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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是次調查得到各方人士鼎力支持。我們要衷心感謝專家顧問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

院長謝樹基教授，為我們提供許多專業意見和分享寶貴經驗；還有私家精神科醫生: 林

慧心醫生，基督教愛協團契顧問梁夢熊先生、香港公民組織者文國輝先生，香港倡導

網絡成員鄭仲仁先生，以及康和互助社聯會顧問團隊和執委會全體成員，為調查貢獻

寶貴的時間、精神和專業知識。 

 

我們亦謹在此向調查計劃的總協調人鄒長順先生（執行幹事）和陳彥君小姐（澳洲國

立大學心理學學士），致以萬分謝意。他們不僅悉心策劃和具體落實計劃，並為調查

編製文件和報告。對於各位參與問卷調查工作的同事完全可以信賴的能力和積極投入

的態度，更是十分感激。他們經常要超時工作，甚至犧牲工餘休息時間來進行問卷調

查。此外，更要感謝新生精神康復會大力支持，提供多方合作和協助，令是次調查得

以順利完成，謹此致謝。 

 

最後，謹此向答允參加是項調查的每一位人士，包括接受填寫調查問卷和接受訪問的

各界人士致謝。全憑他們自願提供協助，是次調查才能順利完成。由於篇幅所限，致

謝名單不能盡錄，如有遺漏，謹此致歉。 

 

 

 

 

 



 

 
 

1 簡介 

1.1 研究背景 
 

早於 1995 年政府公佈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1內已以「平等機會」及「全面參

與」為發展康復服務的政策目標。可惜直至現時為止，復元人士仍未能享有平等的機

會，讓他們全面參與社會，特別是缺乏就業機會，透過工作融入社會。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2，殘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應在獨立生活、融入社

區、醫療衛生與康復，以及工作就業等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自由和尊嚴。精神病患者

能否得到適切治療及支援，可謂直接影響他們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關注組期望政府

可以提供就業支援，令復元人士真正融入社會。工作對於復元人士而言是重要的復康

過程，透過公開就業，復元人士能自力更生，建立社交網絡，及減低社會對他們的歧

見，使他們能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重投社會。因此，有關當局應透過適當措施鼓勵及

支援復元人士就業。 

 

不過據關注組觀察所得，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未消除，復元人士在職場謀生甚艱

難，政府未能提供「彈性診治時間服務」，令他們需要隱藏身份來求職，和經常要請

假覆診，造成很多不便，也在被發現時會被設法辭退，影響康復者康復之路。3。復元

人士有權去維護私穩，避免披露復元人士的身份，來方便尋找和維持工作；也方便獲

得診治和家屬陪診安排，維護精神健康。復元人士有權透過「彈性診治時間安排」來

參與工作生活，以及獲得健康照顧。 

 

在 2001 年，醫管局曾於油麻地開設首個「精神科夜診服務」，但當局礙於有關服務

的使用率低，檢討成效和考慮到病人在日間求診可獲更完善配套支援，自 2006 年終

止該項服務4。但是，一眾服務使用者均表示未曾收到相關服務的資訊5；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亦解釋6，當時康復者覆診後當晚未能即時配藥，才會導致低使用率。 

 

由於上一份有關康復者對夜間或周末門診服務的意見研究已經是八年前7，我們成立了

「精神科夜診關注小組」，探討合適便利康復者工作就業、方便家人/照顧者陪診的覆

診安排，希望鼓勵康復者工作和改善其醫療照顧，並據此向有關當局反映康復者的實

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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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2 研究題目:  

探討公立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增設彈性覆診時間(夜間或周末門診服務) 的需要性及可

行性 

 

1.3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是更新現有精神康復者和照顧者對公立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增設彈性覆診的

需要性數據, 以及可行性。以作日後爭取精神科彈性覆診時間、改善公立精神科專科門

診服務的服務質素的理據。 

  



 

 
 

2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有以下部份： 

 

 

  

 詳情 日期 地點 

問卷調查 透過我們的義工電話

訪問會員，以及透過

邀請友好機構收集問

卷)。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研習日(資料見附件) 收集各個持分者 (醫

生、護士、組織者、

復原人士)意見，共

建夜診立場共識 

2018 年 12 月 14

日,7-9pm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訪問精神科醫生林慧

心醫生 

收集私家精神科醫生

意見 

2019 年 1 月 24 日 面談訪問； 

心聆醫務中心 

訪問公立精神科醫生

(匿名) 

