
手抖、口渴，應如何處置？Q.31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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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假若服用藥物對病人的幫助多、副作用少，建議繼續

服藥；但若對病情幫助不大，副作用多或無法忍受，

可與醫師討論減少劑量、停止該藥或更換其他藥物。

舉例來說，抗憂鬱劑藥物可調節血清素，在剛開始服藥的一個星期

會發生噁心、嘔吐等副作用，之後便會慢慢減輕。鋰鹽藥物在腸胃道方

面，噁心、嘔吐也是常見副作用。建議在適當劑量下，將藥物分成 2-3

次在飯後服藥，以減輕不適感，然而若是治療後期副作用變得比較嚴

重，則需考慮鋰中毒的可能性。

所以醫師在幫病人開立藥物時，會先考慮病人的用藥史，何種藥物

對病人有效，以及避開副作用明顯的藥物，在通盤考量病人服藥後病情

改善情形及副作用之後，才決定是否繼續使用該類藥物。

精神病人服用藥物後，有噁心
嘔吐情形，可否不吃藥？Q.32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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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超過一成的精神病人服用藥物後會過度流口

水，常見 2 種原因如下：

一、服用第一代抗精神疾病藥物：

傳統第一代藥物，服用後比較容易有流口水、手腳僵硬、眼睛上

吊等錐體外症候群的副作用，尤其眼睛上吊及手腳僵硬會讓人一眼看

出，所以病人很排拒吃這類藥物。為了減少這些副作用，可請醫師評

估，是否能轉換第二代或第三代藥物降低副作用外，臨床上也可併服

其他藥物如抗巴金森藥來處理這些副作用。

二、服用 CLOZAPINE 藥物

CLOZAPINE（商品名：可治律 clozaril）是抗精神病最後一線用

藥，對於幻聽、妄想等症狀非常有效，尤其當第一、二線藥物反應不

佳時，醫師常會使用 CLOZAPINE 來治療。不過此類藥物相對副作用

較大，尤其過度流口水常發生在病人半夜睡覺時，主要是因睡覺時吞

嚥動作變少，導致口水變多。臨床上可併服其他治口水藥物如抗巴金

森藥，或是枕頭下墊毛巾來解決這項困擾。

精神病人服藥後過度流口水，
該如何處理？Q.33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黃正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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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病人若服用抗焦慮、抗憂鬱及安眠藥期間發現懷孕

了，首先把所服用的藥名抄下來，詢問妳的婦產科醫

師或藥師，先評估這類藥物會不會有什麼影響，並配

合定期的產檢追蹤。

其次，詢問精神科醫師，討論目前病情是否適合停藥，因為懷孕

前 3 個月是胚胎神經細胞發展期，但是停藥後可能會使病人病況不穩

定，這時可考慮輔以非藥物治療，例如透過曬太陽（光照治療）、多

運動也有助改善憂鬱情緒。

除了孕期停藥問題，孩子生下來後若親自餵哺母乳，也可能受到

藥物影響，精神病人若想懷孕生子必須審慎思考，建議懷孕前與配偶

有良好的孕前規劃，萬一懷孕了，可將藥物帶著到門診或藥局，尋求

醫師協助或諮詢藥師。

精神病人於服用抗焦慮、抗憂鬱
及安眠藥時，意外懷孕了怎麼辦？Q.34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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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精神科藥物可合併服用一般感冒藥物，但感冒藥

中常見成分之一為抗組織胺，主要是治療鼻塞、流鼻

水或鼻過敏，由於抗組織胺有嗜睡副作用，加上感冒

當下很疲累，所以單純失眠，鎮靜安眠藥可稍停 1~2

天倒也無妨。

不過若平常一停藥就會影響病情，或原本同時併用非常多種類藥

物，考量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導致病人昏沉、嗜睡影響病情的正確辨

識，建議可將藥物帶著到門診或藥局，尋求醫師協助或諮詢藥師。

服用精神科藥物可以合併服用
感冒藥嗎？Q.35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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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服用精神科藥物不可以喝酒；即使沒有服用精神科藥

物，也不建議喝酒。因為酒精會影響人體肝臟代謝，尤

其酗酒可能導致併發酒精性的精神疾病，會出現幻覺、

妄想等症狀，例如：懷疑另一半外遇，影響性功能等。

臨床觀察，住院病房中有三分之一的精神病人與酗酒行為有關，

門診中也常有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病人，因為暴躁情緒加上酗

酒，導致醫師難以分辨是情緒性精神疾病還是酒精性的精神疾病。

喝酒會影響精神行為，最好是少碰酒。另外，酒精會在體內殘留

數小時，如果此時服藥，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包括：鎮靜安眠藥物、

抗憂鬱劑與抗精神疾病藥物等，且因為交互作用而可能增加酒精毒性

和藥物毒性，使原本藥效減弱。

服用精神科藥物可以喝酒嗎？Q.36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醫師 李嘉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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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藥成分屬於複方，通常一種中藥內含很多成

分，藥性較複雜，一旦精神科藥物與中藥合併服用，

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影響藥效或增加副作用，因此不

建議一起服用。

舉例來說，醫師常開的抗焦慮、安眠藥、鎮定劑等藥物，具有放

鬆、嗜睡等副作用，若精神病人再服用具有安神助眠的中藥，恐怕導

致整天昏昏沉沉，甚至睡整天。

中西藥分開服用的好處是當病人出現副作用時，醫師較能分辨出

是中藥還是西藥的影響，及時調整藥物。因此建議若有服用中藥需求

的病人，服用精神科藥物跟中藥的間隔時間至少需 1.5-2 小時。此外，

部分西藥不要與特定食物（如葡萄柚）一起吃，因為人體代謝葡萄柚

和部份藥物所需要的酵素相同，可能導致體內的藥物濃度增加，副作

用加倍。

服用精神科藥物可以合併服用
中藥嗎？Q.37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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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PART 0 5
照護溝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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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因腦神經失調，導致情緒容易失控或邏輯思

