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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現：被隱藏的時間結構  

本研究針對臨床精神醫療的「復原」概念進行探討，並發現醫療過程中存在

「技術」的結構與「時間」的結構的不一致性。 

首先，就技術結構而言，正規的精神醫學是一種針對精神疾病的診斷、治療

與預防等進行研究的學門。它之所以是「正規的」，就是因為它是以生物學為基

礎的，而其特徵就是對腦的「功能」的強調。它藉由腦的認知功能將生物─心理

─社會的「功能」性關聯串連起來，構成一套完整的「功能論述」，然後利用臨

床的研究成果，回過頭來提昇醫療技術。它首先考慮以藥物來治療身體的遺傳體

質的問題，然後再以心理學治療人格發展過程的問題，最後再增強患者面對社會

生活壓力的問題。如果上述醫療措施奏效，最後就會得出一個「疾病預後狀態」。

否則，就只好將個案付諸最後手段：「隔離」。 

精神科醫生主要運用的系統性認識，就是在臨床精神醫學中的「整體功能

評估」。「整體功能評估」概念中的「功能」，指的是「原本完全健康的狀態，現

在是否負荷它應該有的作用」，也就是代表一個健康狀態的評值。這種功能觀意

味著，如果一個人想做什麼事，卻沒有能力做到，那麼他（她）的功能就是不健

全，也就是不健康了，因此需要接受「健康照顧」或「功能提昇」。在實務上，

功能評估不僅僅是由醫師來負責進行，而且護士、心理師、職能治療師等醫務人

員也都負責各自的評估，在每週或每月一次的團隊會議（team meeting）上提出

各自的觀察報告進行討論。 

然而，整體功能評估本身其實是一種「常識之眼」，換句話說，醫療團隊所

做的整體功能評估，以及在團隊中的每個成員所發現的功能缺損，其實都只是「常

識之眼」所辨別出的「異常」。在「常識之眼」下，社會一般人對於「正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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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有一種敏銳的直覺，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對於異常本身到底是社會偏

差行為還是精神病態行為，卻不太能夠區分。因此當精神醫療以整體功能評估進

行診斷之時，雖然可以使整個醫療團隊達到很高的信度，但是卻不見得有效度，

因為並不能確定這些異常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精神病態。 

原則上可以將精神疾病的治療手法，細分為二個階段：首先，至少維持著個

案身心既有的功能，使之不再衰退；其次，再逐漸增強其社會適應能力，讓個案

越來越獲得家人與社會的肯定與接納，最後得以出院與回診。就第一階段而言，

基本上只要進行藥物治療就行了。如果藥物使用得當，病人的腦細胞功能就能夠

比較正常的運作，有助於急性症狀的病人達到一定程度的穩定。這種「穩定」意

味著藥物對於瘋人身體產生一系列純機械性和純生理方面的內在效果，使得原本

處於極不穩定狀態的病情，因為病人身體內部某些生理或生物因素被藥物「調節」

了，從而促進了身體與精神狀態的「局部功能」。經過這樣的調節，往後若要施

加行為上的約束或懲罰等等的治療才比較有可能，然而這種「調節」所以能夠發

揮功效，關鍵在於藥物是否能達到「治療」的效果。因此，透過醫務人員不斷地

觀察「個案身心的反應」與「藥物的種類及其劑量」之間的關係，也就非常重要

了。這種「觀察」本身是一種密集式的、為了安全起見的一種照顧，在專業的知

識、經驗的累積與嘗試錯誤之下，醫務人員針對個案進行愈來愈「有效的調藥」，

個案也就逐漸對於醫務人員產生信心。 

現有精神醫療的體制會想盡一切辦法要求個案吃藥，它的邏輯既合理又單

純：由於瘋狂不過就是大腦生病了，既然問題這麼單純，生了病，當然就是趕快

就醫，趕快打針吃藥就會恢復健康了。藥物的療效使得醫界可以把精神症狀指稱

為神經荷爾蒙方面的功能缺損問題，但是這麼一來，精神病與適應不良的精神疾

病之間的明確界線就消失了，造成醫界對於正常人與瘋人之間的分隔界線觀念有

所「調整」，使得精神病院也發生巨大的變化。既然常人與瘋人並無太大區別，

強制拘留的作法也就無太大意義，精神病房因此邁向了開放方式，病人與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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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越來越接近，患者可以在社區的精神醫療機構門診治療，無須住院治療。因