收集公立精神科醫生

的意見 

2019 年 1 月 18 日 電郵 

訪問 2 位公開就業康

復者 

了解在職歧視的情

況，及對夜診的看法 

2019 年 1 月 17 日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焦點小組(Focus 

group): 7 位朋輩支

援工作員 

了解非公開就業的情

況，及對夜診的看法 

2019 年 1 月 16 日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發佈會 

 

2018 年香港精神健

康護理學院二十週年

暨協辦組織 (精神健

康自助組織-復元者

和家屬) 

2018 年 1 月 26 日 

早上;  

 

香港公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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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調查: 康復者舆照顧者的意見 

3.1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於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1月期間進行，當中主要透過我們的義工電話

訪問會員，以及透過邀請友好機構收集問卷，並成功訪問了 439 位精神病康復者。 

 

3.2 背景資料 

  在接受是次問卷調查的康復者 (n=422) 中，女性較男性多，年齡組别中位數為

51-65 歲。受訪者所報稱的精神病當中，最常見的是精神分裂症（55.7%），其後依

次序是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妄想症（38.95%）、抑鬰症（26.88%）、不想說明

（21.41%）、焦慮症（9.34%）和躁狂症(6.83%)。問卷調查的數據與統計處綜合住

戶統計調查1的精神病康復者的數據接近，統計處綜合住戶的年齡中位是 59 歲，女性

較男性多。 

  受訪者當中，近兩成半（24.56%）是公開就業，兩成(22.78%）是非公開就業(社

會企業、庇護工場)，數字較統計處調查8約三成（28.1%）從事經濟活動為高，另外，

近一半受訪者（52.66%）現時沒有工作。 

 

3.3 康復者: 增設對夜間精神科門診的意見 

  接近六成半（64.01%，n=281）受訪者同意增設精神科夜間門診服務；接近六成

半（64.69%，n=284）受訪者同意增設在非辦公時間(夜間或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

針藥注射。估計因為公開就業受訪者最能受惠於彈性覆診時間，公開就業受訪者對彈

性覆診時間的支持率更高，接近八成（76.74%，n=66）公開就業受訪者同意增設精

神科夜間門診服務，七成半（75.58%, n=65）受訪者同意增設在非辦公時間(夜間或

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我們會在第 4 章 (P.10) 訪問公開就業康復者，進一步了解在職歧視的情況，及康復者

對夜診的看法… 

 

  

                                                           
 



 

 
 

3.3.1 沒有夜間門診服務的現況… 
  
1. 因為沒有夜診，有工作在身的家人/照顧者不能陪伴有需要陪診的康復者覆診。 

超過一半（53.9%，n=228）受訪者獨自覆診。除了 (77.66%) 認為可以自行覆診

的康復者 ；需要陪診者，但仍獨自覆診的最大原因是陪診者需要工作，與陪診者

的時間不配合 (13.08%) ，其次是沒有合適的陪診者 (11.17%) 。 
 

2. 高達四成公開就業受訪者（42.0%）表示沒有夜診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 

 約五成受訪者（47.67%）不使用請「病假」的理由，改用事假或大假作覆診； 

 大概四成受訪者（38.37%）表示怕同學/同事/上司知道是覆診精神科，選擇不

去覆診或減少覆診； 

 兩成受訪者(20.93%) 改用私家診所，在夜間或其他時間覆診。 

 值得注意的是，竟然有超過四成公開就業受訪者(40.7%) 曾經因為被同學/同事/

上司知道覆診精神科，而遭到歧視，反映工作歧視嚴重。 
 

3. 超過六成（62.03%, n= 116）公開就業的受訪者的上班時間為全日(早上至下午) 。 

綜合以上幾點，可見精神病康復者，特別是公開就業的對夜間精神科門診有一定程

度的需要。 

   

3.3.2 增設彈性覆診時間後… 
  
若增設彈性覆診時間， 
 

 約九成公開就業康復者 (87.21%)認同有助鼓勵尋找與維持工作  (整體受訪者 : 

69.93%認同); 

 八成公開就業康復者(80.23%)認同可以再無需要找藉口，或請事假/大假來覆診 (整

體受訪者: 66.51%認同); 

 七成公開就業康復者(70.93%)認同可以再無需被人知道看精神科而遭受歧視 (整體

受訪者: 58.54%認同); 

 六成半公開就業康復者(65.12%)認同可以減少看私家醫生的支出(整體受訪者 : 

58.54%認同); 

 高於六成公開就業康復者(61.63%) 認同可以讓家人或照顧者陪伴覆診，促進家人

之間的關係及溝通 (整體受訪者: 58.54%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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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康復者: 建構共融職場環境的重要性? 
 