考異常等症狀，可能令人覺得難以溝通，很多時候家

屬需要體諒及理解病人，因為他們的大腦生病了，所

以在溝通方面較一般人困難。

例如憂鬱症病人可能因心思敏感，只要家人稍微嘮叨就會出現情

緒失控的狀況，但這些表現並不是病人願意的，家人必須明白這一點，

才能更包容病人的難處。

診間中很多家屬會向醫師傾訴，自己使用激將法或好言相勸都沒

有用，努力很久，嘗試各種方法卻得到反效果，但這不是病人的錯，

更不是家屬沒做好，有時候需要的是「改變溝通方式」。例如病人變

得很敏感時，盡量注意講話方式，減少刺激病人。總而言之，每位病

人的個性不同、病情不同，解決溝通問題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家屬可

找醫師討論，尋求適合病人的溝通方法。

為什麼精神病人發病之後變得
較難溝通？Q.38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蘇渝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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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精神疾病如同慢性病，精神病人需定期回診、按時服

藥、規律生活作息，缺一不可。倘若病情復發時，建

議家屬在與病人溝通方面注意以下原則：

一、態度溫和中立，當下少糾正他的問題，避免硬碰硬。

二、勸導病人回門診就醫，但溝通時勿用指責口氣，例如「整晚都不

睡，又發病了，快去看醫師」，建議改用「晚上睡不著很不舒服

吧？要不要我們一起去找醫師幫忙？」。

三、若病人有激烈行動或有自傷傷

人行為時，可打 110 報警請

警察協助。不過，有很多病人

因為沒有達到緊急護送就醫的

條件，無法請員警幫忙，此時

家屬可尋求當地衛生所的專業

協助，鼓勵病人就醫。

精神疾病發作時，該如何與他
溝通？Q.3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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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長期生病後，有些人會出現「負性症狀」，

也就是因疾病影響產生負性行為，例如：變得懶散、

不喜歡與別人相處、表情冷漠、人際關係薄弱、日夜

顛倒等。

這時需先了解病人有沒有規律服藥，若沒有按時服藥，宜先改善

用藥的順從性。必要時家屬可進一步尋求衛生所協助，經由公衛護理

師或社區關懷員訪視評估後，轉介社區資源，協助病人安排生活作息，

例如：白天到社區復健中心或日間復健病房等參與復健活動，建立規

律生活。若家人想勸導病人走出來，態度切記保持溫和，關心病人生

活作息不正常原因，而非責罵病人。

精神病人生活作息不正常，日夜
顛倒，要如何勸導？Q.40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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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雖然病人罹患精神疾病，但並不代表任何事都不能

做，面對他們宜保持「成人關係」，勿把生病的家人

當成小孩，且需從生活中培養他們的責任感，才有助

於促進康復。

建議家屬在病人能力範圍內，鼓勵精神病人學習生活自理，例如

一起做家事。家屬千萬不要有凡事都替病人做的心態，會使病人退化

更快，最終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另外，依照病人的病情程

度不同，家屬鼓勵病人自主的方

式也不盡相同，建議多用討論、

鼓勵的方式，協助他們做出正確

的選擇；但若面對症狀明顯的病

人，例如有瘋狂花錢等行為時，

可尋求醫師、護理師等專業人員

介入，訓練病人做好金錢管理，

若是受症狀影響，必要時需接受

住院治療。

精神病人較缺乏判斷能力和自我
照顧能力，所以凡事都要替他做
主嗎？

Q.41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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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如果有懷孕計畫，最好於孕前與婦產科和精

神科醫師討論用藥。精神科藥物分為 A、B、C、D、

X 五級，A 級證實對胎兒無害，B 級與 C 級依照孕期

不同，可以使用於孕婦，D 級在沒有替代藥品下，屬

於不得不使用的藥品，X 級是對胎兒有害不可使用；又精神科用藥一

旦減少或停藥，可能影響病人病情，因此藥物使用上務必尋求醫師協

助並密切配合。

其次，孩子出生前甚至在計畫懷孕前即需評估病人是否有能力照

顧孩子，家屬可以與病人共同討論孩子出生後的照護問題，並詢問當

地衛生所有關照顧新生兒的注意事項，包括疫苗注射等。若病人沒有

能力照顧孩子，其他家人需共同協助，否則小孩嚴重疏於照顧時，社

會局基於兒童保護之規定，可能介入處理。

另外病人產後需照顧孩子，可能面臨壓力變大及睡眠品質不佳等

問題，需注意是否有產後憂鬱症，當病情變嚴重時，需前往門診尋求

醫師協助。曾有夫妻兩人都是精神病人，但有傳宗接代的需求，與醫

師討論後尋求其他家人的協助，共同照顧小孩，孩子最終獲得良好照

顧。

精神病人如果有懷孕計畫，在
照護和醫療上要注意什麼？Q.42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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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首先需讓病人規律服藥以穩定病情；其次，病人在生

活上常見的症狀是人際關係退縮，例如家人邀他外

出，他不願意，這時需要考慮病人的病情穩定度及判

斷力時，盡量協助他融入社區生活，必要時則尋求社

區復健機構的協助。

不過家屬溝通時，切記需理解被病人拒絕是家常便飯，建議用病

人的處境去同理病人心情，較能讓病人願意嘗試外出或參與復健機構

活動。

以年輕的精神病人來說，來到日間復健機構，專業人員會經由會

談中評估他的需求，例如他很想要工作，就可以協助他設定目標，與

他共同討論達成目標的方法，進而提升病人出來復健的意願。

曾有思覺失調症病人，原先在家裡足不出戶，之後來到日間復健

機構後，逐漸養成規律的生活作息，時間上至少花了 1 年，因此家人

需有耐心去包容病人，才有機會協助病人復原。

如何協助人際關係退縮的精神
病人走出來？Q.43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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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 6
資源復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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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精神照護

病人精神疾病發作後，政府衛生單位及醫療院所會盡全

力的協助病人盡早恢復生活功能，也會協助家屬認識相

關疾病及如何因應，並且依據病人的恢復狀況及家屬所

能給予的協助，提供後續相關的復健方向。建議您可以

與醫療人員共同討論規劃，才不致於對未來感到恐慌。

一、醫療復健

病人離開醫院或渡過疾病的急性期後，因為部分的精神功能仍須進

一步的復健治療，家庭的支持與門診持續的追蹤是病人恢復生活功能的

最大影響因素，如家人因故無法照顧或協助病人復健時，可以考慮慢性

住院（精神科醫院）、日間復健病房、居家治療、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精神護理之家等資源。（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45 題）

