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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醫院精神健康教育 

《病人資訊》 

〈原文由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撰寫印製，香港青山醫院獲該院特許進行中文翻譯〉 

《此單張乃中文譯本，旨在提供精神健康的資訊。原作是建基於英國的醫療健康服務情況，

為保持原作者意見，譯者盡量原文照譯。因此，內文關於醫療健康服務的資料，因各地醫療

制度不同，未必完全適用於香港。如有疑問，請與你的醫生商討，或聯絡本地之醫療健康服

務部門。》 

 

心理治療 
 

這份有關心理治療的單張適合： 

 可能會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士 

 認為他們可能需要心理治療的人士 

 希望對心理治療認識更多的人士 

 

單張的內容包括 :  

 甚麼是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的種類 

 我如何能夠獲得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是否乎合國家衛生事務局 (NHS)的資格？

(不適用於香港) 

 國家衛生事務局 (NHS)有沒有心理治療提供？(不

適用於香港) 
 

甚麼是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有很多種類，全都是透過「談話」的方式去進

行治療，可以幫助你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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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情緒問題 

 人際關係問題 

 不良習慣 

 其他問題，例如聽到聲音 

提供治療者通常被稱為治療師，而接受治療者則被稱為

患者或當事人。大部份的心理治療是以個別或小組型式

進行，而現在有些則可於網上進行。 
 

心理治療的種類 
 

心理動力(心理分析)治療 

心理動力治療讓你定時去討論和了解對自己及他人(尤

其對家人和親密的人)的感受。當中會討論： 

 現時生活發生的事情，包括你所做的事情和擔任的角

色對你的影響 

 以往發生的事情 

 過往經歷如何影響你現在的情緒、思想與行為 

治療師會協助你將這些過往與現在的經歷聯繫起來，亦

會評論你們在面談內發生的事情。這有助顯示有些你未

能意識的感覺、行為及說話，是由過往潛意識的感覺所

驅使。若這個情況在治療中出現，同樣地能夠在你日常

生活中發生。當你對這些聯繫有進一步的認識，你可以

因應現在的需要作出決定，而不是由過往的經驗所驅使。 

心理動力治療通常是每節約五十分鐘的定期面談，可以

是每星期或按需要而更頻密的治療。如果問題明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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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要數星期或數個月的治療。如果是比較複雜或長期

的問題，可能需要數個月甚至更長期的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是透過改變行為去幫助你克服問題。例如要克

服恐懼，治療師會幫助你逐漸延長面對恐懼情況的時

間，以幫助你能夠在那個情況下感到更自在和放鬆。 

 

認知治療較注重那些令你問題持續的信念和想法，並會

協助你去討論和測試那些對你無幫助的信念，然後建立

更有幫助的想法。你要在面談以外的時間嘗試實踐這些

技巧，發展更有幫助的思想方式及行為。治療當中會考

慮到過往發生的事情，但主要著重於現在與將來。 

 

認知行為治療結合認知與行為兩方面的技巧。治療是有

系統、通常針對某個特定的問題及為期較短（約 6-20

節）。過程有點像接受訓練，於面談以外的時間進行一

些練習，從而學習如何成為自己的治療師。英國國家健

康和臨床醫療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簡稱 NICE) 亦建議使用認知行為

治療去治療多方面的問題。如欲了解更多有關認知行為

治療的資料，可參考“認知行為治療”單張。 

 
家庭及婚姻治療 

你的問題可能並不僅是個人的問題，可能牽涉婚姻、關

係或家庭問題。因為家庭及婚姻治療： 

 涉及每位有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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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重探討有關的關係 

 每個人對於相處方面的想法 
 

在婚姻治療中，一位或兩位治療師會與夫婦或伴侶會

面，幫助他們共同去處理問題。 

 

在家庭治療中，家庭成員會被邀請參與由一至兩位治療

師帶領的面談，而過程通常會有其他治療師觀察或錄

影。這有助治療師與家庭成員去回顧討論時所發生的事

情。系統化的心理治療會使用家庭力量去幫助家庭成員

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相處。 

 
認知分析治療  

與認知行為治療一樣，認知分析治療一般是較短期，通

常約 16 節的治療。治療師會協助你： 

 描述你的問題如何從生活事件及個人經歷而產生 

 檢討你應付這些問題的方法 

 思考如何去改變這些處理方法以便更容易應付和改

善情緒 

 