比較整體數據，非公開就業 (社會企業，庇護工場) 的受訪者對彈性覆診時間的支持度

明顯較公開就業的受訪者、整體受訪者低 (見下圖 1)。 
 

  

 

 

我們估計這個有趣的發現與共融職場環境有關，可能因為社會企業，庇護工場的職場

環境較為友善，較歡迎精神病康復者；因此，非公開就業的受訪者在請假覆診上較少

遇到困難，受到較少工作歧視 (見下圖 2)，較不需要彈性覆診時間。所以非公開就業 

(社會企業，庇護工場) 的受訪者對彈性覆診時間的支持度，明顯較遇到較多工作歧視

的公開就業的受訪者低。 

 

 

 

 

我們會在第 5 章(P.13) 訪問共融職場環境的康復者，進一步驗正我們的假設… 

 

 

  

12.1, 是否同意增設精神科夜間門診服務?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6 (76.74%) 9 (10.47%) 11 (12.79%) 0

非公開就業 49 (54.44%) 10 (11.11%) 30 (33.33%) 1 (1.11%)

沒有工作 142 (68.27%) 18 (8.65%) 40 (19.23%) 8 (3.85%)

不明工作狀態 24 (43.64%) 6 (10.91%) 14 (25.45%) 11 (20.%)

總數 281 (64.01%) 43 (9.79%) 95 (21.64%) 20 (4.56%)

12.2, 是否同意增設在非辦公時間(夜間或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5 (75.58%) 8 (9.3%) 13 (15.12%) 0

非公開就業 52 (57.78%) 7 (7.78%) 30 (33.33%) 1 (1.11%)

沒有工作 144 (69.23%) 19 (9.13%) 40 (19.23%) 5 (2.4%)

不明工作狀態 23 (41.82%) 8 (14.55%) 12 (21.82%) 12 (21.82%)

總數 284 (64.69%) 42 (9.57%) 95 (21.64%) 18 (4.1%)

11, 你是否曾經因為被同學/同事/上司知道覆診精神科，而遭到歧視?

常常 (%) 間中 (%) 沒有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9 (10.47%) 19 (22.09%) 55 (63.95%) 3 (3.49%)

非公開就業 2 (2.22%) 11 (12.22%) 77 (85.56%) 0

沒有工作 21 (10.1%) 29 (13.94%) 115 (55.29%) 43 (20.67%)

不明工作狀態 4 (7.27%) 8 (14.55%) 26 (47.27%) 17 (30.91%)

總數 36 (8.2%) 67 (15.26%) 273 (62.19%) 63 (14.35%)



 

 
 

3.5 家人/照顧者對夜間精神科門診的意見 

 

在接受問卷調查的家人/照顧者 (n=123)中，雖然有高達約七成(72.17%) 家人/照顧者

認為陪診對康復者是有幫助，但只有四成受訪者(40.54%) 表示有陪同康復者覆診。除

了大概一半的家人/照顧者 (57.41%) 認為康復者自行覆診沒問題 ，不能陪同康復者覆

診的最大原因是家人/照顧者需要工作。有接近一半的家人/照顧者需要上班 (49.56%) ，

有大概四成家人/照顧者 (40.54%) 表示因上班未能陪診，或不能經常陪診。其次，有

大概三成家人/照顧者 (30.28%) 表示因怕公司知道家人是康復者，因此未能陪診。 

 

對於彈性覆診時間，家人/照顧者的意見與康復者大致相同，大部份受訪者支持彈性覆

診時間，約七成家人/照顧者(72.17%)贊成增設夜間門診，及在非辦公時間 (夜間或星

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同樣約七成半家人/照顧者(74.77%) 認為增設夜間門

診服務，及在非辦公時間進行抽血、針藥注射，有助康復者尋找及維持工作就業。 

 

有趣的是，因上班而未能陪診，或不能經常陪診的照顧者(n=39, 86.67%) 更加贊成增

設夜間門診，或許因為夜診能容讓他們放工後陪同康復者覆診，以增加他們對其病情

及治療的了解 (見下圖 3)。 

 

 

  

「因上班未能陪診，或不能經

常陪診」

「贊成增設夜間門診，及在非

辦公時間 (夜間或星期六、日)

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頻率 百分比

(佔同組)

百分比

(佔總數)

