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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為這本REFOCUS介入治療手冊的繁體中文翻譯
本撰寫序言。
REFOCUS是一個為期五年在英國進行的研究，研究旨在
發展一套工具以幫助從事精神健康服務的醫護工作者如何
更有效地支援一羣有複雜精神健康需要的復元人士。
有關研究的詳細內容及資料可瀏覽以下的網址：

researchintorecovery.com/refocus。
REFOCUS的研發包括對現有關於復元和如何支援復元的
證據進行系統性回顧，探索目前正在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
復元人士及其工作者的經驗進行定性分析，並進行全國性
調查。這些理論基礎鞏固了REFOCUS的發展，並透過一
個多地點同時進行的隨機對照試驗作評估驗證。以上所有
的工作資料都是由有精神健康復元經驗的人士所提供的。
我們發現REFOCUS研究中的三項調查結果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首先，我們從有精神健康
復元經驗的人中確認了五個復元過程：連繫(C)、希望(H)、身份(I)、意義(M)和充權(E)。這
個CHIME框架讓同工透徹地理解有關復元的演譯。換句話說，支持CHIME的過程等同支持
復元。CHIME框架是REFOCUS計劃中被引用得最多的。
其次，我們在最佳實踐指引中識別了四個支持復元的範疇：
一. 支持具有個人定義的復元（即提供幫助以支持個人的生活目標）
二. 工作關係（即合作和夥伴關係）
三. 機構的投入（即建立一個跟復元原則相符合的機構文化）
四. 提倡公民性（即針對復元人士全面投入社會的障礙）
REFOCUS介入治療針對首兩個範疇並提供前線照顧的內容和方式，而INSPIRE問卷則評估
在這兩個範疇相關支援復元的程度。INSPIRE繁體中文版由葵涌醫院翻譯，而他們一直在努
力構建一個以復元為導向的服務文化（範疇三）。
最後，實施REFOCUS介入治療是有效的。本文件是REFOCUS介入治療手冊的繁體中文版，
目前本手冊在國際上都有被採用，例如在澳洲的PULSAR計劃中。一個關鍵的優勢是它可以
讓醫護工作者們將其理念實踐在日常工作當中。
我希望您喜歡閱讀本手冊，為服務帶來改變！

It is a pleasure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this important translation of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manual into Chinese.
REFOCUS was a five-year study in England, developing tools to help mental health workers to
support the recovery of people living with complex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needs. The
mixed-methods programme of work is described at researchintorecovery.com/refocus. Research
informing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included systematic reviews of available evidence about
recovery and how it can be supported, qualitative explorations of the experiences of people currently
us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their workers, and a national survey. This theory base underpin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which was then evaluated in a multi-site pragmatic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All the work was informed by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recovery.
Three findings from the REFOCUS Programme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ly.
First, we found that people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of mental ill-health and recovery identified five
recovery processes: Connectedness, Hope, Identity, Meaning and Empowerment. This CHIME
framework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ecovery for workers – in other words, supporting
CHIME processes is supporting recovery. The CHIME framework is the most cited output from the
REFOCUS Programme.
Second, our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identified four domains of recovery support
1. Supporting personally-defined recovery (providing help in support of the person´s goals for their
own life)
2. Working relationships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3. Organisational commitment (an organisational culture consistent with recovery principles)
4. Promoting citizenship (addressing barriers to full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Domains 1 and 2 relate to what and how front-line care is provided.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targets these two domains, and the INSPIRE measure assesses recovery support in these two
domain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is being led by Kwai Chung Hospital, which
is leading the way in develop a recovery-oriented culture of care (domain 3).
Finally,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was effective when implemented. This document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manual for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is being used internationally, for
example in the PULSAR programme in Australia. A key strength is that it can be incorporated by
workers into their everyday practice.
I hope that you enjoy reading this manual, and that you can use it to make a difference!

序
盧德臨醫生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
Dr Lo Tak Lam William, Hospital Chief Executive, Kwai Chung Hospital, Hong Kong
////////////////////////////////////////////////////////////////////////////////////////////////////////////////////////////////////////////////////////////////////////////////////////////////////////////////////////////////////////////

從二零一六年的「WELLFOCUS – 樂活集注」開始，包括
今年的「REFOCUS」、復元導向交談技巧(Recovery
Coaching Conversations) 導師及學員手冊，我很高興能為這
一系列的復元介入 計劃的中文翻譯版本編寫序言。這系列
復元介入手冊是 REFOCUS 研究計劃的一部分，由倫敦國
王學院精神病學研究所的 Mike Slade 教授領導。
迄 今 為 止 ，本 院 一 直 在 進 行 隨 機 對 照 試 驗 研 究 ，以 探
討 「WELLFOCUS – 樂活集注」正向心理治療小組對思覺
失調之復元人士的成效。
隨著醫院即將重建，是從事精神健康服務的同工(包括專業
醫護人員和支援工作者)將精神健康復元文化在工作中實踐
的機遇。「REFOCUS」手冊促使我們重新檢視精神病復
人士康復的價值和意義，透過導向交談技巧幫助復元人士獲得希望、選擇、力量和感到被包
容，以及讓我們建立促進復元的態度，與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常作有復元意思的溝通對話。
我們今次一併翻譯評估和反饋工具 -「INSPIRE」成中文，並納入「REFOCUS」手冊內以供
使用。透過這個工具支援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在復元過程的關係。
來年，葵涌醫院邀請 Slam Partners 成為合作夥伴，為我們員工和非政府機構的合作夥伴舉辦
一個導師培訓課程，提供復元指導式對話的培訓。使用「REFOCUS」治療及評估工具，進
一步將實踐精神健康復元文推廣至整個社區，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帶來裨益。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職業治療部–輔助就業服務在翻譯及編輯的工作上所作出的努力，將
「REFOCUS」復元模式實踐於我們的日常工作中。

The translation of a series of recovery intervention programs began with WELLFOCUS in 2016.
This year, it is again my pleasure to write the foreword to the REFOCUS Manual and Coaching
Conversations for Recovery. These intervention manuals ar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REFOCUS
research project led by Professor Mike Slade of th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King´s College, London.
Since 2016, our Hospital has been conducting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on the WELLFOCUS
intervention for the people in recovery of severe mental illness which is still in progress.
With the impending redevelopment of Kwai Chung Hospital, it is an opportune moment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covery model of care by all mental health workers, including professionals and support
staff. The REFOCUS manual is written focus to revisit the values and meaning of recovery for
people in recovery of mental illness. It does serve for our staff to acquire coaching conversation
skills of hope, choice, strength, social inclusion, as well as acquisition of appropriate recovery
promoting attitudes in our day to day contact with our service users.
A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ool INSPIRE is bundled together with the REFOCUS Manual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use by our Hospital. It is also our intention to use this tool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relationship for our staff and service users.
In the coming year, Kwai Chung Hospital will invite Slam Partners to conduct a train-the-trainer
course on recovery coaching conversations for our staff and NGO partners. With the use of the
REFOCUS intervention and evaluation tools, we can promote further recovery practices among th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as a whole for the benefit of our service users.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Occupational
Therapy Department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effort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CUS manual into our day to day recover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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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證所支持。我們的服務、支援小組及成員
遍佈英國各地，使我們不但具有地區性的洞悉，
又能將創新思維推廣至全國。我們的工作均受
到曾受精神疾病困擾的復元人士所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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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REFOCUS
REFOCUS介入治療手冊是REFOCUS計劃的一
部分。REFOCUS計劃是一項由國立衛生研究院
資助的五年（2009年-2014年）研究計劃（檔號
RP-PG-0707-10040），目的在支援成年精神健
康團隊的復元導向發展。

