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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規的精神醫療 

（一）、台灣精神醫療簡史與疾病空間的演變 

在台灣，西方精神醫學的理論與實務的引進，以及將瘋狂認定為疾病的一種

加以治療，始於日本殖民政府時代（鄧有偉  2004:20）。自此之後台灣的精神醫

療與復健模式的發展史約可區分為四個階段，亦即日據時期、1950 至 70 年代的

台大精神科領導時期、1970 至 80 年代的行政院衛生署領導時期、1990 年代至今

的全民健保制度施行時期。  

1.第一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日本殖民政府於 1896 年於台北州政府八甲町設立了公立的

行旅病人收容所，該所設有八間用來收容精神病患的監置室，收容 23 名精神疾

病者，為台灣最早收容精神病患的開始。首座具規模的精神病收容所為台北大龍

峒舊台北仁濟院，創辦於 1918 年，但收容之病人須送至基隆病院進行治療，至

於 1923 年創立的愛愛寮、1925 年創立的養命堂均為私人設置之收容機構；仁濟

院於 1922 年遷至台北萬華現址，即現今之仁濟療養院，約可收容 30 名病人，當

時收容所對精神疾病的處理方式便是將其「隔離」、「監禁」，至於「照護」與「醫

療」則是次要的問題。第一所私人精神醫院—養浩堂於 1929 年設立，約可收容

35 名病人，這也是第一所設備較為完善的精神病院，從那兒開始了以醫學方式

對精神病患作分類治療，在治療上也開始了農牧治療（為現代職能治療的一種），

但仍以「監護」為主（莊明敏  1995:18~19、鄧有偉  2004:20~22）。 

1932 年台灣總督府將一些財團法人救濟院、慈惠院附設醫院指定為收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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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患之用。第一所公立精神醫院—養神院，於 1934 年創辦於台北市松山區，

為省立桃園療養院前身。台灣總督府於 1936 年公布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科醫院

法，1939 年台北帝國大學附設醫院（後來改制為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設

立神經精神科，醫療方式也由環境治療進入到休克治療（胰島素治療或電擊治

療）。此時期不論公立或私立醫院，規模都不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社會

環境的變遷，人口突然大量增加，精神科病床變得極度缺乏，形成一床難求的現

象（同上）。 

由此可知，台灣最早的精神醫療服務大多由民間力量來提供，發展至日後，

有些私人開業收容所已經歇業，有些納入醫療服務體系，有些仍以社會救濟體系

收容病人，這些機構未接受醫療管理及評鑑，但卻願意長期收容精神病患。現代

社會轉趨向於核心家庭結構，長期的照顧病人對於家屬是一種沈重的負擔，在無

法容納或囚禁病患的情形下，諸如由警政單位合法設置的遊民收容所及社政單位

管轄的仁愛之家，以及藉宗教之名收取大筆香油錢而經營的大千堂與龍發堂等民

間收容所就成為其最後選擇（同上：197,207）。 

早期的龍發堂是台灣民間宗教觀念運用到照顧精神病患上的一個表現。在龍

發堂出現之前，乩童已是精神病等慢性病患的主要民俗醫療人了（張珣  

1990:193~194）。台灣民間對精神病患的處理方式，著重在治療者與神明或超自

然靈力的溝通對話，病因理論側重道德倫理的致病因，患病責任除了病人個人以

外，家族也有連帶責任，甚至超自然的外界也是病因，也要負責。因果關係不限

於今生今世，不限於人類一種生物，也不限於個人一己的行為或命運。治療疾病

的原則也就不只侷限於去除當前的症狀，還可能在修補前世的罪惡，並盡可能累

積來世之福氣（同上：196,198）。 

早期的龍發堂屬於一種「民間佛教」，龍發堂要求病人剃頭、穿袈裟、吃素、

不結婚，過著出家人的生活，希望藉由為病人改頭換面，淨罪集資，企圖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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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求得醫治，以更換一個新的生命。在現代醫學無法有效治療的情形下，精

神疾病被視為是命中注定，但病人家屬與龍發堂住持李焜泰仍舊不放棄，而主動

地從「命」下手，為病人改造一個「命」（同上）。然而，這樣一種的民間宗教與

民俗療法其實是不被正規的精神醫學所採納的，例如當今台灣精神醫學界的重量

級人物胡海國1教授指出（胡海國  2002:5~6）： 

台灣精神病患仍沉浸在不幸的污名與烙印中。一般人不認識精神疾病的本質

是腦功能異常，是腦生病的結果。一般民俗病因之認識，諸如風水不對，鬼

神附身、前世造孽後世報之觀點，仍是相當流行之病因觀點。有精神障礙的

人，頑固地要否認有精神狀態之不適，而一昧以一般的生活壓力來詮釋，以

致於延誤應有之精神檢查、精神診斷與精神醫療，其可憾之後果是延誤與錯

失應有之精神醫療，以致於個人與家庭生活，承受既高度又長久之痛苦與損

失。 

綜觀第一階段可知，台灣自從自西方引進了正規精神醫療的方法之後，傳統

上的宗教與民俗的醫療方式就受到越來越多的排擠，而且正規的精神醫療也逐漸

地取得優勢，其影響力也不斷在擴大中。 

2.第二階段 

在第二階段中，養神院為國民政府接收，成為第一所省立精神醫院，易名為

省立錫口療養院，此時該院不斷增加病床，一些私人精神醫院也陸續興建起來，

這些私人醫院，通常是接受台北市政府社會局及台灣省政府社會處特約的醫院，

僅能以極其低廉的治療費用來收容貧戶病患及路倒病人，不僅設備十分簡陋，且

缺乏醫療人員參與治療工作。另一方面軍方醫院也逐漸設立精神科病房，收治軍

中病患，並於 1957 年創設玉里榮民醫院，大量收容軍方退役的精神病患。1960

                                                 
1 他目前的身份是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國立台灣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系、國立台灣大學公

衛學院流病所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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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省政府設立省立高雄療養院（即今高雄市凱旋醫院），1966 年再增設省立玉里

養護所。1969 年台北市也設立台北市立療養院，台北、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四

家仁愛之家亦附設了療養院，此時台灣地區已有數千張精神病床，服務模式大部

分以收容為主，病患多是長期住院（同上：18~19）。 

留學日本東京大學的林宗義醫師於 1946 年回到台灣，將日本的精神醫學重

新引進台北帝國大學精神科，並建立起以診斷治療的技術與知識之臨床精神醫學

基礎，此一方向後來成為台灣精神醫學的主流（林宗義 1990:3,9）。林宗義醫師

與他所培養的學生逐漸擔負起醫學院學生的精神醫學教育，培養精神科醫師、護

理人員、臨床心理學家、精神科社會工作人員、職能治療師等專業人員，加強對

公、私立醫療機構的協助與聯繫，進行各項醫療模式的實驗，推展心理衛生預防

工作，以及從事精神疾病流行病學的研究。此時期由於台大醫院精神科的領導與

開創，乃為台灣精神醫療環境的發展奠定良好基礎（葉英堃  1999）。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階段中，台灣的精神醫學其實仍然深受日本精神醫學

影響，然而日本的精神醫學又是受惠於德國精神醫學，因此無論是雅斯培

（Jaspers）、克萊培林（Kraepelin）等德國學者的著作觀點亦成為了戰後台灣精

神醫學的出發點（林宗義 1990:20~21）。由於抗精神疾病藥物的發明，台灣醫療

開始反省「收容監置」的處理方式，台大醫院於 1956 年開始有「治療作業」計

畫，精神病患的身、心、社會、家庭與靈性層面的整體評估、診斷、治療到復健，

開始發展出一個完整的團隊作業程序。接著在 1958 年開始有「團體治療」，1959

年開始採用「開放式病房」（鄧有偉  2004:25）。總而言之，台灣精神醫學初期

的發展其實就與精神醫學之流行病學有關，然而精神動力學、文化人類學以及科

技整合研究取向、社區精神醫學亦在此時期融入台灣的精神醫學研究教育環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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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階段 

在第三階段中，1971 年始成立的行政院衛生署，在精神醫療方面的工作以

推動區域性發展為重點，陸續在各地成立省立精神醫療機構、綜合醫院精神科、

私立精神醫院。省立台南醫院在 1974 年、榮民總醫院在 1977 年設立精神科，但

至 1980 年代起才逐漸有較多的綜合醫院及省市立醫院籌設精神科，增設精神科

門診、日間留院及急性住院服務等，當時全台有 18 家公立醫院診所，62 家私立

醫院診所，11 家財團法人（鄧有偉  2004:26）。公立精神專科醫院服務品質及模

式也有具體改善，使整個精神醫療服務模式趨向多元化（莊明敏  1995:19）。 

1964 年美國通過社區心理衛生法案，主張急性病患應縮短住院治療時間，

使其能儘速回歸社會（鄧有偉  2004:26~27）。在此一「去機構化」理論的影響

下，台北市立療養院自成立以來所建立的所謂「台北模式」，亦即統合醫院與社

區的資源，提供病人及家屬整體性與連續性的醫療服務之模式，開始成為全國其

他醫院遵循的典範，此原則可概括如下（同上：28~29）： 

1. 病房可以男女混合（但不同房），且病人人數不宜超過 40 人，以促進病人

與病人、醫療人員之間的溝通。 

2. 病房應該有適當活動項目，並應用行為治療、團體治療的原則，以促進病

人自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到良好的人際關係及生活上的生存技巧。 

3. 復健治療必須按照每一位病人的病情、病史、工作能力、動機的評估而設

計，並盡量加強對家屬的個案工作，促進家屬對病人復健的積極參與，以

利社會復歸。 

4. 理想上，一個精神專科醫院的病床總數不要超過 300 床，應設有門診治

療、日間留院治療、短期住院治療、復健治療，同時應提高病床的利用率。 

5. 院內應設有工作站，配合病人不同的工作能力，同時也可加以技藝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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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出院後的就業與謀生。 