二、社區復健、回歸社會

病人病情持續穩定，自我照

顧能力更好後，除了原有的家庭

支持及醫療復健，更可以考慮社

區復健中心、職業重建中心、住

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

（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46 題）

精神疾病發作後，除了家裡，
還能去哪裡？Q.44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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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離開醫院或渡過疾病的急性期後，因為部分的精神

功能仍須進一步的復健治療，家庭的支持與門診持續的

追蹤是病人恢復生活功能的最大影響因素，如家人因故

無法照顧或協助病人復健時，可以考慮下列方式：

一、日間復健病房：

由醫師轉介，白天在醫療人員的協助下，安排規律的日常作息如按

時服藥，訓練人際互動並培養生活自理的能力，逐步恢復生活功能。

二、居家治療：

精神病人出院後，回到家中無法配合治療，不願看診或身體功能退

化，經家屬及病人同意，由醫療專業人員到府訪視病人及家屬，或以門

診訪談和電話諮詢聯繫等方式協助服務。

三、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適合精神病人病情穩定、能按時服藥者，著重在病人職能復健能力，

由專業人員評估病人的復健潛能，再輔以職能訓練活動，以強化病人在

社區獨立生活能力。

四、精神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是家的概念，屬於 24 小時型的照顧機構，有專業的醫護

人員協助照顧，專門收治慢性精神疾病且需要生活照顧者，但需排除重

大疾病跟法定傳染病者。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一）

精神病人出院後，可以到哪些醫
療復健機構呢？（醫療復健）Q.45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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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病情持續穩定，自我照顧能力更好後，除了原有

的家庭支持及醫療復健，更可以考慮下列服務資源：

一、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 社區復健中心 )：

設建置在社區中的復健機構，以職能復健訓練為主，雖然醫療需

求較低，但仍有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協助，提供病人工作訓練、人際互

動技巧訓練、獨立生活功能訓練等，費用由健保給付。

二、職業重建中心：

側重病人職業訓練，例如工作技術，並在訓練後協助病人媒合工

作，較多是庇護性的機構。

三、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

設置於社區中，提供半保護性、支持性、暫時性的居住環境，服

務對象為病情穩定、無須住院治療、具自我照顧能力、有工作潛能及

工作動機者，病人白天於社區工作或訓練，晚上回到康復之家居住，

並接受獨立生活訓練。這些病人可能與家人關係不佳或是獨居者，由

專業人員協助學習在社區中獨立生活，復健治療費用由健保給付，伙

食費及住宿費需自行負擔。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一）

除了醫療復健外，還有哪些機構
可以幫助精神病人回歸社會？
（社區復健）

Q.46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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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精神病人融入社區生活乃促進他們復元很重要的

一環，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宜學習運用各項社

區資源以提升生活品質，其中社交休閒活動可依個別

興趣嗜好選擇下述場所，包括：文化中心、社區活動

中心、休閒運動中心、圖書館、電影院、教會等，可透過網路搜尋這

些場所的簡介及活動公告。

此外在精神科日間復健病房或康復之友協會也會提供病人各類社區

生活適應訓練，包括：訓練病人搭乘交通工具、運

用社區運動休閒設施、購物、搜尋生活資訊等，且

病人參加團體活動過程，同時也會促進與其他病友

及一般民眾互動，進而訓練其人際關係。

平時也可以鼓勵病人隨同親友參加社交或休

閒活動，由於有親友陪伴，較能維護病人安全，不

過親友也常擔心自己不是專業人士，恐無法處理緊

急狀況，因此建議加強家屬的照顧能力，以提升其

陪伴病人外出活動的動機。

有適合精神病人社交休閒的
活動或場所嗎？Q.47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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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護理之家是「家」的概念，專門收治慢性精神疾

病且需要生活照顧者，但需排除合併重大生理疾病和

法定傳染病者。來這裡的精神病人年紀較大，症狀穩

定需要安養，但因為家人年紀大或無法照顧他們，才

會住進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除了提供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照顧外，有精

神醫療團隊安排團體治療活動，主要目標在促進住民的生活功能，降

低失能程度，提供住民身心靈及社會的整體需求滿足，並善用社會資

源，提供家庭喘息的機會，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

入住的程序，家屬可詢問各地區公所社會課或洽各地精神護理之

家評估。

（精神護理之家請參考附錄一）

精神護理之家的收置對象？Q.48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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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如同慢性病，必須長期回診追蹤、服藥控制，

就能回復一定程度上的疾病穩定，除了醫療資源，政

府單位（如衛生局、衛生所）也會定期與精神病人及

其家屬進行關懷追蹤，並且提供精神疾病相關知識及

資源連結；除此之外，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也會不定期舉辦精神疾病、

家屬支持相關課程，都是精神病人及家屬可以獲得資訊的好方法。病

友和病友之間、家屬和家屬之間的互動交流及鼓勵，彼此交換良好的

訊息，更能支持彼此，且更有方法與疾病共存，支持團體與課程資訊

可以向相關單位洽詢。（資源連結請參考附錄四）

另外，政府也鼓勵民間積極設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社區

復健中心），以訓練病人出院後順利回歸社區生活，機構有專業人員

照護及協助他們。透過復健和藥物雙軌並行，加上家人的支持、政府

單位協助，就能與精神疾病共存。

如何與精神疾病共存？Q.4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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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 7
工作升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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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升學篇
精神疾病是腦部疾病，如同一般慢性病是可以治療

的，病人只要定期回診、規則服藥，病情穩定後可透

過庇護性或支持性就業服務資源，協助媒合工作，回

到職場。

另外，社會大眾對「思覺失調症」存有刻板印象，雖然極少數精

神病人發生暴力犯罪，但經過媒體誇大、渲染報導，容易造成社會大

眾偏頗的印象。當精神病人回到職場工作，若受到外界歧視，容易讓

病人在工作上產生挫折感。因此，社會對於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仍有待

努力。

民眾及病人需培養正面看待疾病的態度，只要規則配合醫療復

健，就有較大機會回歸正常生活，逐步找回信心，相信精神病人回到

職場不再遙不可及。

精神病人有機會回到職場
工作嗎？Q.50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護理長 周季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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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在診間經主治醫師轉介職能治療師評估後，