作者：Victoria Bird*、Mary Leamy*、Clair Le
Boutillier、Julie Williams及Mike Slade.
*共同第一作者
©復元部門、精神病學研究所、英國倫敦國王
學院2014年版權所有
所述內容可被轉載，但必須不收取費用並引用
資料來源：Bird V, Leamy M, Le Boutillier C,
Williams J, Slade M (2014) REFOCUS (2nd
edition): Promoting recovery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London: Rethink Mental Illness.
本手冊可從researchintorecovery.com/refocus免費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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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CUS計劃（2009年至2014年）包含一系列研究項目，目的是促進復元為本的
精神健康服務發展。REFOCUS介入治療是本計劃的一部分。
REFOCUS介入治療是透過加強醫護工作者與復元人士的關係及訂立實踐原則，從
而提高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復元人士實踐復元的程度，並發展出一系列實施的方法。
Rethink Mental Illness於2011年發佈第一版的REFOCUS介入治療手冊。
於2014年完成的REFOCUS試驗計劃（ISRCTN02507940）評估了REFOCUS介入治
療的成效。這試驗計劃對有關接受或使用REFOCUS介入治療的相關經驗進行了一
項過程評估。我們根據這些研究結果對REFOCUS介入治療作出修改，並將修改編
寫於第二版的手冊之內。
介入治療的基本內容 - 促進復元關係及三種實踐原則都保留不變。介入治療內容已
被精簡，減少對復元發展歷程的關注，更加重視導向技巧與實踐原則之間的聯繫。
由於實施過程是一項挑戰，因此在2011年版的手冊中作出重大改動，包括支援實
踐改變，當中棄用某些方法（例如，夥伴項目、監督表格），修改部分方法（例如：
反思小組），增加部分方法（例如復元和REFOCUS工作坊）。另外有實證證明，
REFOCUS介入治療適用於住院階段，因此本手冊有關社區服務的篇幅亦有所減少。
我們同時亦將REFOCUS復元導向交談技巧導師及學員手冊翻譯成繁體中文版供醫
護人員作訓練用途，希望以上手冊對致力在精神健康服務中實踐以復元為本理念的
醫護工作者有所幫助。你可瀏覽researchintorecovery.com/refocus，尋找更多有關
REFOCUS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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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第一章：概覽

本REFOCUS手冊為修訂版，目的是促使成人精神健康服務團隊以更重視支援個人復元的介入治療。

本REFOCUS手冊除了介紹復元支援(pro-recovery)
介入治療方法，亦介紹在成人精神健康服務團
隊中工作的醫護工作者該如何實施。本手冊已
作更新，介入治療方法亦根據REFOCUS試驗計
劃中的過程評估結果給予修改。

介入治療分為兩個部分：
i) 促進復元的關係，該部分專注於醫護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之間應存在怎樣的關係；及
ii) 實踐原則，該部分專注於醫護工作者可開展什麼任務及活動從而支援復元

促進復元的關係
醫護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工作關係是個人
復元的核心。發展及支援該關係將涉及：
‧ 發展及了解個人復元概念的共同團隊
‧ 探討醫護工作者和團隊所持的價值觀
‧ 培訓導向技巧

實踐原則一
理解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為確保復元計劃是建基於復元人士的價值觀及治
療偏好，介入治療包括：
‧ 使用服務的復元人士與醫護工作者討論他們的
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實踐原則二
優勢評估 擴大優勢
為確保復元計劃專注於擴大復元人士的優勢及能夠
獲得社區支援，介入治療包括：

實踐原則三
支援目標追求
為確保復元計劃是以個人所重視的目標為本以及
醫護工作者支援復元人士積極地追求目標，介入
治療包括：
‧ 使用服務的復元人士與醫護工作者識別他們的
個人所重視的目標
‧ 醫護工作者支援使用服務的復元人士追求他們
的目標

實施策略
使用四種實施策略：
‧ 復元及REFOCUS工作坊
‧ 實踐原則培訓
‧ REFOCUS復元導向技巧培訓
‧ 支援實踐改變

1.1 介入治療的目的
介入治療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服務使用者的個人
復元。包括朝著他們的目標努力，及在必要時
獲得醫護工作者夥伴式的支援。支援類型以及
醫護工作者提供支援的方式將以復元人士的個
人優勢、價值觀及治療偏好為本。

1.2 介入治療
向團隊提供的介入治療服務，是針對標準服務
的提昇。介入治療目的從兩個方面產生影響：
醫護工作者及團隊如何對服務使用者產生影響，
包括醫護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的討論及實際所
做的事情。我們分別稱之為「促進復元的關係」
及「實踐原則」。因此這種介入治療有兩個組
成部分：

甲. 促進復元的關係
將為團隊提供培訓機會，讓他們明白甚麼是個
人復元，考慮他們自身的價值觀以及這價值觀
能如何支援復元，並培養和練習使用導向技巧。
建議開展在個人及團隊層面上支援實踐改變的
活動。
使用服務的復元人士可主動改變與精神健康服
務工作者的對話內容，提供機會讓他們對價值
觀、優勢及目標追求等方面優先建立期望。

乙. 復元支援實踐原則
理解復元人士個人化復元計劃中的價值觀及治
療偏好。醫護工作者將獲得如何理解價值觀以
及鼓勵個人表達其價值觀方面的培訓。
擴大復元人士的優勢及獲取社區支援的能力是
協助復元的一種重要方法。醫護工作者將獲得
優勢評估方面的培訓。
識別復元人士所重視的目標、協助在邁向復元
目標的過程中設定中期步驟從而促進復元。醫
護工作者將獲得相關培訓，學習使用現有復元
計劃技巧來協助實踐目標。
這兩個組成部分是相互關連的。其中關係是重
點 - 不僅涉及你做了些什麼，還涉及做的方法。
只有真正建立促進復元的關係，實踐原則才能
在支援復元發揮其作用。
在社區精神健康團隊中工作的醫護工作者已掌
握本手冊中許多支援個人復元的技巧。介入治
療是為了讓醫護工作者認識並建立這些技巧與
專長。此介入治療的設計與現行訂立復元計劃
的過程互相呼應，有助於強化當前的復元實踐。
已掌握這些方面專長的醫護工作者可以透過示
範最佳的實踐方法及支援實施來協助其他醫護
工作者發展復元支援技巧。
關係是本介入治療的核心。促進復元的關係包
括醫護工作者和身為夥伴一起使用服務的復元
人士。在這種關係中，醫護工作者在復元人士
嘗試尋找人生的前進方向時可運用他們的臨床
專業作為復元人士的資源。這可視為「易於得
到，而非高高在上」1 的服務，並作為醫護工作
者與使用服務的復元人士共同學習建立相互聯
繫的新方法。

‧ 醫護工作者使用優勢評估工作表，辨認復元人
士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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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REFOCUS模式
促進復元的關係
對醫護工作者而言，建立促進復元的關係牽涉
他們對於自身價值觀及信念的意識、關於復元
的知識、使用導向技巧及與復元人士（作為個
人經驗的專家）建立關係的技巧。介入治療的
早期重點在發展這些支援範疇的實踐改變。
第二章將描述建立促進復元關係的方法，其中
涵蓋的內容包括：
‧ 關於個人復元的核心知識
‧ 支援復元的個人價值觀及信念
‧ 團隊共同促進復元的價值觀
‧ 支援各種實踐原則的導向技巧

