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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序言吗？

与突破谈出版这书时，我曾明言自己已封笔多年，对写

作的信心远远低于演讲的信心。事缘当年中五会考之前，我

的作文常被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的中文科老师兼班主任刘仲

敏老师批改得体无完肤，不过其后在应付会考时，我竟然灵

机一触，把许多从范文中学到的修辞技巧一一应用到作文考

试中，结果发榜当日，刘老师顺着名字的次序为同学逐一派

发会考成绩单时，当她看到我的成绩后，欣喜地说：“噢！

今年的中文科考卷挺容易的，连张力智同学都取得A1！”

中学毕业后，考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其后更在英国工

作，所以，这些年来我没有认真地写过中文字，更莫说尝试

再执笔写文章。我也曾笑言：“剎那的光辉并不是永恒。”

故此应该仿效张国荣，选择在最美丽的一刻光荣引退。

谁知人生的确是“无常”的，答应了突破出版社当作者

后，不懂中文打字的我，每天都在新购的苹果计算机上用

手写输入法，以“龟速”努力地赶稿。交了头两篇“试稿”

后，友善且有爱心的编辑伍咏慈在电邮中鼓励我：“你中五

会考那篇文章，真不是浪得虚名啦！”接着再交了好几篇文

章，距离“死线”大概四个月时，她又回复我：“谢谢，文

章收妥，新加的文章颇幽默，能融会精神科知识与生活。不

过新交来的文章较之前的篇幅长了一倍左右，请注意篇幅的

安排。如没数错，现在的字数大概是目标的四分之一，所

以‘革命尚未成功，作者仍须努力’，可能你需要每周完成

两至三篇文方能赶上进度了。努力！”在咏慈的督促，以及

阿Dawn和新同事Raymond的协助下，本书的第一稿终能顺

利依期诞生。但由于突破的“生产线”负荷过重，本书赶不

及在香港书展时推出，但也“因祸得福”，让我有机会再修

订每篇文章，包括你现在看到的部分，及在每篇文章结尾补

入一些回应的“金句”或感言。 

撰写此书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从母校的陈

嘉怡老师口中得知刘老师患了重病，但依然拚命工作，故陈

老师安排了我与刘老师在学校叙旧，希望我能给她一点心灵

上的支持。言谈间，刘老师说我的旧同学们和其他老师都不

约而同地提及我已回港执业，令这个差不多二十年没听过

的“坏学生”名字再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当她患病而“被

逼”留家休息时，竟又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午间妇女节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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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接受有关情绪病的访问，她欢喜地发现我在节目上的

表现居然也“有板有眼”；听到提及我的人说，张力智也算

是个关心病人的医生，她也为此感到安慰。那是刘老师第一

次给予我“正面”的评价，但也是最后一次。几个月后，她

突然离开了我们。最终，我这顽皮学生无法将本书亲自送赠

给她，以答谢她多年来在学习路上对我的“狠心”鞭策；而

我相信，正是“用心”教学的老师，才会对学生有很高的要

求。我很想多谢突破机构每位与我接触过或有分参与本书制

作的同工，以及由幼儿园到现在教导过我的诸位老师，还有

在诊所与我一起实践理想的同事，及支持我的家人（哈哈，

包括我家每天变老的“黄面婆”）。衷心多谢每一位有心

人——他们会接纳和支持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这会包括

你吗？

没有精神健康，

便没有全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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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要买这本书？

当大家在想要不要买这本书前，我想先交代自己为何写

这本书。我是一个普通人，不过有时会自以为比别人多一点

点创意和幽默感，不想每天每分每秒都过着太过正经和刻板

的生活；所以，内心不时会有点挣扎，就是想做些很不“医

生”的事情，却又因为怕影响形象以及病人对我的信心，故

此只好放弃这念头。感谢突破出版社给我一个宝贵的机会，

做一件很“不正经”的事情，就是给我一个平台，可以轻轻

松松，天马行空，挂胡说八道的“羊头”，卖推广大众认识

心理健康的“狗肉”（注：羊头和狗肉的位置看似倒转了，

其实是二次创作）。

如果要我写一本像坊间常见、正经八百的“认识精神

病”的书，我宁愿不动笔！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课本似的精

神科书籍，请立刻放下这本书！因为恐怕再翻下去，只会令

你非常失望。

那么，到底谁需要看这本书？

�现在没有心理、情绪或精神问题的人：你和身边的

每一个人，生命中有四分之一的机会遇上不同程度的情绪和

精神问题，当看到其他人的经历时，你可能会更懂得珍惜心

理健康，心里还可能加添一些幸福感。

�肯定自己没有精神问题的人：读了本书，可能令你

更加了解自己一直所肯定的，不论是对或是错。

�心灵路上遇到难关的人：这本书不但会加深你对精

神科的认识，也会令你从轻松快乐的文字中掌握一些有关心

理健康的常识。要是这本书未能增加你的快乐感，那便糟糕

了，因为这可能反映出你的心理问题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亦

意味着你可能要找专家帮忙。

�担心自己或身边的人患上情绪或精神问题的人：本

书会增加你对相关课题的常识，以及“非常”的知识，例如

怎样引导别人求助。

�心理或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透过本书，你会学懂

如何有效地运用相关服务，可能增加复原的机会。我想，当你

拿起这本书时，心里可会有哪几个有关精神医学的问题？期

望从字里行间，能不知不觉地为你消除头顶上的一些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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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可不知的张力智小故事