此目前對精神病的治療趨勢是縮短住院治療時間，並在急性期可控制病情後，儘

速回到原來的生活環境，但仍繼續接受專業人員的治療。 

當患者的症狀被藥物控制住了，或是病情已經處於「穩定」的狀態、不再惡

化，基本上就達成基本的醫療目標，這時就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的治療。此時往往

必須採取雙管齊下的策略：一方面藥物治療不能中斷，另一方面根據治療計畫展

開回歸社會的復健過程。所謂的「治療計畫」，是指由主治醫師來擬定，加上治

療團隊的護理人員、社會工作員、臨床心理師與職能治療師等專業人員的意見，

所構成的精神疾病個案的治療依據，其實就是將生物－心理－社會的各種治療方

式，以整體性、連續性、一貫性的方式構成一個照顧系統的另一種說法，因此可

說，「治療計畫」是目前台灣正規精神醫療的象徵。正規的精神醫療是以治療計

畫來統合整個醫療團隊行動的治療過程。整個醫療團隊就是一個提昇患者的生物

－心理－社會功能的團隊，目的不僅是消除症狀，而且是要「回歸社會」。 

擬定治療計畫一定是根據「病情」來擬定的：在預先設定的功能觀點下，個

案的「病情」都會處於一種被功能評估的量化的概念來加以定位的狀態，而在醫

務人員心中的功能「座標」上標定出問題的所在。一旦找到問題所在的這個「定

點」，就得以在「功能座標」上確立個案必須前進的「方向」，整個醫療計畫的大

方向也進而確定。由此所擬定的治療計畫，將成為醫師與治療團隊的依循道路。 

只有當精神病患在預先設定的「功能座標」上，找出讓精神病患的功能從一

個定點朝向另一個定點前進的「方向」，並且具體化為一種「醫病關係的秩序」，

然後才能真正展開整個「復原」過程。就此種「定向」意義而言，「醫病關係的

秩序」猶如一個「通道」，象徵著功能模式由瘋狂朝向理性提昇的一個「門檻」，

治療過程也就因此轉變為一種「通過」的過程，不論整個過程被醫師稱呼為「考

試」、「考驗」或「學習」都可以，重點都在於找到一個讓家人或社會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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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精神病患的「突破點」。確立了「突破點」，才能安立個案所必須通過的「門