依病情尋找適合的機構，進行人際互動關係課程，學

習壓力調適及職能訓練，有助於早日返回職場。

另外，病人若有情緒調適障礙，宜先到日間復健病房

接受人際互動關係等課程，培養回到職場後調解壓力的方式，有助於

維持回歸職場的能力。

如想重返一般就業職場，可到職業重建中心評估工作能力，針對

病人較弱的面向進行課程安排和訓練，再媒合支持性或庇護性的工作，

如：洗衣坊、洗車場、清潔員、店員、助理等。在就業輔導員的陪同下，

病人可先適應工作環境，再視案主工作能力及恢復情況增強工作頻率。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四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網站）

精神病人可以透過哪些機構訓
練回歸職場？Q.51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PART  7  工作升學篇

65

對於規律服藥且不用密集看診的病人，若有就業的意

願，建議如有家人或親友經營企業，可先在親友協助下

至公司工作，較能保障病人的工作穩定。畢竟面對外界

競爭性工作環境，壓力較大，容易導致病情復發。

其次，社區中有志工性的活動，家屬可以陪伴病人一起參與，藉

由參與活動之過程，學習工作能力和人際互動。若病人之前從事家管

工作，可安排病人做一些簡單性的家務，例如：清掃、洗衣服，至於

煮飯步驟較繁瑣，應視病人康復狀況慢慢給予訓練。

其實就業需兼具工作技能和抗壓性的能力，可由醫師評估病人的

能力，若病人在情緒管控和人際互動等情況較差，但病情相對穩定者，

可先去日間復健病房和社區復健中心接受復健訓練；若需要重建工作

技能者，則可考慮至職業重建中心。依據勞工局統計，106 年新北市

精障工作媒合成功者約 60 人次。

精神病人在準備就業時，有哪
些服務資源可提供協助？Q.52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66

問精神照護

首先，先澄清病人不去工作的原因，是受到病症影響

嗎？還是工作上遇到挫折？從原因去著手解決，若是

病症上的問題，可與醫師討論治療、用藥；但若工作

上遭遇挫折，則需協助病人克服困難。

曾有病人找到家庭代工型的工作後，因為自覺動作緩慢、能力不

足，老闆交付他要做的事情無法如期完成，壓力過大，於是決定放棄。

其實精神病人因為生病，專注力和手眼協調能力受影響，家屬和病人

一定要對精神疾病有認知，在病人能力有限時，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必須站在病人的處境與他溝通，陪伴病人走出難關。

精神病人才工作一個星期就不
想去了，怎麼辦？Q.53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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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精神病人經過治療後，病情穩定者可返回學校

就學，不過建議家屬先和老師溝通，使老師充分瞭解

學生的狀況，以適時協助。例如：人際關係上若遇到

同學嘲笑或欺負時，老師可引導同學與精神病人相

處，並指導病人面對學習環境；若有進一步需求，學校的輔導室老師

受過專業訓練，也可從旁協助他適應學習生活。

病人在回學校上課前，可先徵詢病人意願，由他決定是否告知同

學病情，因為有些病人害怕被貼標籤，而不願讓他人知道病情。也曾

遇過有病人願意主動透露病情，在同學和老師的理解和協助下，逐步

適應學校生活。

不過若殘餘症狀較明顯的病人，可以考慮青少年日間病房，例如：

台北榮總的向日葵學院、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的松德又一村，可

使學生保有學籍，並在醫療專業人員和特教老師的協助下，完成學業。

精神病人可以回到學校上課嗎？Q.54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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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需先思考一些問題，包括：病人去學校讀書的目

的是為了培養一技之長？還是為了家人的期待？他在

學校有能力去應付困難的學習課程嗎？畢業後容易找

到工作嗎？

建議家屬先與醫師討論病人的病情和能力，如果病人尚無法適應

學校環境，不妨尋找適合病人的復健機構和學習環境。例如：在日間

復健病房或社區復健中心學習簡單的工作，如販賣東西、送花或洗車

等，先增進病人的能力，使其恢復自信心，再來考慮升學或復學的需

求。當病人有進步時，家人才能對病人有所期待。

曾有精神病人因病況穩定回學校上課，不料病情又復發，透過專

業人員的協助，找到疾病復發的癥結點，乃因經常不規律服藥，忙於

打工加上沒回診，疏忽病情，所幸藉由專業人員的指導下，正視控制

疾病的重要性，進而恢復正常生活。

如果精神病人想繼續升學或復
學，需要考慮什麼呢？Q.55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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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 8
 家屬支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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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屬，通常會自行上網或詢問專

業機構以尋求照護知識；相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屬，

較少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便自動發展出一套照護模

式，例如不帶病人出門，把病人關在家中，或不願意

使用政府照護資源等，這些錯誤的照護模式，會導致病人病情惡化，

最終仍需由醫療端介入，他們才願意被動配合。

建議面對資源能力較弱的家屬，社區中的鄰里長可以主動發現並

協助提供相關資訊；也可訓練家屬自行上網查詢照護知識。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四）

可以從何得到精神疾病照護
知識？Q.56

台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秀燕A.



PART  8  家屬支持篇

71

家屬照顧精神病人的壓力很大，主要是來自對疾病的

陌生，不知道發病後要如何處理，尤其對精神疾病的

預後情況很悲觀，心生恐懼而導致的心理壓力。建議

家屬需先認識精神疾病，以降低不安及恐懼：

一、閱讀大量有關精神疾病的書籍，從中學習照顧精神病人的方

法。

二、接受精神疾病的衛教：、目前政府機關、醫療機構及一些民

間團體均常提供相關的家屬教育課程，協助家屬正確認識精神疾病及

獲取照護知識，且因而不再害怕外界眼光。

三、運用社會資源：透過精神疾病照顧專線和各縣市的康復之友

協會，可以指導家屬在面對棘手的照顧問題時，如何處理應對，必要

時提供轉介資源管道。

長期照顧精神病人的家屬，其需求常常被忽略，有時因壓力過大

而否定自己。所以建議家屬適時向外求援，給予自己喘息和宣洩負面

情緒的機會，以維持照護病人的能量。

照顧精神病人的壓力很大，
要如何抒發情緒？Q.57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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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屬考慮結婚時，必須先向對方坦承有家人罹患精