张力智，出身小康之家，籍贯上海，父亲是一位非常资

深的急症科医生，母亲是经常笑口常开的家庭主妇，父母为

他起的名字，是寄望他会“力”求“智”慧。

幼儿园毕业于香港灵粮堂，及后就读圣保罗男女小学及

中学。成绩只属“中上”（或偶尔“良好”），但中五会考时

突然发奋，考获八优一良，继而肄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在医学院初期，他已决心投入精神科服务，原因在于他

较喜欢运用脑袋和三吋不烂之舌去帮助病人，但这也为他后

来经常坐着工作而令体形渐渐发胖埋下了伏线。他选课时已

洞察到，在现今生活步伐急速的都市里，心理健康问题势必

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也扬言，估计在2020

年，抑郁症将仅次于心脏病，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二大头

号敌人。张医生先后在大埔医院、东区尤德医院和沙田医院

的精神科部门工作。2003年“沙士”（非典型肺炎）肆虐期

为本书命名，对我来说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曾经想过把书名改

为：“Psychiatry for D
ummies in Hong 

Kong”，抑或是“Hong Kong's Idiot's 

Guide for Mental Health”，不过在中

文里，很难找到一个不带侮辱性的

名词来形容“缺乏知识的人”，所

以最后定了现在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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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人谈“沙士”色变，他却自告奋勇，由“相对安全”

的精神科病房，走到医院最“水深火热”的东区尤德医院

内科病房去，照顾患上“沙士”的病人！当时他竟然真的相

信“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是最安全的”和“死有轻于鸿毛，重

于泰山”，幸好小命得保，否则你手上的书便不会存在！

他不希望因循苟且的工作和过活，为了扩阔眼界，2004

年他选择远赴英国继续受训，在当地完成并取得精神科专科

资格。在英国这个文化风俗迥异的新环境，他看得更清、更

高、更远。在英国所受的训练加强了他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培

训，因为在英国，轻度至中度的情绪病大多以心理治疗为第

一线治疗，只有在必要时才处方适量的药物。

在英国多年间，张医生曾在剑桥照顾一般性的精神科病

人，在伦敦照顾患上严重进食失调的病人，并于伦敦大学圣

乔治医学院作医学研究。及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教学医院

的“精神科深切治疗部”照顾急性精神病患者，以及处理妇

女产前产后的情绪和精神问题。与此同时，还参与了曼彻斯

特大学一个有关企图自杀病人的风险评估研究。

返港前，他是英国湖区公立医院精神科顾问医生，带领

和管理部门服务的发展，并作出多项大获好评的改革，例如

发展“短期住院”和“在家治疗队伍”服务，缩短病人留院

日数，并减低他们复发入院的机会。此外，他建立了以护士

和社工为主导的诊所，并且为医学教育出力，担任初级医生

的主任临床导师。

他经常后悔说错两句严重影响他一生的话。第一句是：

年幼时，爸爸问他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当时他讨厌爸爸工作

忙，又怕爸爸要求自己“子承父业”，曾大声的说：“我宁

愿做乞丐也不会做医生！”当然，最后他没有当得成乞丐。

第二句话是：在他去英国前，同事问他是否为了“追女仔”

而离港，因为当时有位同届同科、别人眼中“相貌娟好”的

女同事先获聘到英国工作和受训，他却咬牙切齿肯定地答

道：“我和她永远只会是朋友！”后来，他和这位女同事的

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不再只是普通朋友，更于日本冲绳

在“结婚进行曲”的打气下一起步入玻璃大教堂，把张医生

那种浪漫地要学做“没有脚的雀鸟”的梦想彻底打破！从这

些宝贵的教训中，他领悟到世事真的十分无常，而生命的确

是有主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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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能说得太“尽”，因为人生无

常，所以人生这套“连续剧”的剧

情，发展往往出乎意料，甚至可能与

你所估计的刚好相反。

更无常的是，2011年，当时在英国当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顾问医生的张太太，因在港觅得工作，所以逼丈夫一同返港。

张医生只好放下男性应有的尊严和医院的要职，“嫁鸡随鸡”

的跟太太回港。在太太开始为公立医院服务时，他本来一心想

学习当家庭主“夫”，但好境不常，同年，在机缘巧合下，他

顺应着人生种种奇妙的安排，以外国的医疗模式和技术为基

础，组织了自己的精神科专业团队，并成立了一所心理医学中

心，开始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优质的专科服务。



精神科医生
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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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没有心理医生？