檻」或「通道」。然後，以行為治療來訓練精神病患提昇自己在該點上的文化適

應能力，最後得以出院。 

在整個行為治療過程裡，既有沒藥物，也不需要高深的解剖學知識，更缺乏

生物－生理學意義上的疾病或症狀的概念。有的只是醫護人員對於個案的口頭與

書面上的約定、以及針對個案的行為的獎懲和無所不在的觀察與監視。然而正是

這些「約定」、「懲罰」與「監視」使個案倍感「煎熬」，不僅在心理上，甚至是

生理上也遭受多重「打擊」。如果個案達成初次約定的目標，新一回合的約定又

會降臨，而且在難度上逐漸增強。這個過程一再重複施行，直到個案完全「證明」

了自己已經可以通過這個嚴酷的考驗為止。整個復原過程就是不斷觀察個案有那

些適應上的問題，然後「教導」一些處理的技巧、控制的方法，透過一再反覆地

訓練，也讓家屬來確認成果，最後終於取得家人的信任與接納，而得以出院。 

其次，就時間結構而言，整體功能評估必需加上「時間」的向度，才有可能

構成一種接近生物功能缺損的觀察辨識方法：醫護人員先把現象當成症狀以外的

事物來加以對付，而且允許經過「一段時間」來排除該現象不是症狀的可能性，

想盡一切辦法去「測試」這個現象，直到一切的懷疑被一一排除為止。這些「測

試」，其實也就是治療前的「功能評估」。研究者所謂的「排除法」，指的是排除

其他不是症狀的可能性之後，卻又成立排除之後所剩餘的可能性。正規精神醫療

使用的正是排除法，亦即只有當一切非生物－生理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之後，最終

才能獲得一種信心：個案的精神狀態不可能不是生物－生理上的疾病。 

為了方便醫護人員可以獲得一種客觀、中立的立場去使用「排除法」，療養

院創立之初的監禁的功能被保存了下來，而住院病歷正是個案被拘留在醫院的期

間，所有治療過程的書面紀錄，也就是醫療團隊對病人被拘留的這段「時間」的

描述。在這段過程中，醫療團隊會不斷地對病人進行功能評估。首先在診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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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評估的結果可以獲致個案的瘋狂是一種疾病的結論。其次到了治療階段，一

旦個案在醫院中以治療疾病的方式來治療，最後功能也不再退化或有所提昇，那

就更加排除了誤診可能性的疑惑，個案的精神狀態就會被當成一種精神疾病，不

再僅僅看成一種異常的現象。 

「國際疾患及有關健康問題統計分類第十修訂版」（ICD-10）或者美國精神

醫學會「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等診斷手冊，可以幫助醫

生在初診時快速地、將眼前的精神「病態」逐項分類地與書上的知識系統比對，

從而區分出有哪些正性症狀（精神分裂、幻聽、妄想、強迫症、躁鬱症等）與副

性症狀（自我照顧能力減退、社交能力減退等）1，最後再把這些細項的「症狀」

綜合起來，從參考架構中為它「找出」一個適當的精神醫學上公認的疾病名稱，

進而得出病人罹患某種類型的疾病的診斷結論。因此使用診斷手冊，同樣是有時

間向度的「排除法」，只是時間甚短而已。普遍使用手冊的結果卻也導致醫生的

臨床觀察更加客觀化與標準化，可以說是一種以技術理性為主導的診斷架構。因

此，「使用手冊」為瘋狂披上了一件知識形式的外衣，使得精神科醫務人員在進

行判斷的時候，要比一般人觀察得更深細，不只能夠分別出一些容易辨識的嚴重

瘋癲，還能夠快速、準確地發現輕微的或潛伏的瘋癲，從而將它加以描述與分類，

讓精神醫學邁入現代醫學實踐的專業領域。 

誠然，藥物本身是改善病情的關鍵，但是抗精神病藥物不同於一般的藥物，

它必須達到一定的濃度才能發生作用，也就是必須經歷一段「時間」，如果時間

到了，病情卻未顯著改善，那就必須調藥。藥物治療的過程中存在兩種時間，一

                                                 
1 「正性」並非是好的意思，而是指一些在尋常人不會存在的症狀，在生病的狀態下才會有的症

狀；通常，病人在某些方面會喪失現實感，所以有時候正性症狀也被稱為精神病症狀。雖然不像

正性症狀那樣明顯，負性症狀也會嚴重影響病人的日常生活功能。「負性」並不代表患者的態度，

而是指缺乏一些尋常人應該擁有的特質。請參閱《精神衛生健康護照：新手上路篇》（台北縣政

府衛生局  200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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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藥物達到要求的劑量所需的時間，另一個是為了達到治療目標所預計的時