6. 社區應有庇護性工作站或工廠，以利慢性病人在社區裡就業。 

7. 對病情穩定但不適合回家或無家可歸者，應在社區中設立中途之家，供給

住宿，以利社會復歸。 

在 1971 年以前，政府對於精神醫療的政策，未有整體性的計畫，從中央至

省縣市政府皆無專責單位來掌管精神醫療及心理衛生工作（莊明敏  1995:1），

到了民國七○年代，衛生署擬定一系列重要行政措施，核定實施「醫療保健計畫—

籌建醫療網計畫」後，首次將「精神醫療工作」納入整體性醫療施政的策略之一

（同上：19），包括精神醫療行政體系的充實、全國性區域精神醫療網的建立（1986

年）、推動「加強精神疾病防治工作」（1990 年）、1978 年 9 月開始進行教學醫院

評鑑，目的在提升醫學系學生的臨床訓練水準，又於 1986 年新的醫療法通過後

舉辦全國性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以提昇國內各級精神醫療機構的醫療品質

（李明濱  2000:3）。由於衛生署的醫院評鑑制度所發展的評估指標對於醫院具

有強制力，故國內的精神醫療機構的醫療面貌也相當程度地反映了這套評鑑制度

的變遷歷程。 

此時期台灣的精神醫學及心理衛生的發展逐漸與 WHO（世界衛生組織）以

及 WFMH（世界心理衛生聯盟）等世界性組織的活動接軌，另外，美國的 AID

（國際發展援助，俗稱美援）亦協助台灣的醫學教育發展而對台灣精神醫學提供

甚大幫助，促進了台灣精神醫學與美國的密切交流（林宗義  1990:94~96）。這

段時期中，WHO 的工作推展重點是將醫院治療逐漸推向社區精神衛生醫療的方

向，台灣亦於此時期納入 WHO 的 IPSS（International Pilot Study Schizophrenia） 

長期性國際協力精神分裂症研究計畫中，WHO 隨後亦根據該計畫來負責修訂

ICD-9（國際疾病分類第九版），由於 ICD-9 的目標是要成為世界各國精神醫學

界的「共同語言」（同上：153），所以也影響了這時期美國精神醫學會修訂 DSM-

Ⅲ（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三版）（StuartA.Kirk & Herb Kutchins  19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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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Ⅲ採用與 ICD-9 類似的方式來推動修訂工作，諸如以田野研究資料作為修

訂依據以及使用多軸系診斷法，台灣精神醫學界亦於此時開始採用 DSM-Ⅲ來診

斷或進行大規模的精神疾病流行病學調查研究（莊明敏  1995:9）。 

4.第四階段 

在第四階段中，衛生署推展之精神疾病防制工作，主要以「發展積極的治療、

復健，減少消極的收容、養護」為政策導向，推動台灣整體精神醫療服務模式朝

向現代「社區精神醫療模式」發展（同上：19~20）。於是精神衛生法於 1990 年

12 月開始公佈實施，以法律明文定義何謂「精神疾病」，政府的有關預算有了法

源，各項精神醫療業務隨之大量膨脹，各種精神醫療機構亦大幅增設，專業人員

的培育以及有關研究的加強均增增日上（葉英堃  1999），衛生署並積極推動「精

神疾病防制工作計畫」（1993 年）、「社區精神醫療保健工作計畫」（1995 年），省

衛生處亦積極強化各省立醫療院所及縣市精神醫療網的功能，省立桃園療養院八

里分院亦於 1990 年成立。衛生署又於 1998 年公告「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

表」及「精神病患病情分類評估標準」，經過多次專家會議後制定了「嚴重精神

病患病情分類評估量表」以及「精神病患分類評估流程」，有了上述的標準、評

估量表及評估流程之後，乃可以設計問卷研究精神科專業醫師之間的信度與效

度，於是國內的精神醫療的發展已非常類似於 WHO 發展 ICD-9 或美國發展

DSM-Ⅲ的作法了。 

自從精神藥物發展以來，由於能有效地治療精神疾病，因此醫界轉而研究其

藥效機轉，在神經化學、神經荷爾蒙學方面有顯著發展，現在對神經介質以及精

神病症發生的可能機轉，已經有比較清楚的概念與研究的方針。因此當前國內外

的精神醫學的主流又返回生物精神醫學，並試圖應用科學的生化檢驗指標與腦部

顯影技術作為診斷標準（鄧有偉  2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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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健保實施前，精神醫療的給付方式，就已趨向以各種保險給付為主與

各級政府醫療補助為輔的方式，故保險制度與社會福利體制對於精神醫療的影響

力是極大的（莊明敏  1995:201）。然而全民健保實施後，財務管理和費用控制

彷彿成了政府相關部門對醫學乃至醫療政策的主要認知（蔡篤堅、李玉春 

2001:68），為因應財務負擔所採取的種種節流措施，諸如社區復健的健保給付不

足（楊明仁 2002），所謂「住院才給付、出院不給付」，使得許多病患、病床集

中於醫院內，等於鼓勵病患住院及蓋大醫院的做法（莊明敏  1995:119），加上

衛生署自 1992 年起運用醫療發展基金，以補助貸款方式，獎勵民間興建精神科

醫院（李明濱 2000:22）等現象，已造成精神醫療生態扭曲及資源分佈不均，主

要表現為慢性病房擴張、急性病房及社區復健萎縮，導致病患滯留於慢性病房而

無法回歸社區（同上：Ⅰ）。由於社區精神醫療未列入醫院評鑑，亦無合理的健

保給付配合，故造成精神病患者在就醫、就養與就業上龐大的社會負擔與醫療成

本浪費（楊明仁 2002）。 

此時全民健保精神醫療支付制度主要分為論量計酬、論日計酬及論次計酬等

三種，論量計酬包括門診、急診與急性住院；論日計酬包括慢性病房、日間病房

及社區復健；論次計酬包括居家治療。但精神醫學界對於現行支付基準的看法如

下：論量計酬產生了拼量的困境；論日計酬造成部分醫療院所降低品質並降低住

院日數；論次計酬未能反映病例組合狀況，導致資源重疊（李明濱 2000:1~3）。

2002 年改採「醫院總額支付制度」，目的是要將醫療院所提供的醫療行為效率

化、服務商品化，此法對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病友而言，確實大大減輕了診療與住

院的負擔，尤其精神疾病也被列入了重大傷病範圍，即不須再負擔部分醫療費

用。此措施提高了精神疾病家屬送病患就醫的意願，但相對的迫使醫院收納病人

的意願不高，病人在不得已的狀況下，轉由急診或非專業的安養中心就醫，造成

醫療品質兩極化（鄧有偉  20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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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台灣精神醫療體系、措施與法令 

現代精神醫療專業人員除了精神科醫師之外，還包括精神科護理人員、職能

治療人員、社會工作人員及臨床心理人員，另外藥師、醫事檢驗師及營養師也參

與在精神醫療工作的整體脈絡中。因此精神醫療已成為團隊合作醫療模式，團隊

成員的分工如下（徐曼瑩  1999:23）： 

1. 精神科醫師：負責臨床醫療診斷疾病和出入院醫療處理。 

2. 護理人員：執行護理照顧、協助環境治療、安排生活作息、注意安全與保

護、並執行醫囑。 

3. 心理治療師：負責心理測驗、心理治療、輔導諮詢及行為治療。 

4. 職能治療師：負責各種職能治療、活動治療、團體治療、復健治療和娛樂

治療。 

5. 社工人員：負責家庭訪問、聯繫、提供社會資源、病人復健安置、執行家

庭教育和家庭治療。 

而這些人員是在政府行政體系、醫療體系、社區復健體系以及相關法令的環

繞下進行其醫療工作的，其治療精神病患的目標是積極的社會復歸而不是消極的

收容（葉英堃  1985:2）以下就台灣的現代精神醫療環境現況作一大概的介紹。 

1.精神衛生行政體系 

    目前行政院衛生署的精神衛生諮詢機構為「國民衛生諮詢委員會」下的精神

醫療小組，衛生署並在醫政處之下設有精神衛生科，掌理全國精神醫療網。台北

市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均設有精神衛生股及醫院管理科，前者負責精神醫療院所

之行政管理，後者負責臨床業務協調及聯繫。至於其它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及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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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衛生所尚未設置精神衛生行政工作體系，但有精神衛生行政人員、精神衛生

保健人員及社區心理衛生中心專業人員若干名（莊明敏  1995:101,107~108）。 

2.精神疾病防治醫療網 

    1986 年行政院衛生署規劃之「精神疾病防治醫療網」，是依地理環境、人口

數及精神醫療資源的分布情形，將台灣地區劃分為七個責任區—台北地區（台北

市、台北縣、基隆市、宜蘭縣）、北部地區（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

中部地區（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南部地區（嘉義市、

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東部地區（花蓮縣、台東縣）、高雄地區（高雄市、

高雄縣、屏東縣）及澎湖地區（澎湖縣），並於每一區指定一家精神科醫院為精

神醫療網的「核心醫院」，負責各區的醫療網業務，結合區域內資源以提供服務，

稱之為區域網絡。各核心醫院的工作目標包括統籌各轄區內精神醫療資源，結合

醫政、社政、民政、警政、教育及諮商輔導、心理衛生及公共衛生等相關單位，

建立精神醫療的轉介、照會制度，加強區內相關工作人員在職教育，宣導精神醫

療正確觀念與知識，期能為病患提供連續性、整體性的醫療照顧，而每年度由七

個核心醫院（台北市立療養院、高雄市凱旋醫院、署立桃園療養院、署立草屯療

養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玉里榮民醫院、署立澎湖醫院）各自擬定年度工作計

劃，由行政院衛生署編列預算補助之。每年度再由各核心醫院輪流負責召開「精

神醫療網成果工作研討會」進行執行成果報告。（洪美玟等  1998:4、莊明敏  

1995:108~110）。 

3.精神醫療服務體系 

目前台灣地區精神醫療服務模式及流程，大致可分為精神醫療院所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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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精神復健機構服務、各地區醫療網相關機構提供之各類服務以及醫療網轉介中