神疾病這件事，雙方互相討論後，再決定是否能接受

病人，以及是否結婚。通常家屬和身邊親友擔心的是

精神疾病可能會遺傳，若結婚生育子女，可能會影響

小孩。實際上，遺傳並非宿命，不良的後天環境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

	即使是遺傳高危險群，仍可藉由學習壓力調適，建立規律作息與

健康飲食習慣，增加友善的支持系統等方式，再輔以預防醫學與遺傳

諮商的整合，有效降低發病機率。

另外，也常見精神病人因為生病而不敢結婚，其實婚姻的經營著

重雙方的相處，能否共同一起努力克服生活上各類問題。例如：在面

對精神疾病時，雙方能否正確認識疾病的樣貌，規律治療，且能增加

自我心理韌性，去除精神疾病汙名化，了解「我只是生病但不是我的

錯」，才能攜手一起對抗疾病，共同建立幸福家庭。

家屬擔心自己有一天可能也會
發病，不敢和喜歡的人結婚。Q.58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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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主要照顧者的壓力是來自四面八方，身為照

顧者的您，需要陪伴病人走過漫漫長路，尋求其他家

屬或外界資源的協助是很重要的。如適時的找其他家

人輪替照顧，給予自己休息、補充能量的機會，才是

長久支持病人的不二法門。

新北市政府結合民間單位共同協助家屬度過任何一個難關，針對

照顧者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協助，包含：

1. 辦理家屬支持課程與互助團體、到宅支持服務或心理諮商服務。

2. 協助轉介長照中心評估，連結居家或機構喘息等長照服務。

3. 協助轉介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連結居家喘息服務。

4. 協助轉介家庭資源中心，連結家屬支持課程或到宅支持服務。

若您有以上任一需求，請洽當地衛生所諮詢。

新北市政府針對精神病人主要
照顧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Q.59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科長	杜仲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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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倡導篇
病人與醫療團隊充分合作是疾病治療成功的重要因

素，醫病雙方需瞭解病人的權利與責任，有助於良好

的醫病溝通。病人就醫時，基本權利如下：

一、有權接受治療，不因種族、性別、年齡、性向或

社經地位而受到歧視。

二、	有權在安全的醫療環境接受診療照護。

三、	有權詢問並得知關於病情之診斷、檢查檢驗結果、治療方針及預

後情形。

四、	有權參與診療照護過程的諮商與討論，並決定治療方式（包括拒

絕治療）等。

在上述權益中，常讓家屬最感困擾的是精神病人有權拒絕治療。

由於病人缺乏病識感，所以會拒絕接受治療，因此家屬只能在特定條

件下（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26 題）護送他們強制住院。為了不使病情惡

化到需緊急護送就醫之程度，家屬和病人平日需保持良好關係，才有

辦法說服精神病人願意規則就醫以控制病情。

精神疾病就醫時有何基本權益？Q.60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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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精神疾病慢性化後，可洽戶籍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社會課申請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如下：

一、申請人應自行檢附之文件：

（一）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未滿 14 歲未請領國民身分

證者檢附戶口名簿）。

（二）申請人之 3 個月內 1 吋半身照片 3 張。

（三）申請人印章。

（四）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初次鑑定者免持）。

（五）受委託申請者須檢附受委託人之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或

簽名）。

（六）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情況改變，自行申請重新鑑定者，應另檢具

3 個月內身心障礙相關診斷證明。

（七）如欲申請到宅鑑定，請攜帶足資證明全癱無法自行下床、需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長期重度昏迷或其他特殊困難無法

自行至醫院機構辦理鑑定之診斷證明書或里長證明書。

罹患精神疾病可以申請身心
障礙證明嗎？Q.61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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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流程：

（一）申請人至公所提出申請領表

（二）申請人至醫院鑑定或申請到宅鑑定後由醫院於系統完成資料建

檔

（三）醫院陳轉鑑定資料至衛生局（鑑定完畢之身心障礙鑑定表由醫

院填寫並核蓋關防，於 10 天內送交衛生局）

（四）衛生局行政審查（由衛生局進行鑑定表紙本及醫院系統登載資

料之審核，於 15 天內送交社會局）

（五）社會局專業團隊進行各項福利需求評估及轉介福利服務（依據

鑑定結果初步判定是否具有復康巴士乘坐、必要陪伴者之需求

及是否為行動不便之情形，於 15 天內完成審查）

（六）函知公所身心障礙鑑定結果及福利需求評估結果（由社會局身心

障礙福利科造冊後，於 5 天內函送核定清冊、身心障礙證明及行

動不便、復康巴士、必要陪伴者優惠評估結果予公所）

（七）公所製作及發放身心障礙證明及告知福利需求評估結果（由區

公所社會課於 10 天內製作並發放身心障礙證明，及通知是否

符合身心障礙資格、發放身心障礙證明及行動不便、復康巴士、

必要陪伴者優惠評估結果予申請人）

( 身心障礙證明相關服務內容請參考附錄四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 身心障礙

者福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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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精神病人是包含在服務對象

內，但實際上很難獲得照顧。根據同法第 3 條，身心

失能者是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導致日

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此法規著重在患者身體失能，

因病長期臥床無法行動，不同於精神問題導致的失能。

目前多數精神病人是身體功能正常，卻因腦部病變無法正常照顧

自己的生活起居，他們不像失能者有明確的行動不便，需要輪椅、輔

具等協助，可能僅是精神問題造成不吃飯、不睡覺和行為怪異等，此

類行為難以申請長照服務，加上目前各縣市長照 2.0 服務設施普及率

不一，實務面上較難提供慢性精神病人服務。

在新北市倘若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未達失能的身心障礙者，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會將個案資料轉給社會局核予「身心障礙者臨時及

短期照顧服務」，可由照顧服務員前往家中提供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

托期間之安全為主，協助其簡易身體照顧及陪同就醫等服務。

現在政府在推長照 2.0，精神病
人可以得到長期照顧的服務嗎？Q.62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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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常見的法律問題主要發生在財產方面，例如

患者過度消費，把信用卡刷爆，等家人付清後，又繼

續瘋狂購物，類似行為較常出現在雙相情緒障礙症

（躁鬱症）病人身上；思覺失調症病人則出現買東買

西，失去判斷能力的行為。

對於上述精神病人因疾病產生的法律問題，法律扶助基金會（簡

稱法扶或法扶會）目前在全國共有 22 分會，主要提供「法律諮詢」

及「申請扶助律師」的服務，使需要專業性法律協助卻又無力負擔訴

訟費用及律師費的民眾，給予制度性的援助，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人民

的訴訟權及平等權等基本人權，法扶會資源可由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

教育協會或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協助轉介。

（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連結請參考附錄四）

倘若發生法律上的問題，可透過
何種管道或機構得到協助？Q.63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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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第 19 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