間。達成一個治療目標的前提就是，藥物能讓病情穩定，這往往要經過多次的調

藥才能發生療效，藉由不斷地調藥並觀察結果，也就可以排除不適用的藥物或劑

量，最後找出最佳藥方的組合，所以藥物療法仍然是一種「排除法」。由於等待

藥效發揮作用的時間往往是二至三週，甚至更久，因此預計的達到治療目標的時

間通常只能大略估計，是為了方便整個治療計劃的推動而虛擬的過程時間，它可

以包括好幾個調藥的時間。 

抗精神病藥物與鎮定劑的差別，除了醫療目的與鎮壓目的的不同外，在達成

約束身體所需的時間上也有極大差異。調藥所需時間，它的治療價值往往被人忽

視，正因為調藥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允許病人擁有一些發洩情緒或表現症狀

的機會，如此一來反而創造出一種讓病人反省的空間。正是在允許瘋狂有多一點

自我表現的「時間」上，才能區分出慢性病房與急性病房的不同，急性病房常使

用鎮靜藥物與針劑，而這是一種能夠快速讓病人舒緩下來的特效藥，也常展示武

力以及較多的約束；慢性病房則因為較少使用鎮定劑的緣故，卻創造出一個比較

鬆散的約束文化，允許瘋狂獲得較多的自我表現的機會。 

整個行為治療的過程就是要建立起一些「連結」，以便個案能夠「過渡」到

「治療的時間」。「過渡」是一種方法，使得個案在日常生活期間，也能夠連貫起

治療室期間所學會的處理模式，即使這兩種時間不同質、不連貫，但是也能藉由

一個「儀式」，便得以由日常生活期間，過渡到治療室時刻，而安全地通過日常

生活的考驗。每一次面臨某個社會情境的時候，個案只要藉由這一個「儀式」，

就能夠將發生於過去的教導，再次實現於此時，也就是又一次地回到治療室的時

間。因此，當個案出院後，他會活在兩種時間裡，一個是日常生活的歷史時間，

另一個即是藉由「儀式」而在當下重建的治療室時間。二者間有著全然不同的結

構，前者是個案在家庭和工作中所有生活事件的連續，後者則是醫護人員及其教

導在當下顯現。每一次個案連結到治療室時間後，治療室的時間也就藉由每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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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而「重生」，藉由不斷地「重生」，就會增強連結的力量與速度，因此就能讓

個案不斷地重複連結。一旦「連結」養成一種「習慣」，個案就可以無限地重複

治療室期間的教導，治療才算是有效的。所以「社會功能提昇」的具體意義指的

是「養成一種新的生活習慣」。 

整個住院期間都可以算是「治療室時間」。「住院期間」不僅要接受各種生物

－生理方面的檢查與治療，而且還有許多醫務人員的「陪伴」與「會談」。當主

治護士的「關懷」、「陪伴」等行動贏得個案的信任，才能使個案產生尊敬和服從

願望，正是這樣的一種支配性的權威才管束了精神病患的行動，以致於個案出院

後，不只是遇見特定社會情境才會與「住院期間」進行一次連結，這種影響可以

深入個案的生命深處，甚至可能產生一種不想出院，或者渴望回院生活的「鄉

愁」。 

由是可知，當我們說個案的適應能力或社會功能增加了，這句話的意思，其

實不是個案恢復正常了，而是指個案雖然處於發病狀態下，但是並不會立即表現

出不當行為，此時個案習慣性地先連結到以往在醫院中學會的方法，儀式性地執

行這些方法，因而化解了危機。所以個案的適應能力或社會功能的增加其實是「儀

式性的行為」增加，正是因為這些在生活習慣上重新建構的儀式性的行為，個案

的精神錯亂的現象才被神奇地消解了，「復原」的目標也魔術般地達成。 

瘋人與療養院中的醫療團隊等非瘋人的互動，目的是要把瘋狂現象圈圍起

來，變成一種純粹的瘋狂現象。前述的「排除法」便可以詮釋為「把瘋狂現象圈

圍起來」。但若要進行細緻的、把其他異常現象排除在瘋狂這種現象之外的排除

過程，是需要一段夠長的時間的，這才是「時間」因素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有了時間才能完成「排除法」。 

所有對於瘋狂的認識技術，其實只是各類的「把瘋狂圈圍起來」的技術，也

就是各種的「排除法」。那是將瘋狂加以圈圍，讓瘋狂的差異相得以顯現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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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技術，而不再是把瘋人或瘋狂排除在社會之外的「流放」、「監禁」。於是