心提供之服務。 

（1）精神醫療院所服務系統 

台灣之精神醫療院所之醫療模式大致分為門診、急診、全日住院（加護病

房、急性病房、慢性復健病房）、日間留院等。其特點如下（鄧有偉  2004:40）： 

（1）門診：服務對象為初次發病或定期追蹤的病患。 

（2）急診：服務對象為在突發狀況下受到極大刺激，導致身心無法獲得控制的

病患。 

（3）加護病房：當精神病患有自殺或傷人的危險，且不聽制止時的保護場所。 

（4）急性病房：服務對象為精神症狀不穩定的病人。 

（5）慢性病房：為了使病患可以達到自我約制的目的而提供的一個相較於急性

病房更為舒適的治療環境。 

（6）日間留院：提供病情穩定的病患於白天待在醫院內接受治療與復健活動，

晚上則回到家裡、中途之家或寄宿家庭中生活。 

2000 年時台灣的慢性床數是急性床數的 2 倍，顯示整個治療效率仍偏重慢

性收容，缺少積極有效的治療服務。而一般民眾採取門診來尋求治療的方式，通

常精神病患門診失聯率在五成以上，病患的治療持續性不佳，導致其復發率提

高，造成更多的住院需要，甚至更高的疾病慢性化機會（莊明敏  1995:193、鄧

有偉  2004:41）。  

（2）社區精神復健機構服務 

台灣目前具有的精神疾病社區支持系統，包括康復之家、庇護性工作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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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復健中心、居家治療等。 

所謂康復之家是指一個介於醫院與家庭之間，提供一個半保護性、暫時性、

支持性的居住環境，協助那些病情獲得改善的精神病患建立自信，培養獨立的生

活能力，然而台灣的康復之家服務量嚴重不足。 

至於社區庇護性工作場，是指精神病患因其功能退化，無法在回歸社區後

從事競爭性的工作或暫時不能勝任，於是庇護性工作場以工作作為一種治療工

具，訓練精神病患的工作習慣、工作態度、受僱能力及工作生活安排，協助解決

病人在社區中工作及就業的問題。台灣的庇護性工作場亦不多。 

社區復健中心則以活動和生活訓練來協助精神病患安排其日常生活，以加

強其社區生活的適應能力。台灣只有少數幾家社區復健中心，不足以幫助病患逐

漸恢復社交技能以適應社會。 

居家治療乃醫護人員視社區中個別精神病患的需要，採定期或不定期的家

庭實地訪查照顧或電話追蹤，加強其生活適應及病情追蹤，預防病情惡化，減低

再住院率，並提供家屬衛教，協助家屬發展照顧病患的技巧，減輕家屬負擔，增

進病患在社區中的適應能力，達到經濟、預防與復健之目標。然而當今社會以小

家庭為主，病患之配偶必須能同時扮演好照顧病患、經濟支持與教養子女的角

色，使得病患配偶負擔太過沈重，造成人們較不願採用居家治療的方式，是以台

灣目前辦理居家治療的個案仍屬少數。 

民間「康復之友協會」由一群醫療人員、專家學者、民意代表、社區熱心

人士、病患家屬及康復病患所組成，其設立宗旨在於結合社會資源來辦理病患的

社區復建計劃，協助其醫療、復健與維護權益，爭取應有之福利。工作內容包括

辦理康復之家、康復商店、工作坊、社區復健中心、庇護性工作場、病患或家屬

聯誼會、心理衛生講座、康復病患運動會及相關的政策促進活動等。但是目前台

灣各協會普遍有病患家屬參與度不足，家屬與醫療人員間意見不一致等問題，且



臨床精神醫療的技術結構與時間結構 

 

24 

對醫療政策制訂的影響力亦不大。 

行政院衛生署於 1989 年起開辦社區復建計劃，委託核心醫院、教學醫院及

康復之友協會承辦，至 1991 年起開始擴大承辦單位，凡經台灣地區精神醫療院

所評鑑合格之醫院皆可提出申請，由行政院衛生署補助經費辦理社區復健方案。

雖然如此，執行成效有限，仍有許多縣市沒有任何一項社區復健服務，且執行社

區復健計畫者大多是以醫院為基礎的方式來推展。 

（3）醫療網相關機構提供之各類服務 

台灣之醫療網中，綜合醫院提供身體健康維護，社會福利機構提供醫療與

生活費的補助，社區心理輔導機構提供心理衛生教育及從事預防工作，警政機構

及法定保護人協助處理緊急事件。 

（4）醫療網轉介中心 

轉介中心負責協調、統籌整個區域的醫療資源，協助各機構間之轉介作業

及病患追蹤系統（莊明敏  1995:113~116）。 

4.社區心理衛生保健工作 

精神衛生法第十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得設社區性心理

衛生中心，負責推展心理衛生保健有關工作，並協助教育主管機關推動各級學校

心理衛生教育及輔導。第十二條規定各級政府應按需要，設立或獎勵民間設立精

神醫療機構、精神復健機構及心理輔導機構。 

    台灣目前既有之社區心理衛生中心主要辦理之事項，包括建立社區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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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理及轉介中心、為基層心理衛生人員提供精神醫療在職訓練、成立心理衛

生諮詢中心，提供民眾心理衛生資料與諮詢、結合社會資源，協助病患復健、負

責所屬醫療院轄區內精神病患社區復健方案之推動、心理衛生需求調查研究、社

區心理衛生資料檔案建立、心理衛生有關人員訓練、對學校及工廠與社區民眾提

供心理衛生教育、整合地區內心理衛生人力資源等（同上：123~124）。 

5.精神衛生法 

    台灣之精神衛生法非常注重病人與社區之關係，例如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

家屬、配偶及法定代理人等有協助精神病患就醫之義務。第二款規定若經精神科

專科醫師診斷為嚴重病人時，則應置保護人，第十五條規定必要時由政府指定保

護人，以負擔協助嚴重病人就醫之責任。第十九條要求病患之保護人應善盡義務

來協助病人，並明訂政府視需要得予以適當救助，加強保護精神病患犯罪之被害

人身體、生命與健康。第三十六條規定病人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

不得予以歧視，第四十、四十一條要求內政部保障病人的職能訓練及減免稅捐，

第四十五條甚且規定病人權利受傷害時，處罰之對象包括精神醫療、精神復健與

心理衛生保健之機構及工作人員（同上：152~153）。 

綜合上述，不難發現台灣精神醫療並不僅限於醫院內的門診及住院治療，病

人出院後也有若干社區復健與居家治療等措施予以輔助配合，目的是讓病患儘速

出院，回歸家庭。然而社區復健的觀念於 1977 年才開始發展，雖有少數縣市（例

如台北市）提供較完善之福利措施，但是其他縣市福利措施普遍不足，加上政府

之保險與其他零用金補助均限於住院者享有之制度，政府社會福利部門人力也不

足，以及缺乏大量的社區支持服務措施的情況下，病患的社會復歸能力亦相形減

弱，於是無法免除病患對昂貴的長期住院之需求。 

國內許多政府官員和專業人員前往歐美地區考察進修後，所推動的國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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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醫療模式，大致上是朝社區醫療前進（同上：211），莊明敏指出，歐美各國

的完整而豐富之社區精神醫療治療策略包括（同上：212）： 

（A） 教導病患社區生活技巧，並協助獲得居住場所等之基本生活資源。 

（B） 提供社會支持網絡。 

（C） 透過一個整合的團隊，通常是社區心理衛生中心，直接提供多樣性和

整合性治療復健設施。 

（D） 透過藥物及環境治療，使病患之功能障礙降至最低。 

（E） 盡量維持穩定的藥物治療，使再發病機會降至最低。 

（F） 盡量作危機處理以避免住院，只有具危險性及藥物併發症的病患才安

排住院。 

（G） 醫院視為社區追蹤系統的一部份，盡可能縮短病患住院日數，早日回

歸社區。 

（H） 基本上社區追蹤沒有期限，直至病患死亡。 

因此，目前台灣的精神醫療服務流程，理想上是從病患門診、急診、急性

住院、慢性住院、出院、社會復健等治療乃至回歸社會等各個階段間皆能環環相

扣，以提供一個整體性、連續性、系統性與完整性的連結照護模式，並緊密連結

社區、民政、社政、警政、消防、勞政、衛政、教育及醫療等相關單位，方能達

成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工作（周志浩等  2004：5）。 

綜而言之，整個台灣的精神醫療模式與西方的正規的精神醫療現況類似，但

是我們應該怎樣去理解所謂「正規的」精神醫療模式？胡海國先生的主張值得我

們深思，他指出（胡海國  1985:4~5）： 

顧名思義，精神醫學，是醫學之一支。醫學所探討的是個體不健康之狀態。

不健康狀態導因於生理功能之異常改變。精神醫學當然是探討、治療腦功能

異常改變引起之精神病理狀態。醫學所著重的是臨床狀況之判定與歸類，也

就是所謂之診斷與分類。……精神病理之醫學模式，也就是所謂精神醫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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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模式，就是要以傳統醫學之研究方法來探討精神病理現象。它強調精神

