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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是對前一次的實證研究的重新研究，因此當時所運用的現象學質

性研究法理應被承接過來。Moustakas 的現象學研究方法不僅告訴我們在蒐集資

料的方法與程序上要如何訪談，還提供如何形成問題、經驗如何描述與分析的原

則。這套研究法主要強調要以對象為中心，而非以方法為中心。與其他質化研究

法比較起來，這套現象學方法論至少有兩個比較獨特的地方。首先，開始訪談的

「心態」為「存而不論」或「置入括弧」（Epoche），也就是將先前對於精神疾病

醫療過程的聯想、了解、事實認知與偏見都放到一邊，不讓這些前判斷導引訪談，

以一無成見與接納性的「在場」（presence）狀態展開研究訪談。其次，現象學也

指導資料的組織與分析的方式，這部分稍後再加以說明。 

是故本研究為一個描述性的質化研究，主要藉由低結構訪談法來幫助臨床精

神醫療的行動者對於他們自己的各種醫療行動，持續進行回想與知覺，藉由發問

重新喚醒他們的感覺與印象，讓行動者為這些進入視域的行動賦予意義，行動者

所領悟的概念將是引導我們對於整體醫療經驗的主題有所了解的基礎。換句話

說，現象學方法要藉由問題來幫助行動者開出一個意識的方向，使行動者能藉由

搜尋與檢視自己的經驗，而讓事物可能具有的意義逐漸浮現。 

由於不同的行動會得到不同的意義，因此必須根據不同的意義而得出一個綜

合意義，這意味著不只針對一位行動者作一次訪談，而且要對多位行動者作多次

訪談。其次，為了了解受訪者所談及的經驗，有必要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中，觀

察他們的各種行動，以便能正確地把訪談內容放置回所屬的行動脈絡。因此觀察

的目的是為了獲得各種行動的意義的前了解，而不是拿來指導訪談的方向，所以

這是一個輔助性的研究法。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既扮演觀察者的角色，又扮演

訪員的身份，進行資料蒐集。至於在醫院中所蒐集的文件或病歷資料等，也僅作

為了解與詮釋訪談內容的參考資料，並且顧及研究倫理原則，絕不公開任何不允

許公開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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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將病患匿名化處理外，如果論文描述內容涉及病歷資料，亦將只以粗略

而浮面的方式來呈現，藉以保障病患權益。研究者提供所有受訪者一份關於本研

究本質、目的、訪員與受訪者之責任的說明書，使所有受訪者均明瞭他們是為自

願參與者。研究所有過程均公開透明，便於討論。在資料精確性、安全性與舒適

的考量下，研究將因應受訪者的需要而調整訪談方式，因此受訪者在任何研究期

間均有退出的權利，除非受訪者同意，在基於隱私或對當事人有所傷害的情形

下，所有本研究的訪談資訊將被隱藏或匿名處理，以保護受訪者與相關當事人身

分。 

一、研究對象 

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養院原為桃園療養院八里分院，成立於1989年7月1日，

而於1998年8月19日升格為省立八里療養院，1999年7月因省政府組織功能調整

（精省），改為隸屬於行政院衛生署。該院位於台北縣八里鄉的觀音山上，佔地

近13公頃，依山面海，遠眺淡水河出海口，是台北縣唯一擁有五百床的公立精神

科專科教學醫院，也被台灣精神醫學會評定為合格的精神科專科醫師訓練醫院，

更是台北縣衛生局所指定的該縣精神醫療局部網絡的責任醫院，負責區域包括台

北縣八里、五股、蘆洲、新莊、板橋、永和與淡水等地區縣民的精神疾病預防、

治療及復健服務。 

該院也積極參與教學、研究，朝向成為有特色的專科教學醫院發展，在住院

醫師訓練上與台大醫院有建教合作計畫。台大醫院精神科的研究群以精神科流行

病學、精神病理學的研究為主體，十多年來則以多層面精神病理（MPSS）與精

神分裂病家族研究（TSLS）為研究的方向。由於在本院診治的患者大多為精神

分裂病1，因此本院與台大醫院精神部在研究上相互合作，以協同收案並參與討

                                                 
1 一般說來，精神分裂症的症狀分為三大類：正性症狀、負性症狀、混亂症狀。混亂症狀包括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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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交流為主。1999年後，開始與台北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分子精神醫學研究室合