我們發現，認識瘋狂的技術結構來自讓瘋狂顯現的時間結構，所以臨床精神醫療

的時間結構是其技術結構的「本質」。 

誠然，運用排除法是需要時間的，但是強制拘留只是創造「時間」的一種

方式，卻不一定非要強制拘留才能找出時間，當個案的病情沒嚴重到需要住院，

或者已經出院回家了，醫生也可以要求病人不斷回診，這樣就足夠對於精神狀態

展開「排除疑慮」的程序了。 

正規臨床精神醫療的診斷，不論是初診階段的「常識之眼」或住院階段的

「整體功能評估」（一種加上時間向度的常識之眼），其實都是「排除法」。這種

排除並不是一味的遮遣，相反的，它是在遮遣之後另外牽引或成立其他事物的方

法，它是一種「現代醫學之眼」。而一旦「排除法」被展開，瘋狂就會進入既被

認識又被制伏的「治療過程」，這是因為「排除法」把瘋狂放入一個可以辨識它

的時間中，讓瘋狂形象重見天日、辨識瘋狂時不再混淆。 

但是要做到這點，需要把瘋狂的危害等同於它做為客體被辨識的必要條

件，瘋狂的危害也就在這種排除過程中被異化成為「精神疾病」（同上：553~557）。

醫護人員若要辨識瘋狂的「危害」，唯有與瘋人生活在一起，不斷地與他們互動，

才有可能偵察到、體驗到與遭受到種種可能的「危害」，這也就是為什麼必須在

常人與瘋人的長期互動過程中，才能將瘋狂圈圍起來，這也就是「時間結構」為

何必然存在於精神醫療過程的原因，而一旦找出了「瘋狂的危害」，也就是讓瘋

狂顯現出危害的差異相，也就能夠從技術的層次來控制或擺脫這種危害，而這種

技術就是從生物學、心理學到社會學等功能的論述與手法。 

在臨床精神醫療中可區分出四個「時間」：一、為了確定某種精神狀態是一

種生物－生理上的疾病而進行排除疑慮的一個過程時間。二、一種讓醫生的目視

經驗能「一下子」就讀出個案大腦的可見病灶，按照標準化的精神疾病類型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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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知識而開展的連結時間。三、在調藥的過程中讓瘋狂擁有一段表達自我的自由

時間。四、藉由一種儀式習慣的簡單重現，人隨時可以回返到內心的治療室時間。

第一、三類都是讓瘋狂本性得以自由展現的時間，第二、四類則是瘋狂的自由受

到知識約束的時間。在一個治療計畫中，這兩種時間──自由時間與約束時間─

─被交互運用，就使得一個讓瘋狂成為客觀知識以及將瘋狂加以制服的醫學化精

神醫療體制成為可能，它充分顯示了「監禁作為醫療」的理念，也就是醫病關係

的互動過程促成了排除法的認知行動得以開展，於是在一段放任瘋狂自由表現的

時間之後，緊接著就會進入控制瘋狂對社會的危害的約束時間，就時說來，時間

結構正是一種由「醫病互動－排除法－治療計劃」環環相扣的動態歷程。 

療養院的創始初衷與人的「自由權利」有關，其實這也是後來的臨床精神醫

療實踐，具有「技術」的結構與「時間」的結構的原因。因為「時間」因素在背

後的推動，而幫助了「技術」體制達成目標。「功能」概念可以說是精神醫療實

踐的技術核心，它幫助精神醫療走向專業化、體制化與社區化；但在實際上，瘋

狂自身的本質必須依靠時間結構才能表現，而瘋狂的自我表現是醫學化的精神醫

療得以立足的最重要關鍵。換句話說，以「瘋人的自由」為自性的時間結構，是

以「常人的自由」為自性的技術結構的基礎，而「自由權利」又是這兩種結構的

共同宗旨。 

研究者認為，理性傳統之所以能夠擺脫非理性傳統，其實與承認「時間」的

作用有關，這種演變表面上是將瘋人從非理性空間「解放」出來的運動，但空間

解放的前提其實是瘋狂差異相的解放，因為唯有掌握到瘋狂形式在其非理性本質

上具有差異的知識之後，才能以這種差異相將瘋狂圈圍起來。因此透過一套可以

納入非理性時間的空間規劃，理性傳統的「空間性」就更加合理而有效。從此瘋

狂的治療問題就等於瘋狂被控制在差異相的穩定型態中的問題，這麼一來，治療

也變得簡單了，因為治療就等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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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治療方法都是從診斷而來，因此精神治療意義的闡明，指向診斷依據的