經過最初的數節，治療師會把這些討論寫下來。在治療

完結之時，治療師會給你一封最後的信件，總結你面對

的困難和更好的應付方法。 

 
人際關係治療 

人際關係治療主要是用作治療抑鬱症，但亦有被應用於

治療其他的問題。治療目標是協助你了解你的問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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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的人際關係運作有關，然後幫助你找出增強人際關

係及更好的應付方法。 

 
輔導 

輔導通常是由基層醫療服務提供，包括你的家庭醫生。

輔導一般是較短期，主要是幫助你認清自己的問題所

在，當問題變得較為清晰時，你便會想出解決的答案。

輔導通常是用作幫助人去應付最近令他們感到困擾的事

情，但並沒有個人改變的目標，而其他大部份在這裡描

述的心理治療卻有這個目標。 

 

不同的治療方法能否共同運作？  
雖然治療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全都是幫助你更了解自己

如何運作，讓你在生活上作出改變。心理治療師可以配

合你的個人需要，綜合使用不同的技巧。例如可以由個

別治療開始，然後進展為小組治療，或由婚姻治療轉為

個別治療。 
 

心理治療其實是怎樣？ 
心理治療通常是在相同時間及地點，每星期或每兩個星

期進行定期的面談。治療師多數會於治療開始一個月內

與你一起決定治療時間的長短。在一般的情況下，面談

的內容會被保密，而只會與治療師的督導作討論。 

 
個別治療 

在個別治療中，你會與治療師單獨會面，在寧靜的房間

內傾談約五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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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治療 

在小組治療中，你會和一組有相似問題的人與治療師定

期會面。小組每節的時間通常都較個別治療長，約九十

分鐘。提供小組治療並不是純粹基於成本較低，而是因

為它對某些人來說是最佳的治療方法，對於一些經常在

人際關係上出現問題的人尤其有幫助。發現自己並不是

唯一一個有這類問題的人，並能夠幫助小組內其他的成

員都是令人鼓舞的經驗。 這也是小組有用的地方。 

 

我如何能夠獲得心理治療？ (不適用於香港，

只適用於英國) 
家庭醫生 

你的家庭醫生一般都能轉介你到本地的心理治療服務，

但輪候時間通常很長，而某些地區卻只有極少的心理治

療服務提供。英國政府在二 OO 七年十一月注資一億七千

三百萬英磅於一項有關改善心理治療服務的計劃

“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programme (IAPT)”上，意味著會有更多抑鬱症或焦慮

症的心理治療提供。 

 

即使沒有這個近期的發展，很多家庭醫生的診所都已有

精神健康專職人員或心理治理師提供服務，包括基層的

精神健康專職人員、輔導員、輔導心理學家和臨床心理

學家。若是問題較輕微，你可嘗試使用自助的心理治療，

例如有關認知行為治療的自助書籍或電腦程式。在進行

自助治療的同時，你亦可尋求心理治療師給予一些指導

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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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庭醫生可以轉介你到： 

 社區精神健康團隊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 
簡稱 CMHT) – 若你被轉介到社區精神健康團隊，