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

得減輕其刑。前 2 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舉例來說，精神病人常見的觸法事件，如：借人頭、假結婚、賣

存摺和被詐騙集團詐騙等行為。根據上述法條，需先由法院採用精神

鑑定方式來判斷精神病人觸法行為是否受疾病影響所導致，若不是疾

病因素，精神病人仍必須負起法律責任；反之，若因疾病所致則可減

輕刑責。精神病人若因疾病無法清楚陳述自身權益，加上請律師辯護

費用高，建議尋求法扶會協助。

（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連結請參考附錄四）

精神病人如果觸犯法律或被控告，
應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法定權益？Q.64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PART  9  權益倡導篇

81

舊民法針對精神病人訂有禁治產宣告的規定，但此制

度缺乏彈性，不符社會需求，故民法修正為監護宣告

之外，增加「輔助宣告」，充分保護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者的權益。

輔助宣告是限制精神病人特定行為，例如：不能作擔保、消費不能超

過特定額度，藉由限制精神病人行為，避免精神病人亂花錢。因申請

宣告需當事者同意，所以家人需努力溝通說服精神病人。

曾有病人因申請輔助宣告，被公司老闆發現他有精神疾病而遭辭

退，所以輔助宣告雖然保障精神病人的行為，但也可能造成病人受外

界歧視，找工作困難。

另外監護宣告是針對較嚴重的病人，設立監護人限制行為人所有

能力。

如何避免精神病人因疾病而不
當使用金錢，或申辦信用卡、
行動電話？

Q.65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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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一、何人可以提出聲請？

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

女、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等）、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

二、要向那個法院提出聲請？

向應受監護宣告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的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聲請。

三、需要檢附那些文件？

（一）	聲請狀。

（二）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聲請人、擬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的

戶籍謄本各	1	份。

（三）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的醫生診斷證明或殘障手冊影本。

（四）	其他法院要求提出的文件。

（五）	聲請人可向法院推舉監護人或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之人選，並應檢附

「同意書」及「親屬系統表」。

四、費用

依家事事件法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繳納聲請費用新臺幣	

1,000	元。

（資料來源：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四司法院網站連結）

如何聲請「監護宣告」或「輔助
宣告」，以保障精神病人自身法
律權益？

Q.66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秘書長	黃莉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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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服務項目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八里區華富山 33 號
(02)2610-1660

1.2.3.4.5.6.7.8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
院附設新莊仁濟醫院

新莊區中環路一段 28 號
(02)2201-5222

1.2.3.5.7.8

宏慈療養院
新店區安泰路 157 號
(02)2215-1177

1.8

怡濟慈園醫療社團法人宏濟神
經精神科醫院

新店區安忠路 57 巷 5 號
(02) 2212-1100

1.8

泓安醫院
淡水區下圭柔山 91 巷 2 號
(02)2623-2681

1.8

台安醫院
三芝區興華里楓子林路 42 之 5
號、42 之 9 號
(02)2637-1600

1.8

名恩療養院
鶯歌區鶯桃路二段 62 號、64 號
(02)2670-1092

1.8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
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 1-2 號
(02)2620-9199

1.6.7.8

附錄一  新北市精神醫療資源一覽表

   服務項目     
1  精神科門診   6  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2  日間留院      7  急性住院

3  居家治療      8  慢性住院

4  附設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 康復之家 )

5  附設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資料日期：107 年 11 月

精神科專科醫院

新北市精神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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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醫院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服務項目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莊區思源路 127 號
(02)2276-5566

1.2.7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莊區中正路 794 號
(02)8200-6600

1.2.5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02) 8512-8888

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 三重院區 )

三重區新北大道 1 段 3 號
(02)2982-9111

1.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 板橋院區 )

板橋區英士路 198 號
(02)2257-5151

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02)8966-7000

1.2.3.7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
國泰綜合醫院

汐止區建成路 59 巷 2 號
(02)2648-2121

1.2.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

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02)6628-9779

1.2.3.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

1.2.3.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新店區車子路 15 號
(02)2212-3066

1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永和耕莘醫院

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Ｂ 1-7 樓
(02) 2928-6060

1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
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02)2249-0088

1.2.3.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民權路 47 號
 (02)2809-4661

1.3.7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
人恩主公醫院

三峽區復興路 399 號
(02) 2672-3456

1.2.3.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得揚工作坊
土城區青雲路 10 之 2 號
(02)2274-7021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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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
第二所康復之家

八里區華富山 33 號
(02)8630-5755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
八里康復之家

八里區中華路二段 310、312 號 2 樓
(02)8630-5766

私立永丞康復之家
三峽區中華路 13 之 5 號 5 樓及 5 樓之 1
(02)2674-0789

私立安溪康復之家
三峽區中華路 13 之 5 號 3 樓
(02)2671-1993

私立中和康復之家
中和區中和路 59 號 4 樓
(02)8245-9066

安立康復之家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560 號 3 樓
(02)2226-5563

新北市立五股康復之家 ( 委託
培靈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

五股區五權路 7 巷 8 號之 1，1、2 樓
(02)2298-1126

私立鹽光康復之家
汐止區中興路 100 號 2 樓、2 樓之 1
(02)2641-8555

私立汐止康復之家
汐止區中興路 183 巷 1 號 2~4 樓
(02)2695-9798

私立全安康復之家
板橋區東門街 34 號 3 樓及 36 號 2~5 樓
(02)2960-6077

祐成康復之家
板橋區重慶路 260、262 號 9 樓
(02)2952-9550

湳雅康復之家
板橋區館前西路 207 號 4 樓、4 樓之 1
(02)2960-0050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
健中心

中和區南山路 4 巷 3 號 5 樓
(02)2246-9893 分機 207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心橋
工作坊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548 巷 31 號 1 樓
(02)2255-7504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新莊
工作坊

新莊區景德路 256、258 號 1、2 樓
(02)2208-4545

財團法人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療養
院新莊分院社區復健中心

新莊區瓊林路 100 巷 21 號 1 樓
(02)2201-5222 分機 6130



86

問精神照護

永吉康復之家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 號 4 樓之 2
(02)8952-2801