作，進行精神分裂病患者基因型（DNA與RNA）與臨床特性、神經心理學功能

之關連性研究。2001年也在本院展開非傳統的臨床抗精神病藥物雙盲試驗，期望

對於新藥應用於精神分裂症的症狀治療以及長期功能的恢復有更多了解（廖定烈  

2002:第五版）。 

該院由十多位臨床精神科醫生、七十多位護士，以及臨床心理、社會工作、

職能治療與其他行政人員組成兩百多人的醫療團隊，在醫療服務方面提供 1.門診

服務：包括八里門診中心、台北區域聯盟醫院迴龍門診部設立門診、24 小時急

診處置中心、巡迴醫療門診（蘆洲、淡水、板橋、中和等衛生所）等。2.住院服

務：包括復健病房、急性病房、日間留院、職能治療、心理衡鑑及治療、改善病

人社會支持系統等。3.社區醫療服務：包括居家照護、康復之家、社區復健中心、

諮詢專線等。4.其他服務：包括司法精神鑑定、殘障鑑定、看守所精神科門診、

看守所勒戒業務、台北監獄性侵害加害人之鑑定及治療、家庭暴力加害人評估及

治療、災後創傷輔導及心理重建、兒童青少年診斷及治療、成癮防治、老年痴呆

等精神疾病的防治及研究等（簡以嘉  1999:4,5,11,47~48、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

養院  2002:5）。 

在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養院暫行組織規程（1999 年 6 月 29 日發布）中提到，

行政院衛生署為辦理精神疾病之預防、治療、心理衛生研究及醫事人員訓練而設

立本院。本院的編制包括院長、副院長、科主任、室主任、主治醫師、住院總醫

師、住院醫師、實習醫師、藥師、心理學技師、護理督導員、護理長、護理師、

                                                                                                                                            
亂且毫無意義的想法、語言和行為。（1）混亂的思考和語言：患者有時在連貫的詞句或交談上有

困難。（2）混亂的行為：精神分裂症有時會使人移動緩慢、重複動作或有儀式化的行為；更嚴重

的情況會使人產生僵直狀態，完全不說話、不動，或維持一個固定的姿勢很久。（3）混亂的感知：

有時患者在理解周圍所見、所聽、所感覺的事情有困難。周遭所發生尋常的事都被扭曲到變得很

害怕。它們對周圍環境的聲音、顏色及形狀可能格外地敏感。請參閱《精神衛生健康護照：新手

上路篇》（台北縣政府衛生局  2003/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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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醫用放射線技術員、醫事檢驗師、營養師、社會服務員、職能治療師、管

理師、操作師、人事室與會計室課員、技術員、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辦事員、

書記等。科主任下轄八科業務，包括： 

一  一般精神科：掌理一般成人精神科病患之診療精神（心理）衛生諮詢、臨

床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二  兒童青少年精神科：掌理兒童青少年精神疾病病患之診療、心理衛生諮

詢、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三  社區精神科：掌理社區精神疾病病患之早期發現、預防、追蹤及復健、精

神（心理）衛生教育推展、諮詢及研究等事項。 

四  臨床心理科：掌理精神疾病病患心理鑑衡、心理學處置、療效評估、心理

學諮詢、臨床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五  社會工作科：掌理精神疾病病患社會心理診斷、家庭諮商與治療、社會資

源運用、臨床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六  職能治療科：掌理精神病患之職能治療與復健、康樂治療、技能訓練、臨

床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七  護理科：掌理病患之精神護理、病房管理、護理服務品質保證、護理業務

改進、臨床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八  藥劑科：掌理處方之稽核、藥品之購置、鑑定、驗收、儲存、保管、供應

及調劑、藥物安全之諮詢、臨床藥學之服務、教學訓練及研究等事項。 

九  病歷室：掌理病歷之整理、管理、疾病分類統計及研究等事項。 

十  總務室：掌理印信典守、文書、檔案、財產管理、電機設備與器械之管理

維護、庶務、出納、圖書、環境衛生及不屬其他各科、室之事項。 

該院的一般精神科業務，又可進一步細分出門診、急診、慢性。社區精神

科業務也可細分為門診、日間留院、居家治療與樂生療養院日間留院。兒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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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業務亦可分為門診、住院。護理業務其實分成護理行政、門診或病房的護理。