病理之「疾病本質」，也就是所謂的「精神疾病」之本質。醫學模式之精神醫

學強調精神疾病應該依其「疾病本質」分為「不同類別之特定精神疾病」。……

它也強調探討腦功能生物學基礎是對精神疾病之探究與發展有效治療方法之

最重要取向。……在此模式之下，精神疾病設定有腦之特定功能是異樣為前

提。所以精神醫學是探討腦功能特異之精神病理為範圍。……若有精神病理，

而其發生非基於腦功能之特異變化者，那就非精神醫學之主題。這些是生活

壓力、適應不良或學習不當所形成，稱為適應不良之精神病理。 

當今的正規精神醫療把精神疾病簡單分為兩大類：精神病（Psychoses）與

非精神病的精神疾病。前者為生物學病因的功能性疾病，常見的功能性精神病包

括精神分裂、妄想及情感型精神病（躁鬱症、憂鬱症等）。至於非精神病的精神

疾病是指適應不良之精神病，這種病涵蓋許多狀況，主要的是性格違常與精神官

能症（Neuroses）。按照胡海國教授的想法，遺傳才是精神病的潛在病因，個體

最初的發病就是其潛在病因與環境觸發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達到發病界閾的結

果，這是精神疾病的原始型態（同上：10）。 

由是可知，正規的精神醫學是一種針對精神疾病的診斷、治療與預防進行研

究的學門。它之所以是「正規的」，就是因為它是以生物－生理學為基礎的，而

其特徵就是對腦的「功能」的強調。對於精神醫療的這個特徵，前台大社會系葉

啟政教授也注意到了。他指出（葉啟政  2001:99~100）： 

說來慚愧，對精神醫學的專業知識，我幾乎一無所知，而且，更是不懂當代

腦神經科學和認知心理學的發展。因此，實在沒有資格來談論精神異常，特

別是源自生理性原因的異常現象。不過，依照常識，我同其他人一樣，相信

人的生理結構，特別是腦部的組織（或謂神經和內分泌系統，以下，以「腦

部」一詞統稱之），是會影響到人的心理狀態和行為表現的。我也相信，透

過精神醫師的治療，特別是使用適當的藥物（乃至開刀手術）來治療，對某

些行為異常（至少是某些神經性的疾病）的症狀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否則，

精神醫學得以繼續存在的正當性，早就受到嚴厲的挑戰了。……對現代的精

神醫師而言，「精神異常」是一種「疾病」，而且，基本上是可以治療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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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事實上，對許多接受現代科學觀念的一般人，他們也接受這樣的認知模

式。很明顯的，既然精神異常是一種疾病的病徵表現，而且，特別是因為它

與諸如得到胃潰瘍一般，乃源自生理因素而導致的，……。 

正規精神醫療對於「功能」的強調，絕不僅限於腦的功能。由於精神醫學

界普遍認為腦的認知功能與社會功能有所關聯，因此兩者間的關聯性也就成為觀

察研究的主題了。正規的精神醫療就是透過觀察生物─心理─社會的「功能」性

關聯，並且藉由腦的認知功能將社會功能也串連起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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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整套措施。胡海國

教授指出（胡海國、鄭曉真  2003/10/02,2004/02/04）： 

訊息傳遞缺損與注意力障礙為精神分裂症患者認知缺損之核心症狀，研究發

現這些缺損極可能與臨床症狀或社會生活之功能性缺損相關連。許多研究極

欲瞭解精神分裂症之認知缺損是否有其特殊機制（即有特殊之訊息傳遞缺損

而有別於一般之認知缺損），以及訊息傳遞缺損於此疾患中所扮演之角色，

策略之一在於研究認知缺損與此疾患的臨床症狀或社會生活之功能性後果之

間的關聯，……。一旦確定訊息傳遞缺損與臨床症狀及社會生活之功能性後

果有高度相關，我們可利用測量訊息傳遞之缺損程度來評估或預測治療效

果。……1970 年代早期，學者即認為精神分裂症之「認知功能缺損」是影響

「社會功能障礙」的首要原因，……並非認知功能的各個領域都與社會生活

功能有明顯的關聯，但大致上可歸納出幾個重要的領域與不同層面的社會功

能有特定的、一致性的關聯；即某些特定的認知功能缺損可預期社會功能障

礙在不同層面的嚴重程度，其中，特別是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

（即所謂的顯示記憶：記憶受意識覺知，且可以陳述），在橫跨社會生活的

各個功能領域都與之有一致的關聯，即無論是社交、職業或獨立生活等功能

領域都需要具備此項能力來學習新的資訊，並利用學習過的資訊來完成相關

的作業；以職業功能為例，許多看似非技巧性的工作也需運用此項記憶能力；

而在社交生活中，如果在認識的初期無法記憶他人的姓名，接下來與他人做

進一步的溝通及培養關係則相當困難。 

了解了精神醫療的「正規」的意義包含生物─心理─社會的完整的「功能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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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後，那麼消除精神疾病的技術也就呼之欲出了。胡海國教授提到（胡海國  

1985:5~6）： 

……病人報告疾病經驗之方法與內容。再者病患個性、生活環境會影響疾病

之治療結果與疾病病程。有疾病之病人，不一定有病就求醫，還有其他種種

心理─社會因素影響病人之求醫行為。而醫生與病人之關係可能會直接或間

接影響疾病之治療，與疾病之病程。凡此種種，都說明純粹的「生物醫學模

式」是不足以應付醫療之需求。因之，生物─心理─社會模式可以彌補上述

之弱點。……把適用於適應不良精神病理之心理、行為、社會文化之精神病

理學模式，引用於精神疾病之精神病理學之研究與治療上。……在治療上

Abroms 認為應以「串列模式」（serialism）作為指導原則，亦即先考慮生物

層面之藥物治療，再推到心理層面之心理治療，最後考慮社會層面之社會治

療。 

換言之，功能性精神病的治療方式，為避免落入純粹的生物醫學模式所導致

的種種漏失，因此在治療上輔以其他學科的研究與幫忙，亦即加入治療適應不良

的精神病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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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力。 然而胡海

國教授的主張並不只是一己之見，李明濱2的看法也與胡教授雷同（李明濱  

2000:48）： 

生物－心理－社會模式，一直是精神醫療工作者探究病因，訂定治療方針依

循的準則。精神疾病的治療可粗分為藥物與物理性治療以及心理性治療兩大

類。但各種疾病的治療總是依個別病患的病因、症狀與病程，適當地結合此

二類治療，形成治療計畫；並隨病程與治療的反應適時修正治療計畫。……

唯基於治療與倫理學種種考量，藥物的發展研究都以成年人為對象，老年人

及兒童的相關藥物學，與治療反應資料顯得不足……。 

這裡提到治療計畫，其實就是將生物－心理－社會的各種治療方式，以整體

                                                 
2 前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暨台大醫院精神部主任，現任台北市立療養院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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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連續性、一貫性的方式構成一個照顧系統的另一種說法，可以說，目前的台

灣正規精神醫療就是一種以「治療計畫」來進行治療的模式。葉英堃3同樣也主

張要實施生物－心理－社會的治療過程，從他的主張中可以更加釐清台灣當前正

規精神醫療的實施構想（葉英堃  1987:6~7）： 

精神病是容易慢性化而導致其社會生活功能受到障礙的疾症，因此需要長期

醫療照顧。……精神病的治療不但只為消除或減輕其症狀就可，進而要提高

其社會生活功能，促進其家庭、社會的早日歸復為目標，而極需要整體性、

連續性醫療照顧系統。藥物、物理治療以外更要給予各種心理、行為治療，

以改善其人際關係，提高對日常生活上遇到挫折的耐度、社會技巧、生活適

應能力、處理事物的效率；給予家屬治療，除去家庭內對症狀有反面影響的

各種因素，增強家屬間的溝通等等；而醫師、護士以外，職能治療者、社會

工作家及臨床心理學者也要參與。 

由是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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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團隊之中，領導者是精神病專科醫師，而且由他來指導藥物或物理療

法；護士與患者有二十四小時的接觸，她們能隨時隨地觀察患者的一切行為，受

過訓練的護士也負責行為療法；臨床心理師以個別深度心理治療、家族治療、團

體治療與各種心理－智力測驗來輔助醫師的治療與診斷；社會工作員則深入了解

患者的家庭中個人的關係，並為患者及其家庭尋找社會資源與協助；職能治療師

的目標則是鼓勵病人自我照顧，以及幫助病人盡量能獨立生活為目標。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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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前述幾位教授的主張可知，當今的正規精神醫療是以研究的態度來辨識

個案求醫時所表現的精神疾病（已不同於初發病時的原始型態）的類別，然後先

以生物性的「藥物治療」來改善精神疾病的症狀，再輔以心理治療或行為治療，

                                                 
3 台北醫學大學精神科名譽教授、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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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出一個「疾病預後狀態」。當然，如果上述醫療措施都無法奏效，就只好