永安康復之家
淡水區商工路 141 號 1、2 樓及 143 號 1、2 樓
(02)2628-2175

私立淡水康復之家
淡水區後洲子 15 之 3 號
(02)2801-3168

私立新店怡園康復之家
新店區民權路 145 號 2、3 樓，147 號 3 樓
(02)8667-3167

禾欣康復之家
新店區中正路 539 之 2 號 4 樓
(02)8667-3055

鴻安康復之家
新莊區中正路 391 號 6 樓及 393 號 6 樓
(02)8201-9595

私立佳瑩康復之家
新莊區中正路 55 之 5 號
(02)8993-5058

私立全人康復之家
新莊區瓊泰路 95 號 1~3 樓
(02)2203-1628

私立文德康復之家
新莊區中正路 175 之 1 號 3 樓
(02)2998-8831

私立迦百農康復之家
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62 號 9 樓、9 樓之 1
(02)2262-8568

重安康復之家
三重區重陽路四段 130 號及 132 號 8 樓
(02)2981-5580

精神護理之家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
精神護理之家

八里區華富山 33 號
(02)2610-1660 分機 3720

私立晨恩精神護理之家
淡水區賢孝里番子田 132 號 1~2 樓
(02)2801-1697

私立樂活精神護理之家
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41 巷 24 號 2 樓
(02)8662-6930 分機 108

私立樂天精神護理之家
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41 巷 24 號 3 樓
(02)8662-6001

敏金精神護理之家
蘆洲區光明路 85 巷 15 號 1、2、3 樓
(02)8283-8218

家妘精神護理之家
蘆洲區長榮路 410 號 2~4 樓
(02)8282-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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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精神護理之家
汐止區大同路三段 369 巷 26 號 1~3 樓
(02)8648-1027

禾軒精神護理之家
鶯歌區中正一路 165 號 1~4 樓
(02)8678-1867

精神科診所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電話

美麗心成人兒童精神科診所 三重區正義北路 210 號 1 樓 (02)2988-6773

陳信任精神科診所 三重區正義北路 320 號 1 樓 (02)2987-1868

林南診所 三重區重陽路四段 11 號 1 樓 (02)2980-9803

安興精神科診所 三重區重新路 3 段 132 號 1 樓 (02)2974-3029

王湘琦身心診所 三峽區中華路 28 巷 8 號 1 樓 (02) 2671-0427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
譽國民之家醫務室

三峽區白雞路 129 號 (02)2673-1201

合康身心診所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17 號 1 樓 (02) 2264-3905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土城院
區 - 日昇身心健康中心

土城區青雲路 6 號 (02)2274-5250

永康身心診所 土城區裕民路 82 號 1 樓 (02)2273-0199

悠活精神科診所 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158 號 1 樓 (02)2274-8877

寧靜海診所 中和區永貞路 239 巷 20 號 1 樓 (02)2921-2321

樂活精神科診所 中和區安樂路 25 號 1 樓 (02)2946-3655

永平身心診所 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174 號 1 樓 (02) 2920-5660 

中永和身心精神科診所 永和區中正路 558 號 1、2 樓 (02) 2929-1555

明心診所 永和區中正路 748 號 1 樓 (02)2928-6111

心晴診所 永和區竹林路 27 號 1 樓 (02)8925-0802

福和身心診所 永和區福和路 240 號 1 樓 (02)2929-1868

合康診所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512 號 1 樓 (02) 8642-5222

謝宏杰身心精神科診所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32號1樓 (02)8691-6588

順心診所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60 號 1 樓 (02) 8952-0669

實健診所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32 號 1 樓 (02)8952-6627

心康診所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34 號 1 樓 (02)2962-6888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75 號 1 樓 (02)2255-5222

家樺診所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82 巷 3 弄 51 號 1、2 樓
(02)82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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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小叮嚀

為落實精神疾病之照護，各區衛生所護理師及各醫療院所關懷

訪視員將對精神病友進行定期追蹤關懷，提供完善的照護服務。針

對以上內容如有疑問請洽詢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257-7155，或

各區衛生所。

楊思亮診所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 號 (02)8252-8779

喜樂診所 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154 號 1 樓 (02) 2964-7761

放開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板橋區忠孝路 92 號 1 樓 (02) 2955-7768

幸福身心精神科診所 板橋區實踐路 83 號 1、2 樓 (02) 2957-8000

樂為診所 板橋區漢生西路 68 號 1 樓 (02) 2250-0007

欣泉身心診所 林口區文化二路 1 段 156 號 (02)2600-6182

陳灼彭身心醫診所 淡水區北新路 192 號之 1(02) 2629-8996

知見身心診所 淡水區民族路 9 號 2 樓 (02)2808-7008

賽斯身心靈診所 新店區中央七街 26 號 2 樓 (02)2218-0875

楊聰才診所 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239 號 2 樓 (02)2918-1299

輔大診所
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醫學綜合大樓 1 樓）
(02)2905-2526

晴美身心診所 新莊區中正路 577 號 2 樓 (02) 2908-1775

永悅診所 新莊區民安西路 6 號 1 樓 (02)2204-8782

好心情身心精神科診所 新莊區復興路二段 10 號 1 樓 (02) 2996-5868

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新莊區新泰路 193 號 1 樓、2 樓 (02)2277-9773

喜悅診所 樹林區中山路一段 10 號 1 樓 (02) 2682-0039

長建身心診所 蘆洲區中山一路 165 號 1 樓 (02) 2847-1313

壬康精神科診所 蘆洲區中正路 114 號 1 樓 (02)8282-5885

福田診所 蘆洲區中正路 140 號 1 樓 (02) 8286-3287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蘆洲院
區 - 元氣身心健康中心

蘆洲區光榮路 116 號 (02)8285-6224

養心診所 鶯歌區建國路 36 號 1 樓 (02) 2677-5767

欣慈診所 鶯歌區國慶街 160 號 1 樓 (02)2677-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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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
 精神疾病養護床收治原則

一、	為妥善照顧需長期養護之低收入戶精神病人，特訂定本要點。

二、	精神疾病養護床收治對象應符合下列要件：

　　( 一 ) 領 有 重 度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其 診 斷 為 思 覺 失 調 症

（Schizophrenia）、鬱症（Mood disorders）及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者。