實踐原則二：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
認識及發展個人優勢能促進復元。這包括了解
個人優勢及正面特質，以及其在生活中獲得的
支援及所建立的積極聯繫。已識別的優勢可能
包括透過正式教育、培訓或工作經歷所獲得的
技巧或知識，以及抗逆力、樂觀精神、藝術技
巧、惻隱之心、對大自然有興趣、獲得家庭支
援、積極的文化認同或了解當地情況等個人優
勢。

醫護工作者的價值觀、知識、導向技巧、夥伴

介入治療
實踐原則
1.理解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2.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
3.支持目標追求

團隊價值觀

目標是確保全面地了解個人，識別優勢及不足
之處。第四章對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將作出更
詳細的描述。

個人價值觀

在促進復元的關係中，有三種具體的對話/行為
能夠支援復元。我們稱之為實踐原則。

實踐原則三：支援復元人士追求目標
實踐原則一：理解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以復元為導向的服務重點在於了解一般及具體
有關復元人士在治療方面的價值觀、信念及偏
好。這可能要求加深對其生活經歷的了解，支
援個人敘事的發展並了解個人價值觀。這對於
以人為本的復元計劃是十分重要，而且個人化
的復元計劃亦受社會背景因素所影響。第三章
會對理解個人價值觀作更詳細的描述。

該實踐原則與復元計劃的臨床實踐互相呼應，
要求對個人目標進行識別，然後在其追求目標
的過程中為其提供支援。該項工作強調：

加強團隊對支持復元規範的認識及價值觀

加強醫護工作者對支援復元的價值觀

知識

在個人復元方面掌握更多知識

技巧

提高在導向技巧及三種實踐原則方面的技巧

行為意圖

計劃使用導向技巧及實施三種實踐原則

行為

增加運用導向技巧及三種實踐原則

內容

獲得更多導向的經驗。

實踐改變

‧ 識別復元人士所重視的目標
‧ 對以復元人士價值觀及優勢為導向的行為作
出規劃
‧ 支援復元人士即使在無他人提供支援的情況
下仍然採取行動的導向
第五章對支援復元人士追求目標作出更詳細的
描述。

1.3 REFOCUS模式

服務使用者
的經歷

更專注於優勢、價值觀及目標追求

流程

該介入治療建基於REFOCUS模式，此模式可辨識介入治療的預期效果，分別由以下四個部分
所組成:介入治療、「實踐改變」（即該介入治療對團隊及醫護工作者的影響），對服務使用
者的個人體驗所產生的影響及正面成果。
REFOCUS 模式如圖一所示。

服務使用者
的成效

5

中心目標
邊緣目標

更支援個人復元

增加希望、充權、提高生活品質、
身心健康、對服務的滿意程度
改善個人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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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促進復元的關係
2.1 關係有助於復元
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醫護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
之間的關係是促進個人復元的重要因素之一。
促進復元的關係反映醫護工作者個人對復元的
價值觀，而價值觀是以知識為基礎。亦反映醫
護工作者經常使用特定的人際導向技巧。

2.2 介入治療的相關內容

它有助於醫護工作者更加了解他們的個人及專
業價值觀，盡可能識別團隊內的共同支援復元
的價值觀，並使用該等價值觀以塑造團隊的討
論、決策制定及行動。對未能理解或接受復元
價值觀的人來說持有該等價值觀尤其具有挑戰
性。

2.4 團隊所持的價值觀

‧ 參與復元及REFOCUS 工作坊
‧ 參與實踐原則的培訓
‧ 參與復元導向技巧的培訓
‧ 訂立支持實踐改變的方法

對於成功運用以復元為導向的方法的醫護工作
者，獲得共同團隊價值觀的支撐及支持是需要
的。該等價值觀需要明確地促進以復元為導向
的實踐，所有醫護工作者需要知悉這些實踐。
該等價值觀會用作指導實踐。領導才能可加強
採用該共同團隊價值觀。

2.3 醫護工作者所持的價值觀

介入治療目的是支持團隊發展及認識促進復元
的價值觀。

價值觀支撐醫護工作者的一切言行舉止。例如
在評估期間向復元人士詢問某些範疇，而不詢
問某些主題。計劃目標按重要性所排列，任何
介入治療（包括作出不參與介入治療的決定）
都反映了價值觀。臨床實踐通常涉及將一種價
值觀的重要性置於另一種價值觀之上。促進復
元服務的價值觀是指一方面既能被明確識別，
同時又能被用於制定決策上。
三種以復元為導向的精神健康服務的建議價值
觀如方格一2;3所示。如果相關人士不能持有該等
價值觀，就很難與復元人士建立促進復元的關
係。然而，持有該等價值觀亦充滿挑戰。有時，
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想要的東西往往是常人難以
理解甚至看上去是有害的，或者儘管他們的生
活在醫護工作者眼中已是非常貧困，但他們仍
說不願意接受幫助。該挑戰其實與支援復元的
價值觀是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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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一：支援復元的價值觀

團隊及個人所持的價值觀將在復元及REFOCUS
工作坊中描述。

2.5 有關復元的知識
價值觀一
精神健康服務的主要目標是支援個人復元
支援個人復元是精神健康服務的首要目標。提
供治療對實現該目標具有重要貢獻，但並非終
點。例如，介入危機或解決風險問題有時需要
被優先考慮，但應以支援復元的主要目標為導
向。

價值觀二
精神健康專業人士的行動將著重於辨識、
闡述和支援個人目標的達成
倘若人們需要對他們自己的生活負責，那麼支
援他們的方法是在他們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努力
時，提供與該人價值觀一致的援助，而不是把
自己對人生的意義和假設強加於別人身上。

價值觀三
精神健康服務假設人們會為或（在危機
中）將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精神健康專業人士的工作不是修補人們的問題，
也不是帶領人們走向復元。他們的首要工作是
支援復元人士在生活中發展及運用個人管理技
巧。

採用支援復元的方式包括對下列有關復元方面
有所認識：
‧ 個人復元的意義
‧ 個人復元與臨床復元的區別
‧ 許多患精神疾病的人確實經歷過個人復元
‧ 復元可發生在精神健康服務之內，部分或完
全發生在精神健康服務之外
‧ 精神健康服務及醫護工作者可採取許多方式
來支援復元
‧ 污名是復元的障礙，因此
– 語言是很重要的
– 相信患精神疾病的人與其他人有著本質上
的不同，是支援復元的障礙
– 強調患上精神疾病的人與社會上其他人無
異，這會更有幫助
– 需要認識到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人所面對
的其他污名，例如：種族歧視、是福利接
受者等，並就此採取行動

復元導向是以實證為基礎，但醫護工作者並非
熟悉所有的實證。許多醫護工作者較熟悉的實
證例如隨機對照試驗及系統性回顧。但不是很
熟悉來自復元人士的實證如 關於個人的復元敘
述。因此，建立復元知識的關鍵方法是接觸或
了解有親身復元經驗的復元人士，包括聆聽及
閱讀復元人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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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 復元導向方法及六個組成部分
協約 - 動態協約是訂立明確的合約，例如：清楚地了解期望、參與規則、同意如
何一起合作、如何管理分歧和衝突以及如何實際地完成工作目標。這是一個
互動式的過程，而不是單一事件，因此需進行適當回顧及更新。