將個案付諸最後手段：「隔離」（胡海國  2001/09/12）。 

二、社區精神醫療與兩種傳統 

（一）社區精神醫療 

以純粹的生物醫學模式為病人進行治療時，主要目標是要讓病人「痊癒」的。

一旦改為以「復原」概念來詮釋所謂的「痊癒」之時，就是要以「回歸社會」作

為精神醫療實踐上的目標，它代表的是病人已經獲得一定程度的醫療，達到可以

「回家」的程度，因此這就涉及到當代新興的社區精神醫療（Community 

Psychiatry）的想法。所謂的社區精神醫療，Breakey 指出（Breakey  2002:2）： 

社區心理衛生強調除了醫師之外，許多的專家都能有重要的貢獻，而且著眼

的重點是「健康」，而非「疾病」。……因此把社區精神醫療視為精神醫療的

領域，屬於廣泛醫療的一個分支。……傾向不再強調療養院式的照護體

系。……必須從社區找到解決辦法，而且也應該在社區執行治療。只有當其

他社區的治療模式都不再適合時，不得以才會選擇療養院的治療模式。……

一系列創新的治療模式被研究出來，而且組成多元化專業團隊模式，提供包

括門診治療、居家治療、個案管理、復健治療計畫及創新的住所安置策略。……

現代社區精神醫療最關心的是，如何組織完整的照護體系，以及如何發展高

成本效益的治療模式，……必須受制於成本效益的壓力。 

當前精神醫療的發展趨勢是朝向社區精神醫療前進的，台灣的狀況亦不例

外。林宗義教授曾提出一個痊癒係數的概念（林宗義  1987:15～16），研究者認

為可以拿它來當成台灣社區精神醫療的一個理解模型。公式為：R（x）=｛（MΨI

＋PI＋FI＋SI）/DP｝×（1/t）。組成此一痊癒指數的公式包括三個變數，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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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疾病的進行（disease process，簡稱 DP），指每一位病患精神病理的一定的

進行過程； 

（b）各種治療效果的總和，包括醫學、心理學的介入（Medic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簡稱 MΨI），病患的介入（patient intervention，簡稱 PI），家

屬的介入（family intervention，簡稱 FI），社會的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

簡稱 SI）； 

（c）時間因素（time factor，簡稱 t）。 

公式意義如下： 

（1）痊癒係數與疾病進行的嚴重度成反比。換句話說，疾病越嚴重，則痊癒係

數越小，治療痊癒的可能性越低。 

（2）痊癒係數與各種治療效果的總和有正比關係，醫學、心理學與社會學的治

療，在醫師、病患本身、家屬、甚至一般社會大眾的合作下，治療效果總

值越大的話，則痊癒的係數就越大。 

（3）時間因素。這是指發病開始到各種治療方法介入為止所需要的時間，與痊

癒係數呈反比關係。換句話說，治療越慢開始，則痊癒係數越低；越早治

療，則痊癒係數就越高。 

他強調，精神科醫師從病患初診開始到治療的過程中，應該都要利用這個痊

癒係數的觀念與公式（同上：31）： 

精神科醫師應該儘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對於病患的治療及回歸社會的許多相

關因素，利用這個公式的幾個係數加以整理與使用，並且評估比較彼此的重

要性，而擬定治療計畫。根據這些資料可以判斷，治療重點應該放在哪裡？

還要得到什麼資料？要請誰來幫忙？回歸社會的目的是否能夠達到？等等，

實際上進行醫療時都會碰到的問題，而加以處理。 

治療計畫的擬定等於安排了治療的整體方向與目標，成為醫師與治療團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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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道路；但是在實際治療上，往往會遭遇到諸如病人自身復健的潛能、醫院的

經營條件、國家社會的資源多寡等等問題，其中又以家屬的配合程度對於治療成

敗的影響最為直接。林宗義與林美貞研究華裔加拿大人求助的行為模式，指出華

人家庭對精神疾病的反應，可以分為關愛、否認到拒斥的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

的家庭求助行為包括（林宗義、林美貞  1996：333）： 

向有關的社區服務機構、內科醫師或精神醫師請教後，家人遲早都會把病人

送進醫院，其中還經常要警察幫忙。這時，家人的耐心與資源的耗竭及絕望，

結束了把病人放在家中療養的長期掙扎，取而代之的是精神的抒解與病人治

癒的新希望。當病人康復出院後，家中至少暫時維持原來的溫馨與關懷。但

是，一旦病情復發，家人的反應與調治又回復到先前的過程，只不過是這時

在家庭進行治理的時間變短，把病人送回醫院的時間並且是較前次提早了一

些。這個「家庭內的治理－家庭外的診治－住院」的循環反覆進行，一旦病

人變成長期性的發作，家庭內的治理時間愈來愈短，住院的時間愈來愈長。

家人往醫院探病的時間次數與住院的次數與時間成反比，家人不再去探病就

是對病人的排拒達到百分之百的時候。最後，醫院會發現，即使病人的病情

好轉，已經可以出院返家，家人還是不願意把病人帶回家中照顧。 

也就是說，當華人家庭的求助行為模式進入第三個階段，會以愈來愈快的速度把

瘋人送進醫院，大多數家屬最後都會接受，把醫院所提供的正統臨床精神醫療當

成「痊癒之道」。然而當醫院將瘋人帶走之後，對於家屬來說，等於是把一直困

擾的問題處理好了，家屬終於可以開始過正常的生活了，家屬反而有一種心安的

感覺。當瘋人出院時，他是另一個世界來的人。因此，若要讓病人從醫院世界回

到生活世界，等於要家屬重新接納一個被擺放到邊緣地位的人。這對家屬來說是

不容易的，因此需要一個慢慢適應的過渡過程，家屬的心態與生活形態才有辦法

重新調整過來。丁心理師很細膩地描述這種心情（訪談記錄  04022702：5）： 

家屬會把她（他）們放在醫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後來他們也覺得無能為力了，

剛開始還會覺得說要把她（他）治好，我說一般啦，那是一般來講，那後來覺

得怎麼還是這樣子，怎麼還是這樣子。那後來就覺得說，因為又不放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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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有點託管，我錢可以付給療養院。但是你把我這個，我的媽媽或誰，就是，

三餐整個奉養好就好。所以他也就安心這樣。然後再用佳節，什麼中秋佳節，

或是春節才會回去，然後會變成這樣一個心態，那我們就要看說他這個家屬是

不是已經到這種形態，如果他到這種形態的話，那就比較麻煩，因為他也是一

個慣性，對他來講他就是已經處理好了，那你為了病人的權益或是怎麼樣而要

她（他）脫離醫院回到家裡，這對他來講他們是會抵抗的。 

這個過渡的過程一方面要治療令人恐懼的瘋癲，另一方面則要在個案家庭

的經濟負擔、環境限制或情感連帶已經淡薄的的情況下，逐漸移除排斥瘋人的種

種因素。顯而易見的是，醫院、瘋人、家屬以及其他社會單位必須共同分擔責任、

風險與痛苦，在整個社會脈絡的彼此照應下才有可能將危機化為轉機，單靠任何

一方都無法幫助瘋人完成「回歸社會」的艱鉅任務。為了能夠完成這個任務，一

個妥善安排的計畫實屬必要。放眼台灣的社區精神醫療，「治療計畫」確實是整

個過程的指導原則。至於目前台灣的社區精神醫療的現狀又如何呢？胡海國教授

的觀察應該可以代表精神醫療界一般普遍的看法，也就是認為還需要加強（胡海

國  2002:5~6）： 

精神醫療在一般醫療中，是一個非常特別之醫療領域。而社區精神醫療

更是一般精神醫療中，很專門的領域。社區精神醫療要有精神醫療之基本理

論與技術之外，也要有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概念之應用，更要有社會文化、

法律、政治環境與人類行為研究方法論等種種人文科學之基礎。社區精神醫

療之發展，代表一個社會人文科學與生物科技發展之整合性全貌。 

社區精神醫療進步的社會，代表其人權及人道水準高，其生物科技進步，

其醫療水準高，其政治及社會制度清明，是代表著一個社會有進步的福利性

哲學思想與實踐。……而我國政府之精神醫療體系也是非常脆弱，縱使患者

與其家人努力求醫，但是精神醫療設施不足，精神醫療人力不夠，社區精神

醫療更是只有徒具形式而已。這是我國有識之士，尤其具悲天憫人的精神科

醫師們所長期感嘆的事情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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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瘋狂的批判意識傳統 

研究者認為，社區精神醫療運動並非歷史上獨特的現象，而是歐美文化史長

期以來的「解放」瘋狂運動的延續：一種要斬斷瘋狂與非理性的關聯性，並重新

建構瘋狂與理性的關聯性的運動。 

傅科指出，瘋狂之從屬於病理學，與文化史裡逐漸擺脫把瘋狂圍困在非理

性世界的演變有關（傅科  1998:510）。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已經開展出一種有

關瘋狂的文化主題，亦即將瘋狂定位為錯誤和道德缺陷，於是智者只要藉由嘲笑

等批判的方式，就可以與這些人心的煩惱保持距離，傅科把它稱為「瘋狂的道德

反思運動」、「人的批判性意識」或「瘋狂的批判意識」。傅科說（同上：212）： 

瘋狂的批判（critique）意識：這項意識承認瘋狂，它是在合理的、深思熟慮

的、道德性智慧的背景之中來標定瘋狂。這樣的意識甚至在建立其觀念之前，

便已全心全意從事審判；這不是一個定義的意識，而是一個揭發的意識。瘋

狂在其中，乃是在一向可以立即感覺的對立模式中為人感受：它在它顯而易

見的錯亂之中顯現出來，以過剩的證據，大量地呈現出「它的腦袋空空和判

斷力上下顛倒。」……這個意識卻在事前秘密地加以預防──它只由接受危

險的事實本身，辨認出自己是理性。 

按照傅科的分析，瘋狂批判意識的傳統接續地流傳了下來，從十六世紀的

文藝復興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心理學文化（傅科稱為人類學文化）不斷轉換形

式，一路歷經各時代從哲學的、道德的、科學的，最後朝向醫學的形式奔去，其

中讓瘋狂在這個世界中顯現不同的面目特徵的四個主要元素就是：瘋狂的批判意

識、瘋狂的實踐意識、瘋狂的發言意識與瘋狂的分析意識，它們之間在不同時代

有著不同的比例和關連（同上：212~218）。雖然長期以來都屬於瘋狂的批判意識

傳統，但是文藝復興時代特別注重理性與瘋狂之間可逆的辯證，心理學時代則較

偏重理性對於瘋狂型式的辨認，而古典主義時代位於此二時代之間，特別著重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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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與理性之間的差異要清楚劃分的實踐，又稱為瘋狂的實踐意識（同上：