工友也分成防護班工友與清潔班工友。整個醫院就像一個小型社區：病房部分包

括兩間護理病房、兩間復健病房、兩間半自治病房（以上六間為慢性病房）2、

兩間急性病房、一間日間病房與一間養護病房。各病房均有護理站、工友室，急

性病房區還有醫師值班室與急診處置中心，護理病房區則有護理長值班室。職能

治療產業區則有職能治療大樓、代工廠、麵包廠、體育館與八里復健中心。康復

之家則有快樂一村、快樂二村、八里康復之家－甲、八里康復之家－乙、樂生康

復之家3。臨床心理科則有心理回饋室；營養師有營養室與廚房。此外還有圖書

館、資訊室、員工消費合作社、洗衣房、宿舍、車庫、藥庫、警衛室，當然還有

行政大樓（格致樓）中的各科室等（田野筆記  031215）。 

由於本研究是在探究醫療人員的臨床經驗，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正是復

健病房的 A 病房中的醫務人員，而非 A 病房中的病人，更不是病人家屬。在田

野期間，A 病房有過一次職務調動，因此研究對象的總人數也跟著增加，他們是

一位主治醫師、兩位心理師、兩位護士長、八位護士、一位社工師與一位職能治

療師。 

經過八里療養院 A 病房的主治醫師張醫師的同意，因此本研究得以將 A 病

房的醫療團隊當成訪談對象。在研究者正式進入 A 病房觀察與訪談前，張醫師

已在團隊會議中向所有成員徵詢過意見，對於配合研究一事也都獲得所有人的同

意或了解。後來雖然仍有部分護士拒絕受訪，但最終仍有 14 人次的成功訪談記

錄。 

                                                 
2
護理病房的醫療對象是功能很退化的病人，復健病房主要的醫療對象是病情控制得較穩定狀態

的病人，半自治病房內的病人的病情更加穩定，因此治療計畫中有更多職訓計畫（田野筆記  

031216）。 
3 樂生療養院位於八里療養院隔壁，乃一縣立機構，主要收容重大傷殘人士而非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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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由於本研究需要深入醫療團隊的治療經驗，唯有訪談法比較適合這部分的資

料蒐集。因此本研究採取敘事研究，研究者請受訪者就記憶中在 A 病房或甚至

任何印象深刻的事件加以敘述，以此蒐集經驗中有關的具體情境、周遭環境的知

識，以及產生經驗的脈絡的資料。 

醫務人員工作繁忙，研究者必須與她們預約時間才能進行一次訪談。在等待

下一次訪談的期間，研究者就固定坐在 A 病房護理站內，觀察在周遭發生的醫

療行動與事件，並被允許翻閱各種醫療紀錄。所以這些醫療團隊成員所記錄的臨

床上的故事，以及研究者所觀察到的醫病之間的互動事件，也構成研究者進行了

解與分析的相關文本。它們包括從 2003 年 12 月 8 日至 2004 年 6 月 23 日共 49

份田野筆記，其中包含若干病歷、會議記錄與行為約定表。另外，由醫院或政府

製作的若干文宣小冊，以及病房一些允許複製的存檔文件資料也相當有參考價

值。 

由於在開始進行本研究之時，對於整個醫療過程與醫務人員非常不熟悉，並

不能確定詢問哪些問題是適當的或必須的，因此決定採取低結構的訪問，也就是

訪談時沒有事先寫好的問題，而僅設定一個主題，也就是選取醫務人員生活史的

某個層面──過去在 A 病房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做初步導引，使受訪者

容易進入她（他）所欲分享之經驗故事中。然後隨著訪問的進行而發現問題，於

是繼續追問，幫助受訪者回憶，保持訪問的彈性，亦即進行自由形式的訪問。由

於研究者所設定的問題是較普遍性與開放性的，因此受訪者所回憶的事件也就各

不相同，可以幫助研究者發掘出不同層面的有意義的事件，進而可以就不同事件

的特殊性相互比較，找出彼此間的共通性。 

研究者通常是在護理站進行訪問，有時也在病房外的會談室，或社工室、心



臨床精神醫療的技術結構與時間結構 

 