釐清。前文提到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當前的臨床精神醫療過程中，醫療團隊對於

瘋狂的現象，究竟是拿什麼標準進行觀察？這個觀察的客觀標準依賴什麼樣的基

礎？又是由哪些環節構成其整體的意義？經由上述對於臨床精神醫療的復健病

房治療過程的解析之後，我們發現精神醫療團隊觀察瘋狂現象的標準，其實是社

會文化生活中的常識。常識有助於醫生們在診斷上共同訂出一個標準，也就是「功

能」的尺度，然後拿它去觀察各種類型的瘋狂，才不會因為每個醫生的五官感受

與主觀成見的不一樣，就有不同的判斷。雖然常識作為衡量瘋狂是否存在的標準

是客觀的，但也是不精確的，因為造成發瘋的原因、瘋狂的相狀以及痊癒的能力，

每一個精神病患都是不一樣的。 

換句話說，能夠衡量瘋狂的標準是共同的，可是被衡量的瘋狂本身卻不是共

同的。究實說來，能衡量的標準也不是全世界共同的，不同的文化對於同一種精

神疾病的相狀，會賦予不同的病名（Kleiman  1996:287），這個明白的事實說明

了不同的社會文化對於同一件事的衡量尺度就已經相差十萬八千里，而就算是在

共同承認的客觀標準下，所被衡量的瘋狂卻還是屬於個人的瘋狂，當然也是各不

相同。換句話說，同樣是罹患躁鬱症，不同的人就有不同的躁鬱症的表現，各人

的症狀絕不會是統一的。基於這個道理，為了精確地衡量瘋狂的相狀，臨床精神

醫療就不得不重視「差異性」的概念。 

由於在不同的時候去看每一個精神病患，患者所表現的症狀也是不一樣的，

差異可以無限地被發現，因此可說瘋狂的個別差異性是瘋狂自身的本質。這麼一

來，辨識瘋狂似乎永遠要面臨瘋狂從觀察者的視野範圍內無限後退的現象，面對

這個難以解決的大難題，臨床精神醫療的診斷怎麼有可能掌握到每一種瘋狂相狀

的特質呢？然而精神醫療採用了一種特殊的技術，從而有辦法突破困局。科技的

本質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說的框架 (Gestell; enframing) ，這個詞意

味在一個人為設定的認識範圍內，過度地強求一種對於自然的揭蔽（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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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6~32）。臨床精神醫療的這個特殊技術就是「時間」，亦即在一個已經設定