218~219）。 

然而十七、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時代監禁體制的鎮壓政策，後期受到政治

界批判，人們開始以人道主義的立場要解救瘋子，把他們從非理性中屬於非道德

的世界之中「解放」出來，社會救助體制也受到經濟上的批判，導致這個禁閉空

間的社會意義逐漸變質，只剩下瘋者還被留在圍牆內。接著匹奈與突克於十八世

紀末將古典時代流傳下來的監禁空間改革成為療養院，可是在療養院創立之初即

遭逢法國大革命，在這樣的一種時代裡，形成由市民組成審判罪犯的法律體制，

這就讓公共意識開始對於犯罪的動機產生好奇，要對犯罪進行道德的檢視，這是

一個把人性中所隱藏的瘋狂的秘密及醜聞公開示眾、把非理性當成不道德加以懲

罰制裁的時代（同上：542）。 

這種審判體制原本是針對犯罪的心理是否道德而加以辯論，卻因為發現犯

罪的動機其實是非理性而使罪犯免除了刑責，於是古典時代把非道德視為一種非

理性的概念於此時重新受到重視，非理性開始獲得一種「人在心理學上的真相」

的地位，從而促成了一整套對於每個人內心所埋藏的真相感到興趣的心理學誕

生。面對著一般的正常人，這種心理學之眼能夠看穿在正常人的層層表象之下隱

藏著人性的究竟真相──非理性，這樣一來非理性就轉變成一種可以對照於一般

正常心理狀態的心理病態。由於瘋狂正是一種非理性，所以瘋狂就被認為能夠說

出人的真相，這樣一來就興起一個心理學文化，那是一個讓瘋狂在公共領域裡重

新出現的文化（同上：537,549）。 

在廣義的層面上講，由於全民皆被認定有成為瘋子的可能性，這時所有的

人都因此變成了潛在的瘋人，而過去被圍困在監禁體制中的瘋子，現在被當成只

是比較嚴重的瘋子，這就讓非理性被當成心理病態的意義被突顯，瘋狂這種非理

性也就成為一種心理學意義上的精神疾病。這種心理學文化的發展，不久就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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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洛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派出現，很快地達到全盛時期。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佛洛

伊德的心理動力理論在學界與文化圈中風靡了半個世紀，精神病學的主要治療取

向也立基於此，美國的精神病學家並且成功地從牧師與神經病學家手中贏回治療

人類問題的文化權，成功地促使門診病人接受精神療法。 

心理學文化之所以能夠發展，其實正是監禁體制消失後，傳統的瘋狂批判意

識再次復甦的結果。現在既然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瘋狂，於是理性與瘋狂再度陷

入難以區分的困境，瘋狂這種混亂危險就又再度造成大眾的危害。十九世紀的德

國人克萊培林（Emil Kraepelin）開始試圖以「疾病實體」的概念來觀察與治療精

神症狀，進而開展出一門描述性臨床精神醫學。從此精神疾病也就成為客觀知識

的對象，落入實證醫學的從容不迫的科學眼光中，成為醫學上承認的一種疾病（同

上：141~142）。傅科認為，瘋狂之從屬於病理學，與瘋狂自身的本質有關，所謂

「瘋狂自身的本質」指的是（傅科  1998:556）： 

對於十九世紀思想而言，對於我們來說也是一樣，瘋狂具有謎樣的地位：在

事實上，它的全體真相在此刻難以接近，但人們不懷疑有一天瘋狂會開向一

個可以窮盡它的知識。但這只是一項預設，遺忘了一些基本的真相。人們以

為瘋狂的緘默是暫時的，但事實上，它背後隱藏著瘋狂的基本隱退。它所隱

退的區域，覆蓋著人的可能知識的邊界。人的實證科學之所以可能，十分必

要的一點來自瘋狂領域存在於最隱蔽之處的事實，因為人的存在就是在此之

中，並由此出發，才會墜入客觀性之中。瘋狂警醒於其本質性的謎題之中，

永遠許諾著一個可以將它完全圈圍的知識形式，但也永遠不能被完全掌握，

因為客觀知識之所以能對人擁有一個掌握點，其原初的賜與者便是瘋狂。 

繼承著克萊培林的實證精神醫學以「醫療人」的身份，扮演起保護人們不被

瘋狂所害的「守衛者」角色，他們與繼承著佛洛依德的心理分析學派的精神醫師

們發生意見上的分歧，彼此不斷爭論著什麼才是構成合適治療的合適診斷。實證

精神醫學開始把生理學的方法應用於精神疾病的認識與治療上，在身體的生理功

能裡尋找疾病的徵狀、甚至疾病的本質，也試遍種種藥物的療效。為了保護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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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害者的健全理性，以及照顧瘋者所殘存的理性，只要有人發了瘋，實證精神

醫學就會對他們進行臨床經驗研究，明目張膽地凝視著他們，把他們當成獲取瘋

狂知識的客觀研究的對象，把瘋人的種種相狀當作一種疾病的當下的知識，不加

評註地加以分類描述與分析，以致於能夠在認識層面上說出實證目光所看見的精

神疾病，促成實證目光與臨床醫學語言的結盟，希望可以從中找出任何純粹簡單

的自然規律。 

這種實證精神醫學的「現代醫學之眼」4很快就轉向腦部，希望從中能探尋

瘋狂的可能發源地。1935 年，一位葡萄牙的精神科醫師莫尼茲（Antonio Egas 

Moniz）引入腦前葉切開術，曾有一段時間被各國大量使用，因此獲頒 1949 年

的諾貝爾生理學與醫學獎。他獲獎的原因，是為了表彰其成就：「發現前額葉切

除術對某些種類精神疾病的治療價值」。結果，在莫尼茲獲得諾貝爾獎之前，光

是美國就進行了多達一萬例的手術，但顯然地造成病人智力退化和冷漠的個性，

不僅患者的人格被破壞，而且有高達百分之四的患者在接受了這個手術後死亡。

到了 1952 年，新發明的鎮靜藥開發出來，治療效果更好，世界對於這個一度被

認為為人類帶來莫大貢獻的前額葉切除術的評價很快地為之一變，其副作用馬上

就被放大來檢視，認為這是一種一旦施行就再也無法挽回的治療方式，於是 1970

年代以後，就幾乎再不曾施行這樣的手術了（Giddens  1997: 157~158,竹內薰  

2007:98~102）。 

等到治療精神異常的藥物出現後，由於大大縮短了住院時間，於是需要長期

分析的精神分析治療就不可行了。加上有研究者的臨床報告指出，精神分析不比

其他治療取向與神秘力量取向的治療，在花費同樣時間上呈現更好的治癒率，於

是新一代的精神病學家偏離了佛洛伊德學派，現在的精神科醫師再也不用理會佛

                                                 
4傅科認為（2001:1 45~147;217）：對於現代醫學之眼而言，將目視投向於個人，它代表了醫生的

眼睛能夠正視患病的機體，真正顯現的是人體被病理解剖這件事，而且這件事又被認為是疾病在

身體上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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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依德在說些什麼了（Stuart A. Kirk & Herb Kutchins  1992:10,81）。此後，臨床

精神醫學就成為防範每個人身上潛在的非理性的新模式，並逐漸演變為生物精神

醫學，它不斷述說著人們的意識狀態與身體功能之間有些什麼的關係的科學語

言。直到此時，理性對於瘋狂的體驗才完全擺脫非理性的糾纏，瘋狂也成為一種

完全可以用大腦的功能運作或基因遺傳加以描述的意識狀態。非理性從此沈默

了，因為人們再也不從非理性的角度來體驗瘋癲的現象，這樣的一個結果引起傅

科對於瘋狂史研究的興趣（傅科  1992:xi~xii, xiv）： 

研究的線索應該是那種將瘋癲區分出來的行動，而不是在已經完成區分並恢

復了平靜後精心闡述的科學。研究的起點應該是造成理性與非理性相互疏離

的斷裂。因為正是從這一點產生了理性對非理性的征服，即理性強行使非理

性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的真理。……在現代安靜的精神病世界中，現代人

不再與瘋人交流。一方面，有理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癲，從而認可了只能

透過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立的關係；另一方面，瘋癲的人也只能透過同樣

抽象的理性與社會交流。這種理性就是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

的無形壓力以及從眾（conformity）的要求。共同語言根本不存在，或者說

不再有共同語言了。十八世紀末，瘋癲被確定為一種精神疾病。這表明了一

種對話的破裂，確定了早已存在的分離，並最終拋棄了瘋癲與理性用以交流

的一切沒有固定句法、期期艾艾、支離破碎的語詞。精神病學的語言是關於

瘋癲的理性獨白。它僅僅是基於這種沈默才建立起來的。……在我們這個時

代，瘋癲體驗在一種冷靜的知識中保持了沈默。這種知識對瘋癲已瞭如指掌，

因而視若無睹。但是，從一種體驗到另一種體驗的轉變，卻由一個沒有意象、

沒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種寧靜的透明狀態中完成的。這種寧靜的透明狀態

作為一種無聲的機制，一種不加評註的行動，一種當下的知識，揭示了一個

龐大靜止的結構。這個結構既非一種戲劇，也不是一種知識，而是一個使歷

史陷入既得成立又受譴責的悲劇範疇的地方。 

研究者認為，這個結構指的就是「瘋癲的批判意識」傳統，它在長期的文化史中

一直擁有體驗瘋癲方式的主導權，也正是因為這個結構的發展，當代的瘋狂體驗

才得以擺脫被圍困在非理性世界的糾纏。因此瘋狂的這種「解放」其實是「被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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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擁有」，難怪傅科會認為它實際上是個歷史悲劇。 