记得儿时看过电视台的娱乐综艺节目，为让观众更了解

艺人真实的一面，主持人会邀请心理学学者为艺人嘉宾的梦

境、绘图或面相等作分析，解构艺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极

具娱乐性。我留意到从那时起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心理医

生”。从此，这个称号以及梳“大小便不分装”（即中间分

界）发型的标志，一直深入香港人心。

长大后考进医学院，在学习中才认识到，严格来说，香

港其实并无“心理医生”这个专业。一般人所谓的“心理医

生”，其实是指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或者临床心理

学专家（Clinical Psychologist）。很多人都不明白精神科医生

跟临床心理学家的分别，有需要时也不知道应找谁来帮忙。

在此，我排名不分先后地解释两者的工作。

精神科医生的责任，是提供精神健康评估并作诊断，亦

为病人找出患病的原因，度身订造治疗方案，包括处方药

物、安排心理治疗、鼓励患者改善生活模式和促进社群健

康。精神科医生毕业于医学院，认识生理和心理上各种疾

病，故此在诊症时会考虑到身体疾病导致的精神问题，例如

隐闭性的癌症或荷尔蒙失调所引起的情绪问题。此外，医生

亦会处理由心理问题引发的生理征状，如厌食症引致的体重

危机，及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各种疾病。

在香港，要成为精神科专科医生，需先完成香港大学或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为期五年的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再当

一年实习生方能成为注册西医；之后必须在专科培训职位上

工作，进行至少六年的在职专科培训。期间，除了应付白天

的工作，每个月也需要在多个晚上不眠不休、日以继夜地当

值至翌日下午，还要应付至少三个大型专科考试；成功通过

考试，才能获取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认可注册成为精神科专科

医生。（注：也有个别的例子，像我的情况，用外国专科的

资格，向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申请并获认可。）

所以，要成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在中学毕业后，得花上

至少十二年时间，读很多书，方能实现梦想。城中曾流行一

时的名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最紧要是活得痛快！”每

次听后，想着自己花了十多年去走这条精神科专科医生专业

资格的路，真的“百般滋味在心头”！

精神科医生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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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临床心理学家，他们必须完成临床心理学的硕士或

博士课程。心理学集中研究人的性格、感情、思想、智力、

成长等心理过程，而临床心理学家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去帮

助受助者解决各种情绪、思想和行为上的困扰。他们的工作

包括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如认知及行为治疗、面谈辅导、

游戏治疗等等）、研究、公众教育及心理健康的推广。

临床心理学家并不是医生，他们不会亦不能处方药物给

服务使用者，故不能称为“心理医生”。如果一位临床心理

学家的名衔有“Dr.”，大概是因为他已获得了博士的学历。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都同属

精神科专业团队的一份子，其他成员包括辅导员、护士、

职业治疗师和社工，有时还要与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互相合

作，才能为有不同需要的病人提供最全面而适切的治疗。

我在日常的工作，不时要为自己的专业作出澄清，可

见“心理医生”这个家传户晓的专有名词的认受性非常高。

曾有病人对我说：“我的太太今次帮我安排见心理医生，是

因为她发觉我没有留心听她说话，像是左耳入右耳出……”

对此，我选择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继续教育我的病人以及

市民大众，恐防有些“左耳入、右耳出”的病人一时忘记，

结果令自己变得非常啰唆和“长气”。当写这篇文章时，刚

与艺人裕美小妹在微信上联系，她留下话音讯息，问道：“

医生，你是不是心理医生？”多得她的查询，让我这篇文章

有个新题目，我更把千多字的文章分拆为三个“短讯”，很

详细地回应她的提问，并确定她已把讯息读完才肯罢休，这

大概也同时达到把她吓坏的阴险目的。

这种“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打落门牙和血

吞”的执着和坚持，是希望避免大家上了混水摸鱼、混淆视

听的非专业人士的当，令求助者错过了得到适当治疗的时

机，延误痊愈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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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精神健康

很多时候精神科医生都在做医生以外的事情，不

过我认为这些皆为医生应该做的，这包括像临床

心理学家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像社工去辅导和

开解病人；像教师去教导病人、精神科团队里的

其他成员，以及大众有关情绪健康的知识；像领

袖去领导病人走向复原之路、领导同事去帮助每

一个病人；像经理去管理自己的下属、同事，甚

至是上司；像研究员以批判性思考去钻研最新的

医学文献，实践医疗理念；像病人权益的捍卫者

为病人争取福利；像谈判专家去说服不知道自己

有病或不愿意接受治疗的病人，能为自己的健康

着想，作最好的决定。

寻找心理医生

临床心理学家

·临床心理学家硕士/ 博士

· 心理评估

· 心理研究

· 公众教育

· 推广心理健康

精神科医生
·内外科全科医学士
·一年实习，通过三个专科考试
·提供精神评估
·订造治疗方案
·诊断由身体疾病导致的精神问题·处理心理问题而引起的生理问题

我呢，患了“左耳

入，右耳出”的毛

病，即是说，我应

该找什么医生呢？

强 调 多 一 次 ， 没
有“心理医生”，
只有精神科医生和
临床心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