不同意 15 13.51%

不同意 6 40.00%

同意 8 53.33%

無意見 1 6.67%

同意 45 40.54%

不同意 3 6.67%

同意 39 86.67%

無意見 3 4.44%

無意見 51 45.95%

不同意 5 9.80%

同意 32 62.75%

無意見 14 27.45%

回應總數 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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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分享: 公開經歷剖白•爭盡快重設夜診 

資料來源：訪問面談、報導
9

 

 

                       

 個案分享 4.1: Philip 

 

「社會很現實，沒有僱主想聘請康復者，向他們坦白病情等於放棄工作。」 
 

曾任「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執委會副主席的王文臬（Philip）今年 60 歲，現

已退休。他曾患有精神分裂症，患病時思維混亂，更不時會產生妄想和幻覺。他

26 歲時第一次病發，休息了三年多後他再次踏入職場，先後做過十多份工作，

大多是辦公室助理，負責派送文件。 
 

Philip 坦言，香港精神病推廣普及教育不多，康復者被僱主歧視的情況相當普

遍，僱主生怕精神病僱員會帶來麻煩，所以自己工作多年一直用不同藉口覆診，

隱瞞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如果唔係，畀張覆診紙佢睇，一睇知道係精神科

呢，又唔使做啦」。即使非常小心，他亦曾經被僱主歧視，借故解僱。曾在一間

辦公室任職兩年多，覺得工作穩定，上司亦一直滿意他的表現。於是，他便放下

戒心，向上司坦言自己要請假到精神科覆診；然而，不足一星期他便收到「大信

封」，僱主以不滿意他的工作表現為由而解僱他，「僱主不會直接用精神病做理

由炒康復者，他們會用其他理由，例如表現唔理想，這樣做就不會觸犯《殘疾歧

視條例》 。」 
 

自此之後，Philip 都會設法隱瞞自己是精神康復者。例如當他要請假到精神科覆

診時，用得最多的藉口就是「陪阿媽覆診」，但「後來阿媽都唔喺度」，這藉口

便不能再用。他也試過用「覆診紙蓋覆診紙」的方法，即是同日看多一次普通科

門診，拿其他覆診紙請假，避免別人知道自已「MI 」(Mental Illness)的身份。 
 

所以，Philip 支持夜診，認同夜診可以使康復者再無需要找藉口，或請事假/大

假來覆診，無需被人知道看精神科而遭受歧視，有助維持工作。 

 

 



 

 
 

 
 

 

資料來源：訪問面談、報導
10

 

  

 

                       

 個案分享 4.2: Peter 

 

Peter(化名) 在政府醫療機構任職文員工作，在首七年上司一直十分滿意他的表

現。直至醫院架構改組，工作環境劇變，因為工作內容、同事及上司的態度，令

Peter 難以應付工作，擔心被解僱，身體漸漸負荷不了，因為患上精神病而入院

治療。兩星期出院後，Peter 向上司請假，原本以為上司會保密，但「唔知點解

消息傳開曬，全公司都知道」，使 Peter 感到十分無奈。Peter 身邊的同事、上

司亦對他康復者身表現得不友善，不時冷言冷語，影響 Peter 的情緒。「即使上

司係精神科醫生，都會歧視康復者，對我唔友善」。 
 

後來，即使 Peter 保持着與入院前的表現，Peter 的年度表現卻由生病入院前首

七年的「滿意表現」變為不合格，「要由不歧視我的上司擔保我試升」，使

Peter 感到十分難受。最後，Peter 更被上司借一次 Peter 住院未能及時請假，

即使後來補上私家醫生的醫生紙，有合理解釋，上司依然堅持以「未有及時按程

序打電話請假」，解僱了已經在機構服務了 18 年的 Peter。 
 

後來，因為康復者的身份，Peter 見工屢次失敗，「 有次見工，(僱主)一見到填

表話有 MI (Mental Illness)，連見都唔見我」。Peter 只好隱瞞精神病康復者的

身份工作，目前，他在連鎖餐廳工作。「因為現在的工作是輪班制，只用返半

日，所以我可以利用放假時間覆診，可以隱藏自已的身份，免受歧視。」 
 

因為自已不愉快的工作經歷，Peter十分認同夜診，「夜診係有用，可以幫到要翻

工的康復者」，夜診可以讓康復者在放工後覆診，不用向公司請假，無需要被人知道

看精神科，而遭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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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總結 1: 公開經歷剖白。爭盡快重設夜診 