（三）瘋狂的悲劇意識傳統 

但是傅科也指出，在瘋狂的批判意識傳統之外還有另一個傳統，其興起時

間也來自中世紀的歐洲社會。那時因為黑死病和戰爭帶來的死亡，讓人焦慮地以

為世界即將終結，末日即將到來，但是日常生活的場景卻是普遍地存在逃避死亡

的虛榮面具。世界明明正在瀕臨最後的劫難，可是人們對於世界末日卻一點也不

在乎，代表所有的人都瘋狂了，古老世界的理性即將沈亡（同上：25~26,33）。 

在這樣一種焦慮下，一種以「瘋人船」來放逐瘋人的登船儀式便出現了：

船隨時有可能被暴風雨捲入一段狂亂無理的航程，無法下船的瘋人彷彿處在發生

大災難一般的世界中，因此被監禁在船上的瘋人其實是世界的「過客」。傅科將

這種藉由暴風雨把瘋人船捲入一段狂亂無理的航程，彷彿世界發生大災難一般的

主題，稱為「瘋狂的宇宙性形象」，或「世界的悲劇性瘋狂」（同上：40,42）。 

他認為此一意識自從十六世紀的文藝復興時代以後就沈默了，因為文藝復

興運動給予「瘋狂的批判意識」越來越顯著的特權，於是瘋狂的悲劇性形象就被

遮蓋住了，但是他透過瘋狂史的研究讓世人了解到，接續著文藝復興時代而來的

古典體驗及其後的瘋狂現代體驗，這一瘋狂批判意識的傳統的發展，其實是有所

欠缺或有所隱瞞的，無權自認擁有全部的真理（同上：41~43）。 

主流的真理觀或可稱為「理性的」真理觀，非主流的真理顯然就是指瘋狂

的悲劇意識下所顯現的真理。相較之下，後者是一個活躍的爭議力量，這是一個

在各時代中以「非理性」的文化形式延續下來的傳統。在歷史上，它首先以瘋人

船的形式出現，傅科指出（同上：19~20）： 

瘋子被監禁在無法逃脫的船上，便是被寄託在擁有千萬手臂的河流、擁有千

萬路徑的大海之上，被寄託在外於一切的重大不確定性之中。那是最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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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最開放的路途，他卻是其中囚徒：牢牢地被鍊鎖於無盡的叉路上。他

是過客中的過客，也就是說，他乃是路途的囚犯。而且，我們不會知道，他

將登上什麼樣的土地，就好像，當他下岸著陸之時，我們也不知道他來自哪

塊土地。他的真理，他的故鄉，只能是兩片土地之間，那寸草不生的綿延領

域，而他永遠不能將之據為己有。 

瘋人為人排拒的情形是一種為了使瘋狂解脫而等待奇蹟發生的宗教儀式，

換句話說，瘋人的航行是一種將瘋人過渡到他方國土的儀式性放逐。瘋人被付諸

於航行來自水流和航行的價值，水流不只是帶人遠離，還能淨化；航行則把人交

付給命運中的不確定性，每個人在此都被託付給自己的宿命──每次上船啟航，

都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時瘋人被拘留在旅途的過渡站裡，他不屬於任何一片土

地，他永遠被當成過客，因為他已經被過渡出去了，所以不再屬於我們這個世界，

因此，他自由了。瘋人船的自由來自一種理性的世界完全不再「擁有」非理性的

瘋人的關係（同上：423），雖然最後可能落得以死亡的悲劇下場，這種關係卻是

傅科所暗指的另一種「傳統」的原型。 

這種傳統後來仍能在戲劇、小說、繪畫、哲學等作品中陸陸續續被發現，也

作為一種空谷回響的反主流聲音持續存在，但是現實的生活世界依舊還是被理性

的傳統把持。傅科指出（同上：219）： 

當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質問瘋狂時，注重的只是瘋狂的分析意識，它們甚至

推定說，只有在其中才能求得瘋狂全部和終極的真相，而其它體驗形式只是

些近似之詞、原始企圖、陳舊元素。然而，……所有其它的瘋狂意識形式仍

然活躍於我們文化的核心。如果這些意識形式今天只能以高亢的抒情詩風來

表達，並非證明它們正日趨衰敗，亦非證明它們只是不顧一切地在延續知識

長久以來已加以否定的存在方式，相反地，雖然續存於陰影之中，它們卻在

語言最自由和最原初的形式中，活力昂揚。它們的爭議力量無疑只有因此而

更加活躍。 

然而傅科研究瘋狂史的重點不是要為一個長期被壓抑的傳統辯護，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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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理性傳統本身實際上必須藉助於非理性的傳統才得以成為主流的。我們回頭

看看十七世紀的歐洲，那時為了消滅失業、至少消滅行乞而採取的各種重大措

施，逐漸導致「禁閉」時期形成。此時的古典主義文化開始將瘋狂捕捉到一個監

禁體制世界中，劃定社會空間領域的界線，圈圍出一個讓瘋狂與其他有理性的人

們真實地確保於一段距離之外的環境。不過監禁體制不只圈圍所謂的「心智病患」

（malades mentaux），而是將精神錯亂的人與其他道德錯亂的人視為一類，一起捕

捉，因為這些性病患者、同性戀者、自由放蕩者、「尋求自了」者、放肆無羈者、

浪蕩的敗家子、濫花錢的一家之主、煉金術士、涉及巫術者或宗教異端份子與瘋

者一樣都被視為與理性相對立，全部是「非理性」，也就是理性的醜聞。 

如果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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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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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科說（同上：

313~314）： 

在古典時代裡，瘋狂不再是另一個世界的標誌，它已成為非存有弔詭的顯現。

究其根柢，監禁體制的目標倒不是要消除瘋狂，驅趕社會秩序中找不到位置

的人；它本質不在於驅除一項禍患。它只是把瘋狂的本質顯示出來：瘋狂便

是一個非存有的顯示；而且在顯示這個顯示的同時，它也就消除了它的存在，

因為它重新暴露了它實為虛無的真相，也就是在這一點上，這措施才最能符

應一個被當作是非理性來感受的瘋狂──也就是說理性的空虛的否定面；人

承認瘋狂的地位，但它的地位便是無。也就是說，一方面，瘋狂被立即地覺

察為差異：這也就是為什麼，要決定是否監禁一名瘋人時，人們不是去問醫

師的意見，而是要具有常識的人作出自發和集體的判斷；而且，在另一方面，

監禁的目的只能是矯正（也就是差異的消除，或作為無的瘋狂在死亡中的完

成）；這是為什麼，我們會如此頻繁地看到，看守人在監禁登記簿上表達出對

他們死亡的願望，而這並不代表監禁是一個野蠻、非人性或變態的措施，而

是嚴密地陳述此一體制的意義：消滅虛無的行動。 

當時的人並不認為這種不讓瘋人入院治療，卻使用監禁的方式加以鎮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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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不人道」，因為這不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倫理」問題：理智

在當時被視為是人類的本性，因此當人們的意志不斷地作出決定，堅持選擇走上

排除不道德與瘋狂的道路之時，這種意志上排除非理性的運動，代表的是理性的

自我肯定，如此理性才能成為它自己，每個人因此都有實現理性本性的可能性，

也唯有理性的徹底實現才有真正的自由；即使是不道德的人或瘋狂的人也都有理

性，只是他們沒有走上把理性實踐出來的道路，他們沈淪了，因此不得自由，監

禁制度正是社會對於非理性的人喪失了自由人地位的一種反應方式，目的是為了

矯正他們的行為，讓他們走上正道。因此人們為了他的理性之光不至於熄滅，也

就絲毫不得放鬆地不斷要與非理性對抗，當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種理性時時受到威

脅的焦慮感之中，監禁體制也就成為處理社會焦慮的方式。 

古典時代做到了嚴格區分理性世界與非理性的世界，因此也使得瘋狂的自

由得以實現。由於理性與自由的倫理議題變得如此重要，因此相較於十五世紀的

流放制度來說，古典時代的瘋狂不再被逐離社會而漂泊天涯，監禁的社會體制把

瘋狂隔離於理性之外，反而是一種讓瘋狂得以自由的空間，因為所有在那裡的瘋

狂都被當成「非理性」，人們只知道他們是瘋人，卻不能掌握個別瘋人有何差異。

因此若要在各種社會成員的具體人物中認識與舉發一名瘋者加以捕捉，需要經過

審判和譴責的程序，造成監禁制度的社會空間並非單純地排拒瘋者，而是把瘋者

當成具體人物之後才加以排拒，這就造成瘋者有別於其他道德錯亂的人，被當成

一種野獸的象徵被圍觀。 

換言之，雖然瘋狂還被非理性的社會空間所包圍著，理性還不能把它分辨

出來，但是它的特殊性已經被凸顯，當時的瘋狂已經被理性以「準客觀性」態度

加以對待，已經為日後賦予它作為一個對象的地位做好了準備。因此可說監禁制

度的排拒，是一種遮遣瘋狂之後，又讓瘋狂在具體個人身上顯現的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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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瘋狂，也就代表理