反思 - 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臨床醫護及支援工作者與服務使用者合作，使他們能
回顧自己的進展，並在他們能夠掌控的範圍內對他們採取的行動及改變承擔
責任。這需要在對話過程中具備細心聆聽技巧以及對復元人士的貢獻作出認
同的技巧。

探討 - 提供了探討問題/困難/任務及選擇的機會。這需要運用到鼓動性問題，直擊
事情的核心本質，及激勵人們跳出他們慣常的思維模式。

協定成果 - 協定成果對於幫助聚焦於對話及協定想要達成的成果由其重要。該部
分對話之所以不可缺少，是因為它將幫助復元人士及你明確知道復元
人士想要達成的目標。訂定目標是協定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承諾行動 - 該部分的對話需要你向復元人士提出挑戰，協助他們運用自身資源。
醫護工作者需具備正視問題及提出質疑的技巧從而帶領出直率或具難
度的對話。你亦會發現徵求許可及切入對話的技巧很有幫助。

承擔責任 - 這是對話的結尾階段。它是就著復元人士將如何承擔責任達成一致的

2.6 導向技巧
4;5

導向技巧是支援復元的一種特定人際溝通方式 。
導向技巧有以下優點：
1. 它假設個人是有或將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
並有承擔個人責任的能力。
2. 著重於促進復元過程的發生，而非針對個人。
導向技巧目的在幫助個人與精神病共存。這有
別於傳統只著重治療精神病本身的模式。
3. 導向的作用是激發個人自我改善的能力，而非
處理問題。這有助強化個人優勢及現有的支援
關係，而非著眼於自身的不足。
4. 導向目的是致力達成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目標，
而不是導師的目標。
5. 雙方均須積極投入參與在夥伴關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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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導向交談技巧會帶來挑戰，醫護工作者可
反思他們作為個人以及作為團隊成員的工作方
式。導向技巧並不是治療。它目的是幫助復元
人士運用自身資源、建立優勢和作出有助達成
個人所重視的目標的改變。導向技巧是一個周
而復始的「實況」過程，它有助於復元人士就
下列方面訂約：他們對如何與醫護工作者合作
的期望、導向技巧的結構及過程、將與他們合
作的醫護工作者的期望以及「參與規則」。

共識並提供回應。這是一種公開而坦誠的雙向溝通，鼓勵復元人士反
思、聆聽及探討評語並改正自身行為。

使用導向對話技巧要求醫護工作者展現出細心
聆聽、提問和回應的技巧，從信念系統出發，
使復元人士能夠自己解決問題，為實現想要達
成的目標負上個人責任。
導向技巧是一種人際溝通技巧，促使三種實踐
原則會支援復元人士的個人復元。這將涵蓋在
REFOCUS復元導向技巧培訓當中。透過培訓，
復元導向方法（載列於下文）將有助於幫助醫
護工作者應用三種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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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原則
接下來三個章節將描
述實踐原則。醫護工
作者並非必須完成該
等實踐原則之後，才
能開展真正的工作。
了解價值觀、優勢評
估及擴大優勢、支援
目標追求是醫護工作
者的職責。

第三章：理解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3.1 理解價值觀有助於復元
支援復元的行動應以服務使用者的人生價值觀
及治療偏好為導向。只有在與復元人士分享價
值觀及如何制定決策的情況下，服務才會對復
元人士起作用（而不是將服務「強加於」復元
人士身上）。因此，理解價值觀有助於確保復
元計劃盡可能地與個人價值觀保持一致。實踐
原則的目的是能在臨床資訊系統記錄與價值觀
及治療偏好有關的資訊。

該過程不但花費時間，也涉及許多交談，因此
可以籍此建立信任，改變界限，允許就這些話
題展開討論。由於復元人士的價值觀及治療偏
好可能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因此它並不只是
一次性的交談。
理解價值觀涉及什麼方面？交談可能涉及：
‧更加了解復元人士的人生歷程 - 復元人士來自
哪裡？塑造他們個性的重要影響是什麼？
‧更加了解他們豐富的身分 - 考慮種族、文化、
族群、性別、靈性、性取向等

3.2 介入治療的相關內容

‧支持發展他們的個人敘述 - 講述在他們的生活
中，是怎樣走到今天的狀態？

醫護工作者需要做兩件事：

‧理解價值觀 - 什麼對復元人士是重要的？

1. 了解每位復元人士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2. 使用該資訊，以告知復元計劃及訂定目標
活動

‧治療偏好 - 這個人希望從精神健康服務及其他
資源獲得什麼類型的幫助？
在任何交談中，一般原則是：

3.3 理解價值觀以告知復元計劃
我們的言行舉止都受價值觀、態度及經驗所影
響。復元人士獲得理解是有助於復元的關鍵。
避免對復元人士的身分作出假設是非常重要，
對少數群體的復元人士更應如此，例如黑人及
少數族裔群體或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
及變性人。就治療而言，透過討論、聆聽價值
觀及治療偏好及採取行動均有助於復元。
如果服務是為支援個人復元，則有必要理解復
元人士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了解復元人士的
過程中可能涉及談論敏感的話題，例如污名、
歧視、種族歧視及曾使用相關服務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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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導向技巧，支援復元人士建立新的學習
方式及加深醫護工作者與復元人士的了解
‧不假設復元人士的任何方面是重要還是不重
要的
‧對界限保持尊重 - 復元人士可能不希望你知道
太多有關他們的事
‧採取開明的心態進行所有交談 - 讓復元人士有
機會討論不同方面，甚至涉及敏感的話題
每個人（包括服務使用者及醫護工作者）對他
們認為最有幫助的方法均有不同見解。目前三
種可能的方法是：交談式、敘述式及視覺式。
三種方法可結合使用，或使用其他適合復元人
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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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地圖
關係地圖可劃分為多個部分，例如家人、朋友、
社區及精神健康服務工作者。復元人士可在地
圖上貼上他們覺得重要的人或親密的人的圖片
或說話。

背景地圖
該地圖專注於復元人士的人生歷程。許多人發
現在地圖上寫下記錄他們覺得重要的事件及經
歷時間表（通常從出生開始到現在）會很有幫
助。時間表可以包括積極的經歷、成就、創傷、
失去及悲痛的時刻。

身分地圖
不論採取什麼方法，請務必解釋你為什麼詢問
這些問題或進行這些交談。另請積極鼓勵復元
人士專注於他們想你知道的內容以及他們特別
重視的內容，而不是覺得必須告訴你有關他們
的一切。

一. 交談式方法
對於某些復元人士來說，與醫護工作者進行公
開交談是首選方法。我們已制定一個面談指引
就此提供幫助 - 價值觀及治療偏好面談（附錄一
所示）。價值觀及治療偏好中的問題乃改編自
其他資料來源 6;7 ，針對復元人士在復元旅程中
認為重要的範疇進行交談，並為交談提供了框
架。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 類似以復元為導向的復
元計劃 - 以個人價值觀為出發點考慮治療偏好。
它包含了在交談中可被使用的問題。
最終用意是貫穿面談指引所涵蓋的主題，但不
必按照所示的順序進行。

二. 敘述式方法

‧你怎樣描述你的精神健康經歷？你從你的經
歷中學到什麼？

理解價值觀的第二種方法是支援復元人士寫下
他們的故事，再與醫護工作者分享。由於敘述
可以完全地或部分地在非會面時間內進行，因
此請務必知悉並非所有部分均需與醫護工作者
共享。復元人士可能只想寫點東西給自己看，
或者只想與家人或朋友分享。

