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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主愛人 締造豐盛生命

在社區中進行精神病的治療是現今世界上發達國家發展現代化精神科服

務的大趨勢 ，隨着有高療效的新一代藥物面世及有更多的社區支援 ，現在大

部份病情穩定的精神病患者都毋須長期被關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他們一般都

能夠早一點重新投入社區生活和繼續他們復康的旅程 。我們一般都相信社區的環

境比醫院較為自然和少限制性 ，這樣會對病患者的精神健康更有裨益 ； 然而有很

多重性精神病患者都欠缺病悉感 ，他們往往離開醫院後都很容易因為自行停藥而病

發 ，其中有不少更加需要再次入院重新接受治療 。

根據香港現行的精神健康條例 ，醫生可以為一些強制性留院的高危病人在他們有

條件離院前訂立一些他們必須願意在出院後遵守的條件 ，一般會包括定時覆診 、按照

醫生指示服藥及接受醫護人員例如個案經理的定期探訪等 ，假如他們沒有遵守任何其中

一項要求 ，醫生有權根據情况需要而把病人召回醫院 。可是一般來說 ，有條件出院只限

用於一些有暴力行為紀錄或傾向的病人身上 。至於那些有嚴重自殺傾向或疏忽自理的病患

者並不包括在內。此外 ，這項條文亦都不能夠應用於自願留院或已經回到社區生活的病人。

何謂社區治療令？
現在歐美和澳紐等國家都有採用社區治療令來幫助一些沒有病悉感的精神病人在社區得到治

療 ，社區治療令就是法律賦予醫生權力去要求被法令規管的病人在社區裏必須接受診治 ，否則就

要入院治療 。申請社區治療令通常都需要符合一些條件 ，首先 ，病人必須被診斷或懷疑患有精神

病及需要接受治療 。第二 ，外國有些地方 ，例如加拿大會要求病人以往有相當次數的住院記錄 ，但

是也有些地方好像澳洲會容許一些沒有精神病歷的全新病人接受社區治療令 。第三 ，病人必須有傷害

別人或自己的危險 ，有些國家亦會接受嚴重疏忽自理作為申請社區治療令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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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行使社區治療令的國家都會加入一些設定去保障病人應有的權利 ，一

般來說 ，醫生需要向法定機關作出申請而每次頒發的治療令都是有期限的（例如

六個月），以後每次延長也需要再次申請 。另外 ，病人或家屬也可以定期申請覆

核 ，每個病人所接受的社區治療令除了規定接受治療外亦可以有彈性地附上一些

對病人或家人適切的條件 。有些國家更會要求接受社區治療令的病人要獲得一份

包括醫生以及由不同界別服務提供者所參與的治療計劃 。

社區治療令的利與弊
其實社區治療令一直也帶來了不少爭議性 ，有人認為它違反了基本人權 ，可

是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 ，除了第三條款關於個人自由和第十二條款關於個

人不受干涉的權利以外 ，第二十五條款亦提到了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一定的生活水

平而其中包括了健康及醫療照顧 。社區治療令實質上是保障了一些病情差但又欠

缺病悉感的病人在獲得適當治療這一方面的權利 。此外也有一些意見認為社區治

療令會增加精神病患者受到歧視的標籤和引致更加多有需要的病人害怕求診 ，可

是社區治療令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本來已經不願意接受治療但又有危險性的病人 。

雖然很多贊成社區治療令的人覺得它有助於保障我們社會的安全 ，但是外國的經

驗告訴我們社區治療令並未能夠明顯減低悲劇的發生 。一些涉及精神病人的嚴重

事故通常由很多複雜的因素所形成 ，並非單靠一兩樣新的措施就能夠杜絕 。

到底香港應否制定新的社區治療令來替

代現有精神健康條例內的有條件出院呢？這

項討論應該由我們精神科服務內的各個持份

者一起參與 ， 除了醫護人員 、病人及他們

的照顧者外 ，其他好像社會福利界 、司法

界 、執法機關甚至一般社會人士的意見也十

分重要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 ，在香港制定

和推行社區治療令將涉及龐大的額外資源和

需要更完善的社區精神科服務來配合 。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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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林煥光先生