他們會了解你的需要和作出適當的轉介，包括轉介到

團隊當中的成員，或到本地的心理治療專科服務。 

 心理治療專科服務 (Specialist Psychotherapy 
Service) –這部門會有各位專門不同心理治療的專業

人員，包括從事心理治療的顧問精神科醫生。他們會

為你進行詳細的評估，了解你的需要和作出配對，將

團隊內最適合的人安排給你。 

 從事心理治療的顧問精神科醫生–醫生會有醫學、精

神科學和心理治療專科的訓練背景，亦因為他們有廣

泛的訓練與經驗，他們通常都能夠幫助處理複雜的問

題及分析什麼種類的治療最有幫助。 

 透過精神科醫生或社區精神科團隊 –若你現正接受

精神科醫生的服務，你可以向醫生查詢有關心理治療

服務的安排。 

 自行轉介 –你可以自行轉介到心理治療服務，通常

是國家衛生服務局信託 (NHS Trust) 轄下的本地精

神健康服務。你可瀏灠 Trust 的網頁了解有關的服務。 

 私人執業的心理治療服務–若希望更方便或有更多

的選擇，你可以考慮私人執業的心理治療服務。確保

你的心理治理師擁有認可的資格是十分重要的。所有

心理治療師都需要受註冊制度監管，你可以查閱他們

有沒有接受合資格的訓練以作選擇。你的家庭醫生應

能建議一個合資格的心理治療師為你作評估。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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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亦很重要，不妨多看數位心理治療師，找出

你喜歡會面而又適合你需要的人選。 

 

自助方法 
市面上有不少以認知行為治療理念為基礎的自助書籍，

可能會對你有幫助。雖然這些書籍通常都不能取代正式

的心理治療，但對於輕微的焦慮症或抑鬱症或有幫助。 

 

電腦輔助的認知行為治療（不適用於香港） 
英國衛生署目前建議兩套電腦輔助的認知行為治療軟件

程式，可透過網上連結進行：  

 擊退憂鬱 (Beat the Blues) – 適合有輕微至中度抑

鬱問題的人士 

 擊退恐懼 (FearFighter) – 適合有驚恐及恐懼問題的

人士 

 

心理治療有用嗎？  
英國國家健康和臨床醫療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簡稱 NICE)會定期發出

指引及更新研究證實有效的治療的資料。目前科學研究

都證實心理治療對處理焦慮、抑鬱、創傷後果和思覺失

調症狀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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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種心理治療最適合我？ 
視乎你需要處理的問題性質而定，包括問題的嚴重性和

持續了多少時間。對於複雜又長期的問題，心理動力治

療似乎較短期的心理治療較理想。 

 

甚麼人會提供心理治療？ （不適用於香港） 
 臨床心理學家 

 輔導心理學家 

 成人心理治療師 

 兒童心理治療師 

 曾接受心理治療訓練的醫生、護士和社工  

專科的心理治療師會有長期的訓練及有專業機構認可的

資格。若你對他們的專業資格有疑問，不妨向他們查詢。

很多國家衛生服務局的心理治療部門都會有實習生提供

治療，他們的工作會由資深的治療師督導。 

治理師可於專門團隊裡工作，這可能被稱作為心理治療

服務、心理科部門，或心理科治療。你可於家庭醫生診

所或國家衛生服務局信託 (NHS Trust)轄下的本地精神

健康服務網頁查詢。 

 

國家衛生服務局的心理治療服務輪候時間是否

很長？（不適用於香港） 

很多人都希望接受「談話」方式的治療，而治療卻需要

一定的時間運作。心理治療服務在很多地區的輪候時間

還是很長，單張早前提及過的心理治療服務改善計劃

“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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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IAPT)”應該能夠於未來數年裡改善目前的

情況。 

 

心理治療的保密情況   
你的心理治療面談一般是保密的，治療師只會在涉及有

關你利益的情況下才會作出討論。這包括： 

 治療師通常會向你的轉介人作出書面回覆，講解心理治

療可能對你的幫助，及治療預期開始及完結的時間。  

 治療師有可能會與他們的心理治療督導討論你們面談

的情況。 

 若治療師認為你會傷害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治療師

需要向其他人談論你的情況，但通常他們都會事先與你

作出商討。  

 

參考資料 
如欲閱讀原文參考資料及在英國之求助織，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rcpsych.ac.uk/mentalhealthinfo/treatments/psychotherapies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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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地址或電話 

《譯者注：以下是香港資料，提供在港人士使用》 

 
醫院管理局精神科電話咨詢服務： 
 

社會福利署熱線： 
 

香港心理衛生會健康咨詢服務：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熱線： 
 

香港精神健康家屬協會： 
九龍中央郵箱 72368 號﹝傳真：27604407﹞ 

24667350 
 

23432255 
 

27720047 
 

283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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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傳真 ：

網址 ：

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 

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路十五號 

24567111 

24559330 

www.ha.org.hk/cph 

www.im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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