‧我知道人們尊重我當……

其中一種開展的方法是給復元人士一份空白的
價值觀及治療偏好面談指引作為模板。另外，
建議詢問以下問題或話題可能會有所幫助：

三. 視覺式方法

‧到目前為止，你人生中最積極及消極的事件
分別是甚麼?
‧什麼對你很重要？人生中什麼事情是你所重
視的？
‧你怎樣向其他人描述你自己？例如：你的背
景、你的價值觀、信念及經歷
‧你的精神健康經歷怎樣塑造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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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有效的交談是從受重視的求知慾開始 -

‧什麼令你的生活有意義？

「我期望與你合作時能切合真實的你及你的人
生價值觀，所以不論你想要與我分享什麼，我
樂意去了解。」

‧在你的復元旅程中，曾受到什麼幫助或對你
有幫助的事物是甚麼？
‧什麼事情對你的身心健康及復元旅程有著消
極影響？

蘇格蘭復元網絡網站有一部分資料適合有興趣
寫下敘述的復元人士瀏覽(www.scottishrecovery.net)
。該網站包括許多敘述以及寫作小貼士。其他
資料資源載列於附錄二。

理解價值觀的第三種方法是支援復元人士建立
人生地圖。人生地圖是以心智地圖方法為基礎，
以人為本的規劃工具，提供一個發掘復元人士
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的方法。他們可與復元人
士合作完成，亦可使用多種不同的媒體（包括
照片、圖片及詞語）完成。它們亦可採用許多
形式，包括下文建議的形式。有些人使用樣板
對於一開始繪製地圖時是很有幫助。人生地圖
樣板已上載於附錄二所列出的網站。
常見的人生地圖（改編自其他資料來源 8），包
括關係、背景、身分、偏好、選擇或尊重地圖。
它們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都可在一張地圖中概
括，或者每次焦點可能只關注於一個領域或一
張地圖。

該地圖可用於辨識對復元人士及對其治療至關
重要的身分認同。復元人士可能希望記錄族群、
性別、文化、靈性等方面以及對他們很重要的
其他方面。價值觀及治療偏好面談指引可能對
有些人來說是有很大幫助的工具，可幫助識別
重要範疇。

偏好地圖
該地圖描述復元人士的個人偏好、興趣及天賦。
它可能與其他許多地圖息息相關，尤其是背景
地圖及身分地圖。鼓勵復元人士在地圖中加入
他們的喜惡。儘管這可能與接受精神健康服務
有關，但並不一定如此。

選擇地圖
繪製選擇地圖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將一頁分成兩
部分，半頁代表復元人士在其人生中所作出的
決定，另半頁則代表由其他人所作出的決定。
該地圖可被用於展示復元人士想在那些生活範
疇上得到更大的掌控權，以及他們在重獲生活
掌控權時會面臨的障礙。

尊重地圖
可能在該地圖中加入的一個問題是「我覺得自
己受到尊重當……」。讓復元人士列出獲得或
未獲得尊重的時刻，從中闡明復元人士重視自
己及他人的什麼特質。復元人士亦可選擇在他
們的地圖中加入尊重時遇到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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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
4.1 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有助於復元

4.2 介入治療的相關內容

健康不僅僅是沒有患病，因此支援復元不僅僅是
治療精神疾病，還涉及識別及擴大復元人士的優
勢。

醫護工作者需要做兩件事：

優勢評估涉及（改編自其他資料來源10）：

‧了解復元人士的優勢
‧使用該資訊，以告知復元計劃及訂定目標活動

‧ 聆聽復元人士對事實的理解

什麼是優勢？該詞指復元人士可獲得的內在及外
在資源。內在資源是對復元人士的正面評價，例
如個人素質、性格、才華、知識、技巧、興趣及
抱負。優勢可能包括從正式教育、培訓或工作經
驗中獲得的技巧或知識，以及個人優勢（例如希
望、感覺充滿力量、樂觀、有憐憫的心、細心的
聆聽者、有藝術才能、熱愛大自然、有正面的文
化身分、健康、戰勝挫折、過往行之有效的策略
或經歷身心健康的時期）。外在資源是在復元人
士的生活中可以或可能幫助他們做任何事情，包
括成為受人尊敬的榜樣、體貼的家人、有足夠的
金錢、在當地人際關係良好、有朋友、經歷危機
時有處容身、與鄰居關係良好、參加義工或付薪
工作、有合適的居所以及參與集體活動（例如在
唱詩班唱歌）。外在資源亦可能包括服務資源 是精神健康及其他服務可幫助到復元人士的方式，
以與復元人士合作的方式（例如，增加復元人士
的希望感）或以提供服務的方式（例如提供有效
的治療）。
優勢評估的目的是為了全面理解復元人士。透過
使用服務資源（例如藥物、認知行為療法等）解
決問題（例如症狀），支援許多人的復元旅程。
然而，許多的實證（例如身心健康及精神資本調
查、正向心理學、綜合的復元敘述、消費者營運
服務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優勢評估在協助復元
人士重過正常生活的成效上結果一致。甚至可能
不僅治療疾病，對某些復元人士來說，它亦涉及
支援復元人士的成長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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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復元人士
‧ 發掘復元人士想要什麼
‧ 評估復元人士不同層面的優勢

4.3 進行優勢評估
優秀的評估（改編自其他資料來源 9）具有下列
特點：
‧ 完整 - 每個人生範疇都有豐富及詳細的資料
‧ 個人化及具體 - 清晰地描述該人的本質
‧ 反映復元人士的完整身份，包括相關文化、
靈性、性方面及性別
‧ 以夥伴為基礎 - 清楚指明復元人士的參與，
包括個人評述、復元人士用自己的文字寫下
的資訊

‧ 使用評估來發掘獨特性
‧ 使用復元人士可以理解的語言
‧ 對醫護工作者與復元人士之間的共同活動作
出評估
‧ 就評估達成共識
‧ 避免指責及怪罪
‧ 避免因果效應思維

可採用多種方式評估復元人士的優勢。培訓將
以某種特定方法提供 - 優勢工作表 - 但亦可使用
其他方法。
優勢工作表是一種工具，幫助醫護工作者識別
及利用復元人士的優勢、資源、才能及能力（如
附錄三所示）。
工具涉及六個生活領域：
日常生活狀況、財務、職業、社交支援、健康
及靈性/文化。以優勢工作表核對清單作為補充，
另外附帶每個領域的示例問題及提示（如附錄
四所示）。為協助你評估優勢，請參閱附錄五
的醫護工作者補充練習。

‧ 只是評估，而不是診斷

‧ 包括外在資源 - 並非指每個領域的內在資源
或服務資源， 以復元人士的生活作考慮，而
不是孤立地考慮
‧ 認識復元人士的技巧、才華、成就及能力 他們知道什麼、在乎什麼以及對每個生活範
疇的動力
‧ 更新 - 清楚最近一次更新的時間，確定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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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支援目標追求
5.1 支援目標追求有助於復元

5.3 目標追求的原則

四. 目標追求基於個人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支援目標追求有助於復元，前提包括：

精神健康服務醫護工作者在復元計劃方面擁有豐
富經驗，這些技巧可用於支援目標追求的層面上。
六個有別於傳統照顧計劃的要點:

朝目標邁進有許多種方式。計劃應清楚反映復
元人士的價值觀 - 包括他們的實行方式。例如，
從他人獲得支援的進度、水平及類型，以及精
神健康服務工作者的參與程度等因素往往因人
而異。醫護工作者及服務使用者制定的目標步
驟可以不涉及精神健康服務工作者的行動。