從事金融業行政工作的吳太 ，某日因兒子急病

而致電回公司請假 ，遭到上司刁難 ，問她想要工作

抑或家庭 。吳太後來因兒子病情惡化而要多請幾天

假 ，再被上司拒絕 ，別無選擇下 ，她唯有提出辭

職 。

上述是平機會曾處理的一宗家庭崗位歧視投

訴 ，公司最終按照吳太的要求為她提供推薦信 ，及

不再要求她支付原定的離職代通知金 。由於她的前

上司已在她投訴後離職 ，吳太決定不再追究 。雖然

此個案最終透過調解而平息紛爭 ，然而 ，類似的矛

盾和衝突卻在僱主與僱員之間經常出現 。

過往幾年 ，平機會與其他非政府機構也曾就本

港僱員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情況進行調查研究 ，發

現香港僱員的每週平均工時為 48.7小時 ，較國際勞

工組織所建議的 40小時高出 22%1。長工時不但影響

僱員的身心健康及社交生活 ，更令他們缺乏時間跟

伴侶或家人相聚 。調查又發現 ，最少 30%以上的受

訪僱員認為 ，如僱主未能提供生活與工作平衡的工

作環境 ，他們傾向辭職 。由此觀之 ，在這個求才若

渴的世代 ，高薪似乎未必足以防止人才流失 ，企業

必須實施家庭友善的僱用政策 ，讓僱員的工作與生

活得到平衡 ，才是挽留賢才 、提升員工士氣的不二

法門 。

何謂家庭友善僱用政策

所謂「家庭友善」僱用政策 ，是指由僱主提供

以協助僱員平衡工作與家庭角色的政策 。這些政策

最主要目的是透過提供彈性及靈活的工作安排 ，讓

僱員可有適切的選擇 ，在工作的同時 ，又能兼顧其

家庭責任 。現時已有企業實施了「家庭友善」僱用政

策及措施 ，包括：男士有薪侍產假 、彈性工時 、兼

職工作 、壓縮工時 、在家工作和遙距工作等 ，讓員

工既可有效率地工作 ，又不會忽略對家人的照料 。

政策如何達至 
官 、商 、民三贏

實施家庭友善政策並非等於要大灑金錢 ，很多

時只需多花心思 、關懷和諒解 ，便可達至「官 、

商 、民」三贏 。從個人層面 ，員工能夠更好地平衡

工作與家庭 ，自然有更快樂的優質生活 。對企業來

說 ，彈性的工作安排能夠鼓勵僱員安心投入工作 ，

表現自會更出色 ，流失率也較低 ，從而有利促進生

產力 。機構在規劃僱用政策時考慮到家庭的需要 ，

可反映公司重視員工對親人的照顧 ，企業形象自會

提升 。而對整體社會來說 ，制訂具體措施 ，支援男

性和女性合理地分擔工作和家庭責任 ，有助實現性

別平等 ，令社會更趨和諧 。

家庭友善僱用政策 
在本港推行的情況

雖然有調查顯示實施「工作與生活平衡」或「家

庭友善」僱用政策的企業有增加的趨勢 ，但整體來說

仍佔少數 。據 2010年的統計 ，仍有超過 70%的公

司並未為其員工提供較具彈性的工作安排 2。其實 ，

較具管理經驗的人力資源從業員應該明白 ，在許多行

業和工種當中 ，僱員的生產力不一定與他們的上班時

間掛鈎 ，因此僱主適宜打破框限 ，採用創意思維 ，

多與員工溝通 ，制訂適合雙方的措施 ，促進工作效

率 ，同時提升員工的生活質素及對公司的忠誠度 。

1 2010年香港工作與生活平衡概況調查（社商賢匯）
2 2010年香港工作與生活平衡概況調查（社商賢匯）及 2006年香
港「工作與生活平衡」（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施調查（平等機
會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聯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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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禧天地社工
蔡雲欽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羅麗霞