好的時間中進行觀察，並且為這段時間設定好治療的目標。於是瘋狂的差異性就

有了被規定出來的邊界，被觀察到的瘋狂將只是在一段治療時間中所觀察到的瘋

狂，而且治療的目標也被設定為在這段時間中達成穩定的狀態的維持，以及讓精

神病患養成一個不斷連結或憶起這段治療時間所學會的種種「儀式」的習慣。於

是，透過治療時間的框架，瘋狂不再無限後退，相反地，瘋狂總是被控制在治療

時間所達成的穩定狀態中。  

前文提及瘋人登船儀式的「排拒瘋狂」，目的是要「淨化人心」，完全不具有

任何知識上通達瘋狂現象的作用，其流放制度的社會空間也只是單純地排拒瘋

者，因為瘋狂被排拒之後就永被遮遣。但是古典主義時代就不同了，專屬古典時

代的「淨化」，是利用監禁制度的排拒，使得瘋狂被遮遣之後，又讓瘋狂在具體

個人身上顯現，於是知識就透過半遮半掩的方式通達了瘋狂的真相──非理性。

這種對於瘋狂的認識純粹屬於瘋狂的發言意識，是透過把瘋狂隔離開來，使得瘋

狂獨立於世俗之外，於是瘋狂獲得一種化外的時間，這麼一來瘋狂就完全自由

了，如此一來才被理性的常識之眼所認識。流放制度與監禁制度二者皆屬於「非

理性」的傳統，其與「理性」傳統的不同主要在於時間這個基本架構上。理性的

傳統把時間當作一種框架，因此時間也成了一種技術，透過這種技術就能將瘋狂

圈圍起來，在這個被限定的範圍內，瘋狂終於得以被認識，進而被有效地控制。

時間一旦被當成一種框架或技術，空間也就不再具有隔離瘋狂的效果，而只具有

把瘋狂納入理性世界的作用。 

因此，我們發現當今的精神醫療現象的表層結構仍然是一種實證精神醫學，

只是採用生物─心理─社會的社區精神醫療的模式；而且，道德策略已經成為表

層技術結構的一部份，因為入院治療只是一種回歸社會的技術。現今的精神科醫

療團隊，以治療計劃來為病人擬定的「回歸社會」或「復原」的目標，進而提昇

病人適應社會的功能，醫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控制瘋狂的差異相，讓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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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穩定」。病情的變化成了只是必須被控制的現象，猶如洪水猛獸一般，唯有

靠藥物等提昇功能的技術才能馴服它，導致臨床精神醫療團隊只注意到「穩定」

與「藥物」之間的關係，反而忽視了整個的治療過程中，時間框架才是「穩定」

與「藥物」等技術結構得以形成的基礎。因此，臨床精神醫療的深層結構其實是

較不為人意識到的時間結構，醫務人員對於它的參與治療如此習以為常，完全忽

視它的重要貢獻。 

最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論。當今的臨床精神醫學已經不再是全然的生物

精神醫療，這件事意味著精神醫療的實踐從約束性較強的文化型態朝向約束性較

弱的文化型態發展，因此在治療方式上雖然仍舊以生物學的概念架構來領導心理

－社會等層面的治療，可是對於瘋狂差異相的辨識、了解、認同也被賦予同樣的

重要性。前者即接受刺激，對刺激做出反應、適應、並服從周圍環境的要求，隨

著由環境強加的改變而改變，設法消除失衡，並根據生存條件找出折衷的調節規

範，從而根據理性－空間規範而行動；後者則是把「瘋狂得以自由表達」的非理

性時間納入一個中性的「物理時間」之中，透過這個可以被理性所限定與規劃的

時鐘時間中，才使得「非理性完全不被理性所擁有」以及「非理性被理性所擁有」

這兩件事可以同時並存，相容而不悖，因而形成一套非理性時間納入理性時間的

規範，這種時間的規範才是臨床精神醫療的時間結構的核心現象。 

如果精神醫療的這種發展趨勢可以作為一種當今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的文化

現象的觀察指標，那麼這就意味著長期以來掌握大權的理性主義文化傳統其實並

無消退的情形，它的領地逐漸在非理性文化中擴展，把非理性傳統的挑戰與衝擊

也當成自己成長的動力，它的轉型就只是一種結構內部的變遷。如果這真是當今

世界文化的潮流，那麼結局是否會成為一種「鐵牢籠」（iron cage）呢？韋伯在《新

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曾痛切指出（韋伯  1987：146）： 

清教徒曾渴望從事一項職業工作，我們則被迫這樣做。因為當禁欲主義從修

道院的密室中出來並且開始支配世俗的道德觀念時，它便在建設現代經濟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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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巨大宇宙中發揮著它的作用。現在，這個秩序與機器生產的各種技術、