‧ 目標由復元人士識別
‧ 是對復元人士而言重要的目標而不是以系統
評審它的重要性
‧ 實現目標的責任是復元人士的個人責任或是
復元人士與醫護工作者之間的共同責任
當復元人士朝著目標努力時，有兩種方式可以
支援復元。首先及最明顯的是，實現個人所重
視的目標是一種正面體驗。追求目標的過程也
會帶來許多益處：
‧ 透過設法改善生活的經歷，增加希望
‧ 透過學習如何朝著目標進步，提高推動力
‧ 透過克服不可避免的挫折，提高抗逆力

一. 透過導向技巧支援目標追求
導向技巧有助於避免為復元人士作出決策。
GROW模型 11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引導導向員尋
求明確的結果以及促使改變發生所需採取的步驟。
(Goal) 導向互動風格目標 - 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我想要什麼事情發生？開始想像你實現目標
時的情景，然後更加具體地描述。
(Reality) 現實 - 現在是什麼情況？詢問關於人物、
事件、地點、多少等具體問題

‧ 透過學習如何掌控人生，擴大充權感
(Options) 選擇 - 有什麼可行的選擇？- 有什麼選擇
能更接近目標？

5.2 介入治療的相關內容
醫護工作者需要：
‧認識所支援的復元人士所重視的目標

(Wrap-up) 總結 - 醫護工作者與復元人士之間協定
的步驟及在未來採取甚麼行動來獲得復
元人士在目標追求上所作出的承諾、明
確度、支援及「總結」。

‧建基於復元人士的優勢
‧與復元人士以拍檔關係來支援這些目標的達成

二. 復元人士的目標是行動規劃的主要焦點

‧與復元人士一起定期回顧這些目標
有些計劃可能有其他問題要先解決（例如：解決
風險或兒童保護問題），但整體焦點應以支援個
人所重視的目標，並同時整合這些行動。

三. 接近目標導向比逃避目標導向更容易實
現及可持續

五. 目標追求建基於優勢

透過共同行動及獨立行動，從而增加希望、信心
及抗逆力。當然，有時由醫護工作者採取行動是
需要的。醫護工作者能採取越多行動來促使復元
人士能獨立行動或共同行動，效果就越好。

5.4 支援目標追求的過程
在標準復元計劃過程中，包括識別目標、規劃行
動及實施行動的步驟。

建基於現有的內在資源及外在資源是支援復元
的強大方法。它傳遞的訊息是，復元人士並非
有缺陷，需要被修補，而是隨著時間的過去慢
慢增強管理自己的能力。復元人士的優勢應在
復元計劃（被當作可使用及擴大的資源）中展
現出來。例如，對於正在參與大學課程的人來
說，建基於此優勢的目標訂立可能是：「我想
要在大學認識新朋友來建立自信」。

一. 識別目標

六. 行動應專注於支援復元人士盡可能多
為自己做事

要求復元人士識別目標會帶來關於掌控生活的問
題，讓他們回想起曾經失敗的痛苦。幫助識別目
標的過程需要謹慎進行，當中涉及多次會面以及
建立信任的關係。因此，良好關係促使復元人士
願意表達他們個人夢想及對未來的希望。

復元計劃可能涉及：
‧獨立行動 - 復元人士能獨立完成行動
‧共同行動 - 與其他人一起做事，尤其是家人或
朋友或社區資源，亦包括與精神健康服務工
作者採取合作
‧被動行動 - 醫護工作者替復元人士做事
醫護工作者的被動行動可能影響復元人士在自
我管理技巧的發展。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是支援
復元人士學懂如何為自己做事以及支援朋輩的
技能。

有些人能輕易識別自己的目標，而有些人在識別
有價值的目標上感到困難。有些人對制定目標的
想法不太熟悉，或可能覺得他們沒有能力制定目
標。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復元人士可能覺得他們
不能實現任何目標，原因包括感到絕望、面對內
在化的歧視，或者是因為過去對精神健康服務的
期望偏低。

開始交談的方式包括：
‧什麼會使你的生活更美好？
‧反思在已識別的優勢中，有什麼是你想發展的？
‧你對嘗試新事物有甚麼看法？你想要嘗試什麼
新事物？
‧有沒有一些事情是你一直想嘗試但從來都沒有
機會？

接近目標導向包括積極改變從而邁向更美好的生
活。逃避目標導向是指逃避負面事情的發生。這
從怎樣表達目標就可看出 - 「我想減低進食藥物的
份量」（逃避目標）與「除藥物外，我希望使用
其他策略來管理我的疾病」（方法目標）。或者
「我想減重」與「我還想跳舞」。它亦是關於如
何制定目標 - 抱有一個自己能夠過更美好的生活的
願景更有助於支援目標追求，而不是專注於設法
阻止壞事發生。
17

18

第六章：實施策略
二. 規劃行動
在識別目標後，下一步是作為夥伴一起努力設
定實現目標的步驟。這將包括：
‧ 復元人士將關注的目標按其重要性排列
‧ 識別與目標有關的優勢
‧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將怎樣影響行
動計劃
‧使用具體、可衡量、可達到、切合實際、時
限性（SMART）方法將目標分拆成較易清晰
的步驟；例如：指明誰將做什麼，什麼時候做
‧支援復元人士開展獨立或共同行動，而非接
受被動的行動

REFOCUS介入治療有很多種提供方式。根據REFOCUS試驗作出的過程評估，我們建議採取四個階
段方法，以實施REFOCUS。
一. 復元及REFOCUS工作坊
二. 實踐原則培訓
三. REFOCUS復元導向技巧培訓
四. 制定方法來支援實踐改變
第一至第三階段由外部提供，應按順序進行，時間上盡可能安排在一起。第四階段則由團隊/服務單
位產生，應在實施REFOCUS過程之初段制定。
我們現在將更詳細地描述各個階段的內容。

6.1 實施策略概要
三.實施計劃

一. 復元及REFOCUS工作坊

可能需要獲得醫護工作者的主動支援。
時間：一天

四. 回顧進展

對象：將實施REFOCUS的團隊或提供服務的醫護工作者、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
導師：復元專家

注意並鞏固已達成的任何進展。使用導向技巧
來解決任何難題。重新回顧目標及計劃。

再次重申，隨之產生的復元計劃將：
甲. 專注個人所重視的目標；
乙. 反映復元人士的價值觀及治療偏好；
丙. 建基於復元人士的優勢；及
丁. 涉及獨立行動及共同行動，而不是被動地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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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 理解有實證支持的復元及復元支援的概念框架
‧ 全面地概述以實證為基礎達至促進復元的介入治療
‧ 了解REFOCUS介入治療的目標及內容
‧ 個人及團隊反思與復元有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 注意及重視醫護工作者現有的相關專長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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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踐原則培訓
時間：一天
對象：同一團隊/服務單位的醫護工作者
導師：一名擁有專業經驗的導師，一名擁有親身經驗的導師

學習目標：
‧ 示範導向方法如何支援以復元為目標的實踐
‧ 令醫護及支援工作者具備有效地運用導向所需的核心知識
‧ 發展醫護工作者的能力，使他們能在臨床實踐中應用導向風格
‧ 透過發展導向技巧增強服務團隊和機構的能力，從而成功地實施REFOCUS介入治
療的三種實踐原則