五年前，和禧天地嘗試舉辦二胡班，為年青長者開闢新的

音樂天地。二胡班的學員人數有限，但他們皆鍾愛拉二胡，且

能延續其學習至今。學員的造詣日趨成熟，組成了二胡義工

隊，每月定期探訪本機構位於大埔的廣福頤養院，為院友演

奏二胡及獻唱懷舊金曲。義工們每月風雨不改地由粉嶺走到

大埔，他們的毅力委實叫人佩服。看見他們帶着二胡、歌譜

及譜架，以音樂與院友交流，縱使過程中有苦有樂，但義工

們卻十分享受能以實際行動關懷及服務長者。其中一位義

工憶述，有位院友將其寶貝的「一疊又一疊的懷舊歌譜」送

贈給她，可惜該院友在半個月後便與世長辭，義工頓然明

白院友此舉是希望把這份寶貝歌詞送贈予有緣人，這叫義

工十分感動。

二胡是中國傳統樂器，一只小小的二胡能

拉出叫人溫暖、窩心的音律，義工們將音樂

暖流緩緩注入體弱長者的心靈，讓他們體會

到音樂的美及人世間的善。

「童夢彩虹」兒童才藝大匯演已順利於八月十八日假大圍美田社

區會堂舉行，此活動乃本中心一年一度的盛事，表演者均是中心的

會員，他們藉着大匯演這機會盡展所長。

是次大匯演突破了以往的框架，嘗試以話劇形式進行。表演者

中年紀最小的只有五歲，然而，別小覷他們年紀小，在整個練習過

程中，他們顯示出無比的意志，儘管艱辛也從未放棄，從最初完全

不懂得如何演話劇的小伙子，到最後能順利完成整個劇目，殊不

簡單。

表演當天全場觀眾座無虛席，熱鬧非常。一套話劇連貫起豐

富的內容，包括街舞、朗誦、陶笛演奏、模特兒行天橋、歌詠合

唱及即席揮毫繪畫水墨畫等。各個表演者的落力演出吸引觀眾全情投

入，掌聲連場，表演者的角色造型更大獲好評。

大匯演得以成功全賴中心一群家長義工的協助，他們義務為劇

中的角色設計服裝、搜羅道具，她們事事親力親為，不斷為角色試造

型、作多次的修訂，竭力突出角色的性格及形象。這群熱心家長對中

心的支持，實在值得表揚！

我的二胡天地

童夢
彩虹

崇真社會服務通訊4

服 務 傳 真



幼兒學校駐校社工 
許小潔

深恩軒社工 
陳泳賢

擁有自己的音樂會是每個音樂人最大的夢想，由深恩軒一手扶植的

Endless樂隊，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了首場迷你演唱會，目的是為深恩軒的

青少年音樂事工籌募經費。

三年前，幾位來自社會上不同階層、地區、行業的青年，透過互聯網

認識深恩軒的音樂事工，並在中心的串連下，這幾位素未謀面的青年人開

始走在一起，一同參與中心的音樂事工。憑著對音樂的熱誠，他們每個週

二風雨不改地到中心練習，成員間也逐漸建立了默契與凝聚力，最後組成

了 Endless樂隊，Endless的音樂能鼓動人心，更經常獲邀在不同的場合中

表演。

這場慈善演唱會約有八十位觀眾出席支持，當中計有 Endless樂隊成

員的家屬、朋友，愛徒及深恩軒的會員，場面非常溫馨。在兩個半小時的

音樂會中，Endless不但施展混身解數以歌會友，更分享自己醉心音樂的心

路歷程及在深恩軒參與過程的得著。

演唱會的成功不單標誌著 Endless樂隊的一個發展里程，更是對深恩

軒音樂事工的肯定。在未來的日子，期望 Endless樂隊能繼續推動音樂普

及化，把音樂帶來的喜悅傳播到深水埗每個角落，惠及每個基層家庭。

「港孩」是香港近年流行的一個新詞彙，「港孩」問題讓不少家長深感懊惱。相

信當下的家長絕對明白，管教孩子不能盲目地抱着一套故有的模式，家長們必

須隨著環境的轉變和孩子的成長階段來調適管教方式，致使許多家長均積極

參與多類型的講座和訓練課程，祈能學習有效的管教子女之道。

「性格透視」是一套性格評估工具，有助我們加深對自

己及身邊人的認識。透過了解不同的性格類型，讓

我們明白應如何運用合宜的溝通及相處模式，進

而建立一個更健康的人際網絡。

本機構崇恩匯的資深輔導員於六月九

日為安仁幼兒學校主講「如何運用『性格透

視』提升家長管教兒童技巧」，踴躍的報名

情況能反映家長們對此講題的興趣，在整個

講座的過程更喜見他們的投入參與。相信講員

的精彩演繹，配合豐富的內容、講員與參加者的

互動等令整個學習過程既充實且滿有動力。部份家

長更於活動後表示，講座除了有助他們認識管教兒童的技 

巧外，更增加了他們對自己的認識。

提升管教技巧運用性格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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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家 
韋智敏