總結來說，有不少在職精神病康復者在訪問和問卷調查指出，由於現時公立醫院的精

神專科門診診所只在五天工作天日間提供服務，所以他們需請假才可覆診，其上司及

同事因此得悉他們正接受精神病治療後，便對他們作出歧視及排斥的行為，包括不給

予他們晉升機會甚至解僱他們，所以不少精神病康復者即使工作多年，也會一直用不

同藉口覆診，甚至減少覆診次數，以隱瞞其精神病康復者的身份。同樣地，家人/照顧

者也因工作關係而難以陪診，影響康復者康復之路。 

 

為了回應對「彈性診治時間安排」的需要，也基於上述調查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能夠正視復元人士面對的困難，與復元人士的自助組織商議及交流，盡快再落實

「精神科夜診服務」 

2.肯定復元人士有權使用「精神科夜診服務」，有助重投社會工作，亦免受不必要的

工作上歧視，並獲適當的醫療照顧 

3.應立即重設「精神科夜診服務」的試驗計劃，經各持份者共同檢討後，落實可行的

服務發展方案 

  



 

 
 

5焦點小組：減少歧視不可缺• 建構共融職場環境 

5.1 焦點小組 (Focus group) 

背景資料：在問卷調查中，我們推斷因為社會企業，庇護工場的職場環境較為友

善，較歡迎精神病康復者；因此，非公開就業的受訪者在請假覆診上較少遇到困難，

受到較少工作歧視 ，較不需要彈性覆診時間。所以非公開就業 (社會企業，庇護工場) 

的受訪者對彈性覆診時間的支持度，明顯較遇到較多工作歧視的公開就業的受訪者

低。因此，我們決定訪問共融職場環境的康復者，以進一步驗正我們的假設… 

我們邀請了八位朋輩支援工作員 ，以焦點小組(Focus group)方式討論，比較他們

以前與現在的工作環境，討論現在非公開就業環境是否較以前公開就業環境擁有較精

神疾病友善的職場環境；如果是的話，精神疾病友善的職場環境是否在請假覆診上較

少遇到困難，受到較少工作歧視，繼而進一步，較不需要彈性覆診時間。 

 

 

 

 

 

 

 

  

朋輩支援工作員是經過訓練並受聘於社區精神復康服務機構的精神康復者。他們於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職業復康服務和宿舍從事朋輩支援工作，透過個人經歷，分享「過來

人」的寶貴經驗，給予其他康復者支持 

「雖然我比較幸運，朋輩支援工作員的工作中

較少有歧視，可能用不到夜診，但自已也試過

公開就業，公開就業的康復者就有這個需要，

所以我支持夜診…」 

 

「以前公開就業的時侯，我情願見工時就

告訴僱主康復者的身份，希望能找到接納

的僱主，不過我承認這是較為難找工…」 

「以前公開就業的時侯，我是做地盤的，都會

怕講俾僱主知；但現在(非公開就業)就沒有這個

問題，令我有正面經驗, 同事接納…」 

 

…」 「以前公開就業的時侯，我是做勞工署就業主

任的，那些給康復者的培訓只有一天，根本不

足夠；而且我們不鼓勵康復者見工時公開自已

的身份…」 

 

…」 

「消除對精神病的偏見顧然是好，但短

期社會未必能接納，就會需要夜診，使

我們有多個選擇，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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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醫生意見 

我們亦訪問了兩位精神專科醫生，他們同樣支持推動共融職場環境，認為是夜診以外

的可行方法。 

 

 

 

 

 

 

   

 

 

 

 

 

5.3 總結 2: 建構共融職場環境 

總結來說，除了推行彈性覆診外，政府可協助康復者尋找工作，教育僱主對精神病及

康復者的認識，推動友善僱主名單，甚至可透過資助及立例鼓勵僱主聘請一定比例的

殘疾人士（包括精神病康復者）。就業復康可以令精神病康復者融入社會，獲得工作

滿足及建立社會網絡，更可讓大眾更直觀地與他們接觸，消除對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

的迷思與偏見。 但教育僱主未必可以短期內見效，可以先實行「彈性診治時間安

排」，解決燃眉之急。 

「增設夜間門診未能正確對治工作環境的歧視問題，好像是

削足就履，提倡精神病人需要隱瞞自己的身份來覆診。眼見

商家對打工仔的剝削，精神病人需要在辦公時間以外偷偷摸

摸去覆診，我也感到痛心…」 (資料來源: 匿名訪問) 

公立精神科醫生: 匿名 

私家精神科醫生: 林慧心醫生 

 