經濟條件結合在一起，以其不可抗拒的經濟力量決定著今天所有生而處於這

種機制之中的個人的生活，而不僅僅是那些直接參加經濟獲取活動的人的生

活。大概在最後一噸化石煤炭燃盡之前，它將一直這樣決定著他們的生活。

按照巴克斯特的觀點，對於外在物的關心應當「像一件輕輕披在聖者肩上的

薄外衣，可以隨時扔到一邊。」可是命運的裁決卻使那件輕裘變成了鐵籠。 

韋伯認為（同上：146～147），禁欲主義這種理性的宗教倫理試圖「重造塵

世並在俗世中實現它的種種理想」，結果造成「物質財富獲得了一種歷史上任何

階段都未曾有過的、愈來愈大且最終變得不可抗拒的統治人類生活的力量」。一

旦它開始支配世俗的道德觀念之時，「勝利的資本主義已經不再需要它的支持，

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的基石是機械」。結果職業義務的思想喪失了，完成某種職業

不再能與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念直接相聯，於是（同上：147）： 

追求財富已經失去了宗教和倫理意義，相反正在日益與純粹世俗的情感結為

一體，從而實際上往往使它具有娛樂競賽的特徵。……就這種文化的最後發

展階段而言，確實可以這樣說：「專家沒有靈魂，縱慾者沒有肝腸，這種一切

皆無情趣的現象，意味著文明已經達到了一種前所未有的水準。」 

禁欲主義對於世俗的道德觀念形成支配現象，然而這只是西方文化的「理性

化」現象的一個部份，因此根本問題仍在於理性傳統長期盤據於社會文化中，並

對人們形成越來越無法擺脫的束縛。禁欲主義或實證科學等理性文化原本都是最

高尚的精神或文化價值觀念，它們可以說是一些能夠讓自己生命感動的「召喚」

（calling），然而一旦形成支配力越來越強大的理性文化，原有的感召也就淪喪

了，剩下的只是些可怕的後果。本研究透過臨床精神醫療現象的探索，同樣看出

理性文化有著擴張與宰制的趨勢，深究其原因，就會發現是因為非理性的時間被

理性時間所吞噬所致。因此我們若想對於這個越來越反過來束縛我們自己的理性

傳統有所反省，那麼針對理性時間如何在不知不覺中，消滅了非理性得以獨立自

主存在的可能性進行了解與反思，應該就是很有必要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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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發展建議與研究限制 

在此，大膽地提出兩點建議，供未來有興趣從事進一步研究的人士參考。首

先就實務面來說，既然我們已經發現時間結構的重要性，而且這件事仍未獲得精

神醫學以及臨床精神醫療界的相對重視，那麼是否可以提出一種新的治療計劃，

根據「非理性」重新安排治療的時間結構，或者找出更不具約束性的替代方案，

讓非理性因素展現其醫療價值？研究者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有助於實際從事精神

科醫療的團隊進行更有效的專業訓練，以及讓相關治療制度的設計達到更尊重瘋

狂本身的合理性，所以期待有更多實務工作者一起參與類似的研究。 

其次就理論面而言，本研究雖然觸及非理性與時間的面向，可是內容大多引

用傅科的觀點，加上研究者自己的實證資料整理歸納，從而形成本研究的討論的

觀點。也許這樣的初步嘗試，在理論的廣度上仍不夠周延，理論的深度上也略顯

粗淺，建議後繼對相關理論建構，希望有所貢獻的研究者──不論是社會學、哲

學或精神醫學等領域，都可以各抒己見，如此對於理論範圍的釐清應該都有助益。 

最後，本論文的目標是為了找出臨床精神醫療的「整體意義與深層結構」，

因此在文獻資料的運用上，大多是就個案治療過程中較為一般性、具有普遍意義

的部分取材，較少提及個案病歷的實質內容和家屬方面的探討。雖然本研究初期

設計決定暫緩對病患與家屬的訪談，也以病患及家屬的權益為重，無法太過真實

地呈現，但是未來如果能夠取得病患、家屬與醫院三方面的同意，那麼將可以進

一步對研究資料做更為精細的描述，並依據個案的種種現象來仔細地加以鋪陳論

點。期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以使相關研究成果更加充實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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