近年新聞經常報導一些偷拍案件，有的在交通工具上發生、有的在校園裡、有的在扶手

電梯旁、更有涉案者將偷拍片段收藏、甚或上載到互聯網，情況令人既憤慨，又憂慮。

法庭在審訊時往往安排精神科醫生及／或心理學家對疑犯的精神狀況作全面評估，

以了解其犯罪動機及背後的心理機制，以助評估犯人重犯的風險及考慮判刑的方向。雖然

偷拍的原因十分多元，但評估的方向一般包括疑犯是否患有不同的臨床病患，常見的包括

抑鬱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潑症（ADHD）、行為障礙（Conduct Disorder） 、性慾倒錯
（Paraphil ia），當中包括偷窺狂（Voyeurism）。另方面，專家亦會評估疑犯是否有性格障礙
或智障的情況，以下將簡單介紹何謂「性格障礙」。

什麼是性格障礙？ 
根據美國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的現行版本DSM-IV-TR，性格障礙

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模式與社群中大多數人不同，出現思想、情感、社交及衝動等問題，其行

為模式缺乏彈性，問題行為在不同場合持續重複，為當事人帶來顯著的困擾或造成問題。

DSM-IV-TR把性格障礙分為三個群組：

類別名稱 性格障礙名稱

甲群 奇怪型

1）妄想型性格障礙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2）類分裂型性格障礙 （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3）分裂型性格障礙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乙群 戲劇或情感型

1）反社會型性格障礙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2）邊緣型性格障礙 （Borderl 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3）戲劇型性格障礙 （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4）自戀型性格障礙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丙群 焦慮或恐懼型

1）逃避型性格障礙 （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

2）依賴型性格障礙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3）強迫型性格障礙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文獻中似乎沒有記載偷窺狂（voyeurism）跟某一種性格障礙特別相關，一般在刑事案件
中較多出現的是反社會型性格障礙，他們傾向挑戰社會的規範，容易因衝動及發怒而攻擊他

人，亦未能感受對方的痛苦，對自己的行為很少感到懊悔，容易將違規行為合理化，並淡化

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性格障礙如何形成？
性格障礙受遺傳及成長環境的互動而形成，以反社會型性格障礙為例，通常包括：

1）個人先天的氣質：有反社會型性格障礙的人天生較為衝動

2）父母的管教模式：缺乏監督或採用嚴苛或飄忽不定的管教模式

3）童年的特殊經驗：被虐待，尤其是身體方面的虐待

4）家庭環境：父母經常發生衝突、家庭收入偏低

5）社群環境：居住地區罪案率高、朋輩來自反社會組織

結語
性格障礙形成的原因較為深層及複雜，亦由於當事人已長期習慣依從自己的性格取向而

行事，一般都不易察覺自己的問題，我們不宜期望患有性格障礙的人可以輕易轉變；反之，

當我們明白有性格障礙的人往往在成長過程中曾遇到不少負面的經歷時，可以對他們多一份

諒解，他們確實需要專業人士深入的介入才能克服性格上的障礙，重新以不同的模式處事待

人、展開新生。

從 

看
性
格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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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恩匯輔導員 
徐玉心