「我認為政府應透過推廣教育，減低社會，特別是僱主對精神

病及康復者的偏見，讓僱主明白精神病是非常普遍的病，就好

像心臓病、高血壓一樣普通的病，就例如(僱主) 你不會歧視心

臓病去請假覆診，認為心臓病會減低員工工作能力，共融職場

環境使康復者更容易就業復康，令他們可以更好地融入社

會。…」 (資料來源: 面談訪問)  



 

 
 

6 附錄 

6.1 問卷調查結果 

個人資料 
  n 

康復者 422 

家人/照顧者 123 

*同是 106 

 

 

 

 

n %

姓别

男 139 31.66%

女 253 57.63%

不想說明/沒有說明 47 10.71%

年齡

18以下 1 0.23%

18-30 44 10.02%

31-50 133 30.30%

51-65 169 38.50%

65以上 38 8.66%

不想說明/沒有說明 54 12.30%

居住地區

港島 21 4.78%

九龍東 46 10.48%

九龍西 79 18.00%

新界東 74 16.86%

新界西 147 33.49%

不想說明/沒有說明 72 16.40%

教育程度

中學 240 54.67%

小學 80 18.22%

大專 34 7.74%

大學或以上 23 5.24%

不想說明/沒有說明 62 14.12%

現時是否「康和」的會員?

頻率 百分比

是 111 27.82%

否 288 72.18%

沒有提供 40

總數 (有效回應) 3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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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續) 

 

 

 

精神科診斷 (可選擇多項)*

頻率 佔回應百分比*

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妄想症 171 38.95%

抑鬰症 118 26.88%

不想說明 94 21.41%

焦慮症 41 9.34%

躁狂症 30 6.83%

躁鬱症 9 2.05%

強迫症 4 0.91%

其他 2 0.46%

回應總數 439 -

居住情況

頻率 百分比

自住 135 32.93%

院舍 56 13.66%

與家人同住 219 53.41%

沒有提供 29

總數 410 100.00%



 

 
 

康復者的就業情況

 

康復者的覆診情況(陪診情況) 

 

現時是否就業?

頻率 百分比

非公開就業 90 23.44%

社會企業 33 8.59%

庇護工場 57 14.84%

公開就業 86 22.40%

服務業 57 14.84%

外勤工作 8 2.08%

教育相關 6 1.56%

其他 15 3.91%

現時沒有工作 208 54.17%

學生 4 1.04%

其他 204 53.13%

不明工作狀態 55

總數 (有效回應) 384 100.00%

上班時間

頻率 百分比

半日 10 5.68%

全日(下午至晚上) 20 11.36%

全日(早上至下午) 110 62.50%

輪班／不定時 33 18.75%

沒有提供 3 1.70%

總數 176 100.00%

過去一年覆診程度(平均計)

頻率 百分比

每月一次 108 26.47%

每季一次 193 47.30%

每半年一次 67 16.42%

其他 40 9.80%

沒有提供 31

總數 4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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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者的覆診情況(工作歧視)  

 

陪診情況

一般情況是否有人陪診? 是誰陪診 頻率 百分比

很少有 72 17.02%

朋友 1 0.24%

社工 3 0.71%

家人 8 1.89%

沒有提供 60 14.18%

間中有 52 12.29%

朋友 2 0.47%

社工 3 0.71%

家人 10 2.36%

沒有提供 37 8.75%

常常有 71 16.78%

朋友 1 0.24%

社工 2 0.47%

家人 14 3.31%

工人 1 0.24%

沒有提供 53 12.53%

否 228 53.90%

沒有提供 16

家人 2

沒有提供 14

總數 423 100.00%

沒有陪診的原因? (可選擇多項)*

頻率 佔回應百分比*

認為可以自行覆診 185 84.09%

沒有合適的陪診者 29 13.18%

與陪診者的時間不配合 21 9.55%

覆診的等候時間太長 11 5.00%

擔心要遷就時間 10 4.55%

其他 2 0.91%

回應總數 220 -

9.1, 怕同學/同事/上司知道是覆診精神科，選擇不去覆診或減少覆診

常常 (%) 間中 (%) 沒有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7 (8.14%) 26 (30.23%) 52 (60.47%) 1 (1.16%)

非公開就業 3 (3.33%) 12 (13.33%) 74 (82.22%) 1 (1.11%)

沒有工作 12 (5.77%) 17 (8.17%) 144 (69.23%) 35 (16.83%)

不明工作狀態 0 8 (14.55%) 33 (60.%) 14 (25.45%)

總數 22 (5.01%) 63 (14.35%) 303 (69.02%) 51 (11.62%)



 

 
 