學習目標：
‧ 理解三種實踐原則的理論及目的
‧ 介紹實踐原則並透過角色扮演活動體驗每種實踐原則的使用方法
‧ 理解實踐原則是支援復元的行動 - 因此收集資訊只是一個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
‧ 理解以人為本的支援才是目標，所以訂立目標是個人化的，而非一成不變的實踐
‧ 能在日常工作中運用實踐原則，識別困難及找出解決方法

四. 制定方法來支援實踐改變
時間：持續進行
進行持續的實踐改變是有需要的。實施REFOCUS的每個服務團隊將需要制定清晰的計
劃，確保在現有的促進復元優勢應用中帶來實踐改變及融入REFOCUS介入治療的應用。
建議包括：

三. REFOCUS復元導向技巧培訓
時間：兩天培訓（如需要可自選另外半天回顧課程）
對象：同一團隊/服務單位的所有醫護工作者
導師：擁有豐富導向技巧經驗的導師
目的：導向技巧培訓，以發展促進復元的關係，並使用實踐原則。培訓醫護工作者以能
掌握以下導向技能的核心
‧ 訂約
‧ 細心聆聽
‧ 利用鼓動性問題
‧ 提出質疑及正視問題的技巧
‧ 訂定目標
‧ 回應

‧ 內部或外部輔助的反思小組
‧ 行動學習套裝
‧ 審核
‧ 加強培訓課程
‧ 復元勝利者
‧ 團隊復元實施計劃(TRIP)12，由 ImROC 制定，相關資料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www.imroc.org/resources
關於實施REFOCUS、復元導向技巧，醫護工作者及導師手冊13和識別導師的更多資訊，
請瀏覽：www.researchintorecovery.com/refocus

在臨床環境下令醫護工作者理解以下各項的重要性：
‧ 認識導向技巧、傳授技巧與指導技巧之間的差別。
‧ 專注及聚焦於優先事項。
‧ 使用REACH©導向模式，進行有效的導向風格的交談，令學員能夠負起責任，以創
新方法去達成協定成效。

鼓勵醫護工作者：
‧ 將導向技巧與職業技能互相結合，在工作場所中促進有效的技巧傳授。
‧ 將導向技巧與他們的全部臨床技巧互相結合，有效地開展REFOCUS介入治療的三種
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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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價值觀及治療偏好面談指引
服務使用者姓名：

社會角色（包括在家庭、朋輩和社區）
告訴我關於你的社區的情況，家人、朋友和朋輩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而你又擁
有什麼角色？提示：在社會中擔任什麼角色？照顧者、父母、社交網絡、在擁有及未有
類似經歷的朋輩中所擔任的角色

醫護工作者姓名：

價值觀
針對各個方面作出提問：讓我知道什麼情況會有所幫助？什麼對你很重要？

文化身分，包括種族、文化和族群

「精神疾病」經歷的意義
人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精神健康經歷，例如疾病、情緒危機、生理疾病或靈性體驗等。
你能告訴我你怎樣看待這些經歷嗎？你認為是什麼造成你的經歷？

你如何描述你的民族？提示：語言、父母的背景......
告訴我一些關於你自己及你的文化背景，提示：飲食偏好、社會生活、文化行為、信仰、
與文化群體的交往

以往的服務體驗
就你在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經驗中，什麼對你有幫助或沒有幫助？

宗教/靈性
靈性或宗教是否對你很重要？提示：怎樣重要？在哪些方面對你重要？
你的靈性/宗教背景是什麼？
你的信仰怎樣影響你對精神健康經歷的感受？

污名和歧視
人們會因為精神健康問題而受到不同的對待嗎？
你是否經歷過其他形式的污名或歧視（例如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提示：它怎樣影響
你？會否影響你所獲得的服務？

性別
身為 <一名男性/女性> 是否影響你接受精神健康服務的方式？提示：怎樣影響？例如：醫
護工作者的性別、治療類型？

你在身分上的其他重要方面
你想作什麼補充嗎？例如：富有創意、舞者、跑步者、學生、電工、老師等。

性方面
你是否想討論你性方面的情況？或者你認為它對你重要嗎？提示：它影響你想接受服務
的方式嗎？

治療偏好
以上各項怎樣影響你的治療偏好？針對以上各個方面，你想要獲得什麼支援（如有）？
你希望醫護工作者怎樣與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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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曾經參與過最滿意的活動是什
麼？

職業狀況，例如：教育、職業、休閒

例如：就你的財務狀況而言，你人生中
最滿意的一段時間是什麼？
例如：就你的財務狀況而言，你想出現
什麼狀況？

我過去使用過什麼？

例如：你過去住在哪裡？什麼曾是你喜
歡的生活狀況？為什麼？

財務狀況

例如：你喜歡做或參與什麼類型的活動
或事情？
例如：做什麼事情會讓你開心，讓你有
個人成就感？

附錄三：優勢工作表

‧ www.mindmapinspiration.co.uk
- 心智地圖示例

例如：你目前的收入來源是什麼？你每
月大概消費是多少？

人生地圖
‧www.docstoc.com/docs/947552/
FREE-Mind-Map- Templates
- 心智地圖樣板

例如：你想要繼續住在你現在的地方，
還是想搬家？如果你想改變你的居住狀
況，會想怎樣改變呢？

個人敘述
‧ www.scottishrecovery.net - 敘述項目和敘
述詳情的示例，以及關於如何促進復元的廣
泛資訊。

例如：你現在住在哪裡？對於目前的居
住狀況，有什麼是你喜歡的？你通常使
用什麼交通工具？

‧ 你怎樣描述你在i)至vi)方面的情況？
‧ 就你的經歷而言，你認為什麽是對你有利？
什麼是不利？
‧ 你認為服務使用者怎樣看待你在i)至vi)方面
的情況？
‧ 你認為這會怎樣影響你們的關係？

日常生活狀況

電子資源

i) 族群
ii) 文化
iii) 靈性
iv) 性別
v) 性方面
vi) 社會角色

我想要什麼？

首先寫下你對講師所談論各個方面的感受。然
後按照1至5評分: 1代表最符合，5代表最不符合。
請寫下你自己的行為或經歷與這些描述的符合
程度有多少。

指示
反思或討論下列問題：

今天怎麼樣？現在擁有什麼？

‧飲食習慣
‧飲食偏好
‧典型社交生活
‧文化關注（例如，熟人之間的典型對話）
‧你的文化群體的獨特文化行為及習性

目標
提高對自身價值觀和信仰的意識

渴望及抱負

想像你正身處與你自身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國
家參與某個培訓課程，充當隱形觀察者。在該
課程中，一名講師向當地人描述你國家的人的
行為。在他們的描述中，他們談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前狀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護工作者的個人意識練習15

服務使用者姓名：＿＿＿＿＿＿＿＿＿＿＿＿＿＿＿＿＿＿＿＿＿

醫護工作者理解價值觀的練習14

醫護工作者姓名： ＿＿＿＿＿＿＿＿＿＿＿＿＿＿＿＿＿＿＿＿＿

理解他人的價值觀是以理解自己的價值觀為基礎。以下是醫護工作者幫助復元人士認識及考慮自身的
個人價值觀的兩個練習。以下練習可在個人或團體中進行。

個人及社會資源

附錄二：理解價值觀的附加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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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在生活中最重視什麼？你是否
一直這樣覺得？在困境中是什麼讓你有
力量繼續前行？

此核對清單列舉幾個問題示例，可在完成優勢工作表後討論。此核對清單改編自其他資料來源 9，未
必盡述所有範疇。擁有獨特才能、興趣及能力的復元人士可能未被涵蓋在下文內。