金句 箴17: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信仰與輔導結合可以應用在個人、團體、婚

姻，家庭等各種對象及狀況中，心理輔導能做

的事情，結合基督信仰的輔導也能做，而且因

為多了從聖經而來的智慧、從耶穌而來的力

量，更能豐富生命！

輔導員要認真學習心理輔導的理論與技巧，不

斷擴闊及豐富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領域，存開

放的態度充實自己，同時也要多了解自己的信

仰，例如筆者是基督徒，故應在神學方面多裝

備自己，才可以根據聖經的原則和看法，判斷

每個個案可以如何結合聖經的教導和輔導理論

來協助受助者明白自己的需要，尋找解決困難

的方法及力量。

遇到與自己信仰不同的受助者時，輔導員應該

明白上帝讓人有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受助者

雖非基督徒，也要以溫柔與憐憫的心對待，並

以深切的關懷分擔其重擔和痛苦。輔導員要學

習耶穌的謙卑、不自大、不帶有優越感或自以

為比別人神聖，輔導員更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是

從上帝而來，希望在輔導過程中，受助者能從

你的對談、你的關懷、你的生命中感受到有耶

穌同在。

如果受助者是基督徒，輔導員可鼓勵受助者多

使用宗教資源，如多祈禱、讀經、默想耶穌、

邀請信任的主內肢體作支援。耶穌說祂來是要

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章

10節 )。上帝希望我們有活潑豐盛的生命、健全

的身心。但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各有不同，有

受傷卻沒有包裹醫治而形成負面思想的，對耶

穌、對人產生防衛。輔導員在過程中會運用他

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啟發受助者從不同層面思

考問題及體會內在的需要，並與受助者一同找

出可行的處理方法，讓受助者體驗耶穌基督應

許的豐盛人生。達到此結果的秘訣就是與主耶

穌緊密同行，讓耶穌基督的愛充滿自己。

基督徒輔導員在接見受助者之前有責任預備好

自己。首先，應花些時間在上帝面前安靜、禱

告。讓禱告、默想成為輔導的前奏曲，以一種

謙卑倚靠的心將整個輔導過程交托給主，求聖

靈引導，幫助受助者打開心門。亦求聖靈幫助

輔導員全心投入，以坦白誠實的態度去面談，

用心聆聽，找出受助者問題的癥結，知道如何

運用輔導技巧去提供幫助。

4

5

2
1

3

信仰乃大部份人的生活支持，沒有信仰人便容易失去生活動力，失去依靠！就輔導服

務而言，如果能將信仰與輔導結合，可以增加受助者的可用資源，助其克服困難，進而擁

有健康美滿的生活。

本機構崇恩匯的服務取向是將基督信仰與輔導服務結合，過程中輔導員會留意下列幾

方面：

最後，無論你是否基督徒，在你人生中遇到困難、需要傾訴、需要支持、需要尋找出

路之時，崇恩匯的每一位輔導員，願意伴你走出黑暗的幽谷，願意與你分享神的愛，願意

為你導航，讓你體驗耶穌基督應許的豐盛生命。

與信仰結合的

崇真社會服務通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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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7號   

  G2-7, Kai Yue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電話：2331 2877 傳真：2331 3277

電郵：ssd@ttmssd.org 網址：www.ttmssd.org 設
計
及
承
印
：
香
港
傷
殘
青
年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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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服務單位

督印人：  潘少鳳     編輯小組：   黃慧嫻、林潤香、吳慧蘭、何妙玲

單位 地址 電話 電郵

安康幼兒學校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2字樓Ｃ室 2779 6861 oh@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5期青樺苑第九座平台 2764 7050 oi@ttmssd.org

安強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5樓 2321 0580 ok@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新界大埔富善邨 （明雅苑停車場側） 2661 2866 oy@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盛樓地下 2727 6468 oe@ttmssd.org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101-103室 2657 5522 eh@ttmssd.org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地下130-131室 2638 3844 ehdc@ttmssd.org
福康長者中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平台207-209室 2651 4082 fh@ttmssd.org
福禧長者中心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9號海聯廣場1樓130室 2677 4111 jb@ttmssd.org
和禧天地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9號海聯廣場地下71室 2677 4511 fl@ttmssd.org
廣福頤養院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3樓 2653 0636 kf@ttmssd.org
妥安心﹣家居照顧服務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101-103室 3590 9220 service@homecare.org.hk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達樓地下20-30號 2647 7337 st@ttmssd.org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家庭及青少年服務支援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邨雲雀樓地下33號 2647 7335 st@ttmssd.org
深恩軒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17-19號深崇閣2樓 2776 7600 fg@ttmssd.org
崇恩匯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32-36號帝權商業大樓11樓1101室 2547 9300 gp@ttmssd.org
臨床心理服務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17-19號深崇閣2樓 2776 7600 cp@ttmssd.org
親職教育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7號 2331 2877 pe@ttmssd.org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7號 2331 2877 ssw@ttmssd.org
葦田成長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32-36號帝權商業大樓11樓1102室 9036 9017 rf@ttmssd.org

（請用正楷，並在適用方格以3表示）

本人樂意支持   貴機構之社會服務 ，並 □  是次      
 □  每月   

捐助港幣      $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支票號碼：＿＿＿＿＿＿＿＿（抬頭請註明「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或 
 The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Social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戶口 
 𣾀豐銀行： 018-129924-004或東亞銀行： 514-40-55279-8

□ 以右方的條碼到7-11便利店捐款

如欲索取收據，請填妥以下資料，連同存款單據（直接將款項存入本機構銀行戶者適用）或 交易紀錄（透過7-11便利店捐
款者適用）寄回本機構地址或傳真至2331 3277。

姓名 先生  /  太太  /  小姐 電話

地址

＊ 任何捐款 $100以上憑收據可申請扣減稅項

捐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