56 

理輔導室以及職能治療室等地進行，以盡量不造成受訪者的工作受到訪談妨礙為

原則。研究者的主要報導人是 A 病房的主治醫師張醫師，他一共接受了三次訪

談。 

在問答的過程中，研究者一方面傾聽對方的話語，一方面則以書面方式將關

鍵字加以記錄，並徵求受訪者同意使用錄音筆錄下會談過程。訪談結束時，研究

者會視需要而邀請後續的訪談。全部訪談過程以敘述體形式謄錄逐字稿，訪談資

料在整理完畢後，也交給原受訪者進行資料檢視與更正錯誤。共得 19 篇記錄，

但其中兩篇錄音失敗，僅剩下現場紙筆的不完整記錄。這些文本包括： 

與張主治醫師的三次訪談 

與丁心理師的兩次訪談 

與珮杰心理師的一次訪談 

與倪護士長的一次訪談 

與陳護士長的兩次訪談 

與七位護士的七次訪談 

與一位社工師的兩次訪談 

與一位職能治療師的一次訪談 

三、觀察 

由於 A 病房是個長時間封閉的特殊環境，為了詳細研究發生於 A 病房內的

醫療照顧行為，因此對於這個醫療空間的種種行為，不能只依靠少數幾位訪談對

象所提供的訊息得出一些片面的了解，而必須親自深入觀察。是故本研究採用非

參與觀察法，亦即研究者既不加入病友的團體活動與醫務人員的治療活動，也不

偽裝自己的身份，以非結構的態度，對於病房裡發生的一切事皆加以觀察和紀

錄，而未特別要找尋什麼特定的行為來觀察或記錄。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7

研究者運用觀察法，能在一特定時間中洞悉在場的醫務人員與病友使用全部

病房空間的整個情形，並且可以在現場目睹醫療照護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不論

是合理或不合理皆無所遁形。研究者所觀察的互動和活動包括醫務人員例行的照

顧病人活動、病患彼此的互動、發病的狀態、醫務人員的互動等。 

    雖然是非參與的觀察，但是也花費一個較長時間（通常一次約半天）待在護

理站內，這段調查期間等於與醫護人員和病友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大家對於我的

出現已經相當習慣，種種行為表現也就毫無隱瞞地呈現出來，對於我在一旁觀看

這件事並不是非常在乎，甚至有病友允許我旁聽她與醫師之間的治療會談。由於

大家都很清楚研究者的身份，因此在觀察的同時，研究者也隨時作田野筆記，把

一些令人印象深刻的行為加以記錄。這些資料就是當下的田野記錄與事後整理田

野筆記時回想到的補充。 

此外，醫護人員每天忙進忙出處理病友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很少有時間與

研究者聊天，而研究者的位置又被限制在護理站內，不太有機會接近病友，因此

整個田野期間並未出現太過親近受訪對象或干擾醫療的問題。 

四、分析方法 

Moustakas 的現象學研究方法其實是一套方法論，是一種找尋經驗結構的方

法，就是把現象學所談的「本質直觀」具體化為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法。本質

直觀又被稱為觀念直觀，因為它所直觀的對象就是一個理念或純粹類型。所謂的

本質，指的是構成事物的必要條件，一旦缺乏這些條件就不能構成該事物。因此

直觀的重點是要去了解，在一個特定情境脈絡的原初經驗中所隱含的具體關係的

意義。這個工作有賴於透過一套分析的程序才能達成，其中包括（Moustakas  

1994:1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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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視域化：將有關某經驗的所有陳述加以列表。 

b. 化約與消去：從列表中找出若干不變的要素，並將之聚集為若干主題。 

c. 主題化：將不變的要素聚集起來，賦予一個主題的標籤，這就是經驗的

主幹或主旋律。 

d. 檢查主題：回頭檢視個別受訪者的完整記錄是否清楚地表達出主題與不

變的元素。 

e. 個別文本描述：以主題和不變要素來重新建構每個受訪者的經驗。 

f. 個別結構描述：反思與分析個別文本所描述的經驗是如何生起的？經由

「想像變形」而超越表象，進入經驗的真實意義或本質。 

g. 混合文本描述：將所有的個別文本描述混合起來描述。 

h. 混合結構描述：將所有的個別結構描述混合起來描述。 

i. 文本－結構綜合：把混合文本與混合結構的描述整合起來，提供經驗的

意義和本質一個綜合體。 

    a.至 e. 的分析步驟應該不算太難，也與其他質性研究沒有太大差異，但是從

步驟 f.開始就困難了，因為本質直觀須經過想像變形才能達成，但是究竟如何想

像、又要如何變形？只要這個關卡打通，後面的步驟可以依樣畫葫蘆，又變得簡

單起來。Moustakas 認為所謂的「想像變形」（Imaginative Variation），就是跳出經

驗之外，試著去反思現象經驗的必要條件。由於憑空想像的難度太高，因此他也

建議可以試著先從一些普遍存在的基礎條件開始反思，這些普遍存在的基礎條件

包括時間、空間、身體、物質、因果及人我關係等等（同上：60），目的就是要

辨認出可清楚闡明現象經驗如何成為其所是的經驗主幹。 

Moustakas 的現象學方法提供一種可行之道，使我們得以從經驗實在物本身

去感知這個經驗事物的必要構成條件，以此來展現一個具有完備意義的純粹概

念、一個非現實經驗的存在物或一個本質。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去思考經

驗現象與普遍存在的基礎條件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將藉由這套方法，從臨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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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過程的表面現象找出一個整體的意義經驗之後，透過思考此一整體經驗現象

與普遍存在的基礎條件之間的關係，來進行「想像變形」，進而穿透表面，達到

經驗的深層結構條件。 

研究者打算透過自己觀察過的一個躁鬱症個案──劉媽媽的例子，來具體說

明研究者所認知的「正規精神醫療」的表層的技術結構整體及其環節的觀察，進

而穿透到底層，展開對於時間結構的分析，最後在說明此二結構之間的關係。這

個漫長的「本質直觀」過程，最後的分析成果將在下面各個章節中逐一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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