例如：你希望與你的靈性信仰有更緊密
的聯繫嗎？

日常生活

財務

當前狀況：

當前狀況：

‧ 復元人士住在哪裡？住了多久？
‧ 復元人士是否與任何其他人同住？
‧ 復元人士居住方面的優勢，例如：安靜的街
區；毗鄰城鎮
‧ 交通選擇
‧ 寵物或動物
‧ 復元人士的個人物品（例如：互聯網、健身
單車等） - 可從中識別復元人士想要什麼
‧ 復元人士感到自豪或享受的家或街區
‧ 復元人士喜歡做或擅長做的日常生活任務
（例如：烹飪、購物食品等）

‧收入來源
‧銀行賬戶、儲蓄賬戶等？
‧復元人士會否編制預算及管理金錢？怎樣做？
‧他們怎樣支付賬單？
‧消費餘錢

渴望及抱負：
‧ 過去的居住安排
‧ 復元人士喜歡住在哪裡？
‧ 他們是否喜歡獨住/與他人同住？
‧ 針對居住狀況希望作出的改變
‧ 理想的居住狀況
‧ 讓復元人士的居住狀況更方便生活的任何事
物（例如，裝置、更便捷的交通選擇等）？
‧ 居住狀況的最重要事項（例如，與朋友住得
近、完善的交通網絡、養寵物）

夢想及抱負：
‧復元人士是否想要改變自己的財務狀況？
‧他們財務狀況的重要方面（例如，有餘錢可
外出用餐、度假等）
‧復元人士有權獲得的其他利益
個人及社會資源：
‧過往收入來源（例如：他們過去曾否工作，
獲得額外福利）
‧過去擁有但現在不再使

個人及社會資源：
‧復元人士喜歡過去居住安排的什麼方面？
‧喜歡的住宿及居住狀況
‧就過去居住狀況而言，復元人士現在也想擁
有的任何事情
你想要補充的事情

例如：靈性在你的生活中具有什麼意義
（如有）？你的家人是否有堅定的信仰
？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職業狀況，例如：教育、職業、休閒

例如：當你表現不佳的時候，你是如何
察覺的？以往有什麼對你最有幫助？
例如：就你的健康而言，是否有你想要
改變的事情？你想學習什麽從而改善你
的健康？
例如：你會做什麼類型的事來照顧你的
健康？身心健康對你重要嗎？為什麼重
要或為什麼不重要？

財務狀況

例如：你曾否加入任何團體、俱樂部
及/或組織？你喜歡它們的什麼？
例如：你希望你的社交生活有什麼不同
嗎？你希望在你生活上哪方面得到更多
的支援？
例如：你花時間與誰在一起？你覺得與
誰親近？你喜歡做什麼事？

日常生活狀況

我過去使用過什麼？
我想要什麼？
今天怎麼樣？現在擁有什麼？

當前狀況

渴望及抱負

個人及社會資源

附錄四：優勢工作表核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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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狀況，例如：工作、休閒、教育

社交支援

當前狀況：

當前狀況：

‧復元人士的愛好和嗜好是什麼？復元人士怎
樣放鬆自己及享樂？
‧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有薪工作、義
務工作、大學和教育活動、幫助他人、求職 、
參與服務、提供照顧等
‧ 教育（成就、有/沒有興趣的學習範疇）。
‧ 復元人士是否喜歡他們的職業（教育、職業
和休閒）。
‧ 對於現有的職業，什麼對於復元人士來說是
很重要的。
‧ 與他們所參與的活動有關的興趣、技巧及能
力是什麼？
‧ 週末活動（他們週末是否外出）
‧ 復元人士在什麼時候感到無聊？他們無聊時
會做什麼？

‧ 他們經常與誰在一起？朋友、家人，他們與
誰親近？
‧ 復元人士參與的組織、俱樂部或群體。
‧ 復元人士會與他人一起做什麼事？
‧ 寵物。
‧ 可獲得的社交支援類型，例如：家人、朋友、
重要的人、精神健康工作者、宗教領導者
及宗教群體成員、自助組織等。人們怎樣支
援復元人士？
‧ 與他人在一起的好處及壞處。
‧ 復元人士獨處的時候做些什麼？他們喜歡獨
處嗎？
‧ 復元人士在家以外的地方感到自在嗎？

夢想及抱負：
‧復元人士是否想工作、上大學、做更多/不同
的活動？
‧如果復元人士可做任何事，這件事是什麼
（職業、休閒、教育）。
‧復元人士是否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感到滿意？
‧復元人士想做什麼令自己感到愉快？
‧他們是否曾想嘗試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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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靈性及文化

當前狀況：

在此情況中，靈性不只是指有組織的宗教，而
是指與可以賦予一個人生命意義和目的的任何
信仰或實踐有關（例如：透過產生希望、安慰
或聯繫）。復元人士可歸屬於一種以上的文化
群體，因此對話應包括復元人士所屬的不同文
化，識別他們與每種文化有多強烈的識別感。

‧ 精神健康，例如：復元人士定期覆診、藥物、
治療
‧ 復元人士如何管理壓力
‧ 復元人士如何應對疾病
‧ 生理健康，例如：醫生、牙醫、任何藥物
‧ 飲食習慣
‧ 參與運動
夢想及抱負：
‧ 復元人士想從事哪種行業。
‧ 什麼對復元人士很重要，他們想要改變的事
情是什麼？

渴望及抱負：

個人及社會資源：

‧復元人士想對他們的社交生活作出什麽改變
‧復元人士想在人生的哪些方面獲得更多支援？
什麼類型的支援？
‧他們想加入什麼群體、組織或俱樂部？

‧ 過去曾使用來管理身心健康的資源。
‧ 什麼資源是有幫助的？為什麼？
‧ 復元人士有沒有進行身體健康檢查？

當前狀況：
有甚麼事令復元人士的生活帶來安慰、意義及
目的？
什麼讓復元人士在困境中堅強
‧ 復元人士的信仰是什麼？復元人士信奉的是
什麼
‧ 復元人士參與的任何儀式、復元人士的重要
時刻。
‧ 家庭角色和實踐，例如母親作為主要照顧者，
大家庭等
‧ 所說的語言。
‧ 復元人士喜歡的食物類型。

個人及社會資源：

夢想及抱負：

‧ 復元人士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家人、朋友等）
‧ 復元人士過去喜歡到的地方。
‧ 復元人士曾經加入的群體或俱樂部。

‧ 復元人士想要作出的改變，例如增加參與教
會的次數，拜訪父母的故鄉。
‧ 與來自不同文化群體的人的作出聯繫。

個人及社會資源：

個人及社會資源：

‧ 過去的工作、休閒及教育經歷。
‧ 過去曾參與什麼他享受的活動，與誰一齊參
加？
‧ 他們發現什麼類型的服務（自願及不自願）
對自己有幫助？
‧ 復元人士想在人生的哪些方面獲得更多支援？
什麼類型的支援？

‧ 過去的靈性或宗教信仰？
‧ 個人的靈性或文化實踐 / 信仰如何支援他們？
‧ 復元人士過去遵守或慶祝的慶典、文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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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優勢評估及擴大優勢的其他資源
它有助醫護工作者識別自身優勢，並讓他們有機會練習及更深刻地了解需要識別優勢的服務使用
者的經歷。以下練習改編自其他資料來源8，目的為醫護工作者提供幫助。

醫護工作者練習
我的身分是什麼？
可以包括年齡、性別、種族、文化、族群、工作職銜及你生活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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