 

 

 

 

對彈性覆診時間的意見 

 

 

增設彈性覆診時間的理由 

 

9.2, 不使用請「病假」的理由，改用事假或大假作覆診

常常 (%) 間中 (%) 沒有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21 (24.42%) 20 (23.26%) 44 (51.16%) 1 (1.16%)

非公開就業 9 (10.%) 16 (17.78%) 62 (68.89%) 3 (3.33%)

沒有工作 17 (8.17%) 24 (11.54%) 125 (60.1%) 42 (20.19%)

不明工作狀態 4 (7.27%) 9 (16.36%) 28 (50.91%) 14 (25.45%)

總數 51 (11.62%) 69 (15.72%) 259 (59.%) 60 (13.67%)

9.3, 改用私家診所，在夜間或其他時間覆診

常常 (%) 間中 (%) 沒有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5 (5.81%) 13 (15.12%) 66 (76.74%) 2 (2.33%)

非公開就業 3 (3.33%) 10 (11.11%) 75 (83.33%) 2 (2.22%)

沒有工作 5 (2.4%) 17 (8.17%) 146 (70.19%) 40 (19.23%)

不明工作狀態 1 (1.82%) 2 (3.64%) 37 (67.27%) 15 (27.27%)

總數 14 (3.19%) 42 (9.57%) 324 (73.8%) 59 (13.44%)

11, 你是否曾經因為被同學/同事/上司知道覆診精神科，而遭到歧視?

常常 (%) 間中 (%) 沒有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9 (10.47%) 19 (22.09%) 55 (63.95%) 3 (3.49%)

非公開就業 2 (2.22%) 11 (12.22%) 77 (85.56%) 0

沒有工作 21 (10.1%) 29 (13.94%) 115 (55.29%) 43 (20.67%)

不明工作狀態 4 (7.27%) 8 (14.55%) 26 (47.27%) 17 (30.91%)

總數 36 (8.2%) 67 (15.26%) 273 (62.19%) 63 (14.35%)

12.1, 是否同意增設精神科夜間門診服務?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6 (76.74%) 9 (10.47%) 11 (12.79%) 0

非公開就業 49 (54.44%) 10 (11.11%) 30 (33.33%) 1 (1.11%)

沒有工作 142 (68.27%) 18 (8.65%) 40 (19.23%) 8 (3.85%)

不明工作狀態 24 (43.64%) 6 (10.91%) 14 (25.45%) 11 (20.%)

總數 281 (64.01%) 43 (9.79%) 95 (21.64%) 20 (4.56%)

12.2, 是否同意增設在非辦公時間(夜間或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5 (75.58%) 8 (9.3%) 13 (15.12%) 0

非公開就業 52 (57.78%) 7 (7.78%) 30 (33.33%) 1 (1.11%)

沒有工作 144 (69.23%) 19 (9.13%) 40 (19.23%) 5 (2.4%)

不明工作狀態 23 (41.82%) 8 (14.55%) 12 (21.82%) 12 (21.82%)

總數 284 (64.69%) 42 (9.57%) 95 (21.64%) 18 (4.1%)

13.1, 無需被人知道看精神科而遭受歧視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1 (70.93%) 4 (4.65%) 16 (18.6%) 5 (5.81%)

非公開就業 39 (43.33%) 10 (11.11%) 38 (42.22%) 3 (3.33%)

沒有工作 132 (63.46%) 12 (5.77%) 44 (21.15%) 20 (9.62%)

不明工作狀態 25 (45.45%) 5 (9.09%) 11 (20.%) 14 (25.45%)

總數 257 (58.54%) 31 (7.06%) 109 (24.83%) 42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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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有助鼓勵尋找與維持工作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75 (87.21%) 2 (2.33%) 4 (4.65%) 5 (5.81%)

非公開就業 56 (62.22%) 4 (4.44%) 27 (30.%) 3 (3.33%)

沒有工作 147 (70.67%) 9 (4.33%) 32 (15.38%) 20 (9.62%)

不明工作狀態 29 (52.73%) 2 (3.64%) 8 (14.55%) 16 (29.09%)

總數 307 (69.93%) 17 (3.87%) 71 (16.17%) 44 (10.02%)

13.3, 無需要找藉口，或請事假/大假來覆診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69 (80.23%) 6 (6.98%) 7 (8.14%) 4 (4.65%)

非公開就業 52 (57.78%) 6 (6.67%) 29 (32.22%) 3 (3.33%)

沒有工作 147 (70.67%) 6 (2.88%) 35 (16.83%) 20 (9.62%)