性消滅了非理性，這是專屬於古典時代的「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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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理性把瘋狂看成一種非理性來加以對待，知道非理性是瘋狂的載體，

是它定義了瘋狂的可能空間，因此不應當把非理性深埋地底，否則會製造一個讓

非理性絕對自由的威脅性空間；反而應當在社會空間中開闢一個屬於非理性的黑

暗世界，以方便監看的方式來覺察由非理性所包裹的瘋狂，於是瘋狂被允許自為

地發展到它的極端，讓理性的人藉由非理性的整體來辨識出在其中有一個性質獨

特的瘋狂存在（同上：204~205），而了解到每個人本有的理性其實是不斷地受到

非理性與瘋狂的危害。 

但是到了十八世紀末，監禁措施的反作用力出現了，人們對於監禁之地的恐

懼與焦慮，形成一種監獄熱的疾病想像，認為道德腐敗與肉體潰爛所造成的污染

空氣將會傳染整個城市。面對民眾的恐慌，警察總長組織了一個以醫生為主體的

調查團來提出報告，進而將所有監禁地點加以改革重整，以更好的隔離狀態使空

氣流通淨化。「消毒過的」監禁措施是與醫學合作完成的，此後醫學就成為防範

非理性的新理性，「醫療人」以「守衛者」身份被傳喚來保護他人不受穿過監禁

之牆的混亂危險所害，而後來唯一被拘留在監禁之牆內的瘋狂也就成了這種「混

亂危險」的地位繼承者（同上：435~440）。 

監禁措施引起人們對於非理性的「大恐懼」，這種恐懼除了導致監禁空間的

改革之外，也帶來了精神錯亂的非理性與其他道德錯亂的非理性的分道揚鑣，其

他道德錯亂的非理性也就不再佔據監禁的空間。那時由恐懼所籠罩的監禁堡壘，

讓人們開始想像這些暗夜充滿遙不可及的感官逸樂，從而生起一種讓人們難以抗

拒的吸引力。因此道德錯亂的非理性就開始轉變成「心之妄想、慾望的瘋狂、愛

和死在肉慾的無限推定之中所進行的無理智對話」，成為一種情感性質的、想像

結構的困擾。由於想像結構是「反時間」的，或者說是一種宇宙性的循環時間，

因此具有永恆不變的存在，人隨時可以回返到內心的暗夜之中，而這種非理性的

湧現也只是簡單的重現（同上：440,442~445,457~45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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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十七世紀初期的歐洲世界，瘋狂在人們心中是個反諷的徵象，意味著

理性的變幻不定，既然理性是這麼不穩定，也就隨時有可能受到瘋狂不可挽回的

危害（同上：63,444）。到了大恐懼時代，人們又再度回憶起瘋狂對於理性曾經

有過的威脅。此時瘋狂危害的想像，屬於一種時間意識的轉化：人們相信，幸福

存在於自然和理性的領域之內，因此不幸或使人毫無理由脫離幸福的事物，便應

該屬於另一領域。這個領域亦即是由人和人四周所構成的人為環境，它在歷史發

展過程中變得越來越反自然，而且因為反自然的繼續不斷加速運動，使得人與自

然中一切立即呈現於眼前的事物之間的距離加大，就在這個人為的「中介環境」

之中，人和感性事物、時間、他人間的關係，都在其中被「異化」了，反自然的

虛幻世界導致人和當下現實發生斷絕，於是瘋狂便被認為有可能發生了（同上：

446,452,454~455）。 

瘋狂在這種瘋狂意識中，是被定位在自然、歷史和社會脈絡之中的，瘋狂的

基礎被認為不是人本身，而是具有異化力量的人為環境，因此瘋狂的基礎外在於

個體，若要消除瘋狂，就須消除人的外在性，回歸當下現實的自然身旁。這個當

下現實的自然，就是人所失落的真相，那是人在退化之前的原始型態，也就是原

始的自由（Bernard  2002:142~143）。因此，瘋狂是人的時間宿命，也就是人因

為不同於動物而擁有歷史的此一事實的後果和代價，所以人應該尋回自己的真

相，過著立即而直接的生活，只有這樣才完全屬於幸福的自然，才不再使人朝向

反 自 然 的 可 能 性 開 放 ， 而 暴 露 於 瘋 狂 的 危 害 之 中 。（ 傅 科   1998: 

444,456,460~461）。 

此時，瘋狂被標指為無法挽回的異化，被流放在正在消失中的監禁體制空

間中，目的在保護社會不受瘋子危害。特農和卡班尼斯亦於這時期在其思想作品

中調整監禁的理念，使得排拒瘋人的這個動作，因為其獨特的意義和本有的效能

而開始具有醫療上的價值，監禁本身就成了最基本的治療方式：監禁作為一種避

免與理性世界有任何接觸的封閉，開始朝內部開放，不尋求完全控制瘋狂，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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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瘋者一種有節制和有組織的自由，使得瘋狂得到一個可以在空曠的空間中，

滿足表達自我的可能性，於是盲目的狂亂也就獲得一個平靜的機會，像是給了瘋

者一個三思的空間，使他可以有節度地去接受自然衝動的支配，也避免了持久壓

迫所激起的反彈（同上：426~428,530）。 

在這種設計裡，瘋狂在療養院的空間中獲得了相對的自由，任由它朝向自己

的真相極點發展，於是監禁作為束縛空間的同時，也成為一個真相的空間。當瘋

狂在這個環境中展現其基本真相的同時，監禁作為與世隔絕的自由，會使瘋者的

想像不斷和真實相逢，迫使幻象在事物的真實之前復歸沉靜。監禁就是因為這樣

而具有實際上的醫療的高貴價值，監禁所從此也變成了療養院，過去看來最矛盾

的功能──抵抗精神失常者危害的保護功能和治療疾病的功能終於達到和諧，此

後只要透過監禁的單一程序，就可以同時驅逐公眾的危險和消除疾病的徵象。於

是瘋狂和監禁形成了一種難以劃分的結構，瘋狂也在這樣的結構中變質，他和人

們為他所提供的半個自由之間，連結了新的關係，也對它做了衡量。同時瘋狂也

和它在此結構中居留的時間，以及與那監視它及劃定它輪廓的觀察眼神締結了新

的關係，它將成為這個閉鎖世界必然的一部份（同上：528~530）。 

歸結來說，在現代療養院的建構之前，瘋狂其實就已經以時間性來被體驗，

從而認為每個人都可能被異化而導致瘋狂。因此卡班尼斯認為應該以法律定義下

的「自由的喪失」將瘋人加以監禁，並使得瘋狂成為被人認識的客體對象，這種

想法完全只是反映了當時的觀念──導致人們瘋狂的原因是外在的社會變遷，而

非身體的生物功能缺乏。這樣的一種觀念，其實符合過去流傳下來的「世界皆瘋

狂」的宇宙形像，也就是瘋狂的悲劇意識的傳統。換句話說，當古典時代的監禁

體制開始崩潰之時，人們再度生起對於瘋狂的恐懼，這種恐懼其實與「非理性」

暗中契合，因此才能重新接續到非主流的傳統，而賦予瘋狂一種時間的意義。瘋

狂的時間性，被具有純粹收容的醫療價值的療養院設計所承接，也就是卡班尼斯

構想中的、以編年歷史形式記錄瘋狂真相的「療養院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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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來的心理學文化與當代的醫藥科學文化則承襲了古典時代的監看瘋

狂的方式，以一種客觀性態度來組織著醫學理論的概念。因此可說，以心智疾病

的分類系統來認識瘋狂的醫學分析，再度讓理性的傳統當家作主；至於以收容所

來感知瘋狂的療養院計劃，再度淪為非主流的傳統，於是讓瘋狂有自己的歷史，

開始為自身說話的夢想就歸於幻滅。一直以來，這兩種傳統皆無法統一，形成兩

個分裂的領域，然而，就算是在主流傳統的籠罩下，另一個傳統同樣也在發生作

用，甚至可能更有貢獻（傅科  1998:481）。因為，和十九世紀的實證精神醫學

打交道的，在實際上還是「一個仍然完全為非理性倫理和獸性醜聞所充滿的瘋狂」

（同上：208）。換句話說，長期以來的理性傳統想要以理性的方式來「擁有」瘋

狂，雖然不斷改變策略，可是到頭來還是必須與非理性的傳統合作，根本原因在

於瘋狂的自性就是非理性、非存在或「無」。 

回顧當前推動社區精神醫療的運動，主要牽涉到國家財政與公共衛生政策的

問題，亦即西方精神醫療界出於對精神病患的人道處遇考慮，擔心病人在療養院

中被「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因此要「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而在 1950~60 年代提出「去機構化運動」（deinstitutionalization），呼籲讓精神病

患重返社區，其實是聯邦政府福利預算緊縮下的障眼法（唐文慧  1997:4、

Sharfstein  2002:49）。國家財政無法負荷療養院龐大的醫療費用僅是社區精神醫

療運動被發起的動機，然而，讓社區精神醫療得以可能的條件，其實卻是醫藥科

學長足進步。經由前面的說明可知，精神藥物的發展其實屬於「瘋狂的批判意識」

傳統長期發展的結果。所以社區精神醫療運動是一種重新保存主流的理性傳統的

方式，而且因為銜接上傳統的力量，才使得社區精神醫療被賦予一種合法性、正

當性。有了這層認識之後，我們才能對當前的臨床精神醫療走上社區精神醫療的

現象取得一個進一步深究的觀點，那就是主流的理性傳統如何與非主流的非理性

傳統互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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