　　( 二 )	 無重大生理疾病、癱瘓或中、重度智能不足者。

　　( 三 )	 未受監護處分或未因受刑事判決在執行期間者。

三、	符合前點之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優先收治：

　　( 一 )	 無謀生能力且無親友依所得稅法規定予以撫養者。

　　( 二 )	 鰥寡、離異，且子女未成年及父母年逾六十歲或其一親等

經證明均無能力照顧病人者。

　　( 三 )	 二親等內二人以上有前點第一款疾病者。

四、	申請收治者應備齊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衛生局辦理初審：

　　( 一 )	 三個月內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開具之診斷證明。

　　( 二 )	 未具第二點第二款疾病之診斷證明。

　　( 三 )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 四 )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五 )	 全戶戶籍謄本。

　　( 六 )	 健保卡影本。

前項初審合格後，由衛生局檢附訪視紀錄函送衛生福利部核轉收

治醫院診斷認可後收治。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
精神疾病養護床收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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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符合收治要件申請收治者，應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代為辦理。

五、	病人已不符收治要件者，應由收治醫院通知其親屬辦理出院或轉

介適當之機構。	

六、	聯絡窗口：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257-2623

七、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養護床精神病人收治機構一覽表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收容類別

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 號 (03)888-6141 慢性精神病個案

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049)255-0800 慢性精神病個案

附錄三  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 ( 簡稱照管中心 )

( 僅列出精神病人較適用之服務，其餘服務內容請洽各照管中心 )

一、簡介

新北市政府自民國 93 年起，衛生局、社會局就已攜手合作成立

「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以下簡稱照管中心 )，以單一窗口

為民眾提供完整性的長期照顧服務，並且優於全國率先提供不分年齡

失能者的長期照顧服務。因此進入長照 2.0 的時代，民眾也不必煩惱，

只需要找到新北市照管中心，就可以繼續從「單一窗口」得到完整的

各項長照服務。

二、服務對象：

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 以下簡稱照管中心 ) 評估核定後，實際「居

新北市政府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附錄

91

住」於新北市 ( 以下簡稱本市 )，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為限： 

( 一 )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 二 ) 55 歲至六十五歲失能原住民  

( 三 )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 四 ) 失能之身心障礙者  

( 五 ) 未滿 65 歲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失能者：須具有重大傷

病證明、或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診斷證

明 ( 須確診病名及狀態 )、或發展遲緩診斷證明，前開各項證明有

效期限適用一年。

三、申請流程及窗口

符合服務對象之民眾可透過以下管

道申請長照服務，經照管中心初審、照顧

管理專員會主動聯繫，安排到府進行失能

評估，核定失能等級與給付基準，標準作

業流程時間為 12 個工作天 :

( 一 ) 臨櫃申請 : 可向區公所、衛生所、

各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或本府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各分站，填寫「長

期照顧服務申請書」。

( 二 ) 1966 電話申請 : 居住本市者，可撥打 1966 或各分站電話，提供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聯絡資訊等基本資料，即可受理。

( 三 ) 線上申請 :

「新北市雲端 E 櫃臺」使用「申辦 E 服務」。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Ac124014.action

四、長期照顧各項服務內容

依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2 月 29 日公告之「長期照顧（照顧服務、

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

受理案件

到府評估

核定服務與補助

提供服務

1

2

3

4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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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及支付基準」辦理。服務內容包含 : 服務內容包括居家照顧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家庭托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喘息服務。

五、補助標準

依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2 月 29 日公告之「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

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

支付基準」辦理。長照需要等級為第 2 級至第 8 級，補助標準：一般戶

政府補助84%、民眾負擔16%、中低收入戶政府補助95%、民眾負擔5%，

低收入戶政府全額補助，民眾免負擔額度，詳情請洽可照管中心各分站。

六、各分站資訊及服務區域

分站 電話 傳真 服務區域 地址

板橋分站 2968-3331 2968-3510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0 號 5 樓

永和分站 2246-4570 2246-4570 永和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4 巷 3 號 2 樓

中和分站 2246-4570 2246-4570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4 巷 3 號 2 樓

三重分站 2984-3246 2983-3481 三重 / 蘆洲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
道 1 段 3 號 6 樓

新店分站 2911-7079 2911-0665 深坑 / 新店 / 烏
來 / 石碇 / 坪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1 段 88 巷 11 號 4 樓

三峽分站 2674-2858 8674-1927 土城 / 樹林 / 鶯
歌 / 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
71 號 3 樓

淡水分站 2629-7761 2629-8330
淡水

( 石門 / 金山 / 
萬里 / 三芝 )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58 號 2 樓

新莊分站 8521-9801 8521-9810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富貴路
156 號 1 樓

汐止分站 2690-3966 2690-7369 平溪 / 瑞芳 / 雙
溪 / 貢寮 /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
路一段 266 號 3 樓

泰山分站 2900-3616 2900-3632 泰山	/	五股	/ 林
口	/ 八里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
212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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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相關資源網站

下述為精神疾病病人及家屬，可以運用的相關資源網站，內含眾

多值得參考使用的資訊：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精神疾病養護床收治原則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9460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文宣搜尋中，類別請選心理健康促進）

http://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kits.aspx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 如何聲請監護宣告、如何聲請輔助宣告

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08-1.asp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https://www.health.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https://www.law.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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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雲端 E 櫃臺」- 長期照顧服務線上申請

https://service.ntpc.gov.tw/eservice/Ac124014.action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 社會救助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242&parentpath=0,4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 身心障礙者福利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48&parentpath=0,4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 身心障礙者社福單位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149&parentpath=0,7,144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 新北勞動雲 - 身心障礙就業輔導

https://ilabor.ntpc.gov.tw/browse/employment-service-for-the-disabled

新北市特殊教育資訊網      

諮詢專線 (02)2960-3456#2638-2647     https://www.sec.ntpc.edu.tw/

新北市心理師駐點諮詢輔導服務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9510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https://www.familycare.org.tw/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http://www.takecare88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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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

http://www.tpmra.org.tw/node/75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http://www.brainlohas.org/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http://www.tamiroc.org.tw/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http://www.ntcami.org.tw/ap/index.aspx

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

https://zh-tw.facebook.com/familylink.tw/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http://www.depression.org.tw/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02-22308830(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 )

法律扶助基金會

http://www.la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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