不明工作狀態 24 (43.64%) 1 (1.82%) 14 (25.45%) 16 (29.09%)

總數 292 (66.51%) 19 (4.33%) 85 (19.36%) 43 (9.79%)

13.4, 減少看私家醫生的支出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56 (65.12%) 6 (6.98%) 19 (22.09%) 5 (5.81%)

非公開就業 49 (54.44%) 4 (4.44%) 34 (37.78%) 3 (3.33%)

沒有工作 139 (66.83%) 5 (2.4%) 44 (21.15%) 20 (9.62%)

不明工作狀態 29 (52.73%) 1 (1.82%) 9 (16.36%) 16 (29.09%)

總數 273 (62.19%) 16 (3.64%) 106 (24.15%) 44 (10.02%)

13.5, 讓家人或照顧者可以陪同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沒有提供 (%)

公開就業 53 (61.63%) 6 (6.98%) 22 (25.58%) 5 (5.81%)

非公開就業 42 (46.67%) 6 (6.67%) 37 (41.11%) 5 (5.56%)

沒有工作 135 (64.9%) 13 (6.25%) 40 (19.23%) 20 (9.62%)

不明工作狀態 25 (45.45%) 3 (5.45%) 11 (20.%) 16 (29.09%)

總數 255 (58.09%) 28 (6.38%) 110 (25.06%) 46 (10.48%)



 

 
 

 
家人/照顧者 

 

 

 

 

 
 

 

家人/照顧者基本資料:

是 (%) 否 (%)

是否同住? 71 (61.21%) 45 (38.79%)

是否需要上班? 56 (49.56%) 57 (50.44%)

陪診狀況:

是 (%) 否 (%)

是否有陪同康復者覆診? 41 (36.61%) 71 (63.39%)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因上班未能陪診，或不能經常陪診 45 (40.54%) 15 (13.51%) 51 (45.95%)

認為康復者自行覆診沒問題 62 (57.41%) 16 (14.81%) 30 (27.78%)

怕公司知道家人是康復者 33 (30.28%) 30 (27.52%) 46 (42.2%)

對彈性覆診時間的意見:

同意 (%) 不同意 (%) 無意見 (%)

你認為陪診對康復者是有幫助的 83 (72.17%) 11 (9.57%) 21 (18.26%)

你贊成增設夜間門診，及在非辦公時間

(夜間或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你認為增設夜間門診服務，及在非辦公時間進行

抽血、針藥注射，有助康復者尋找及維持工作就

業

83 (74.77%) 10 (9.01%) 18 (16.22%)

你認為陪診對康復者是有幫助的 83 (72.17%) 11 (9.57%) 21 (18.26%)

你贊成增設夜間門診，及在非辦公時間

(夜間或星期六、日)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你認為增設夜間門診服務，及在非辦公時間進行

抽血、針藥注射，有助康復者尋找及維持工作就

業

83 (74.77%) 10 (9.01%) 18 (16.22%)

84 (72.41%) 15 (12.93%) 17 (14.66%)

84 (72.41%) 15 (12.93%) 17 (14.66%)

「因上班未能陪診，或不能經

常陪診」

「贊成增設夜間門診，及在非

辦公時間 (夜間或星期六、日)

進行抽血或針藥注射」

頻率 百分比

(佔同組)

百分比

(佔總數)

不同意 15 13.51%

不同意 6 40.00%

同意 8 53.33%

無意見 1 6.67%

同意 45 40.54%

不同意 3 6.67%

同意 39 86.67%

無意見 3 4.44%

無意見 51 45.95%

不同意 5 9.80%

同意 32 62.75%

無意見 14 27.45%

回應總數 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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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研習日資料 
從夜診看倡導 研習日 

 日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五) 

 時間: 晚上 6-9 

地點: 自助組織發展中心 

參與對象: 每個組織 1--2 個人，也會邀約合適的持份者，包括護士、醫生等等 

  

目標： 

1 凝聚有關夜診立場的共識 

2 學習制訂倡導策略和表達立場的技巧 

3 建立參與者的同盟力量 

4 初步分享日後合作的可能 

  

程序： 

1 互相認識 

2 介紹背景、程序 

3 研習夜診立場 

運用 OCPSA 倡導策略來訂立場 

(有關 OPSA 倡導策略，參加者請看另一份「研習日參考資料」) 

  

確認觀察: 有關事實、需要、權利分析 

探索成因: 造成問題的成因 

4. 小休 

5. 研習夜診立場 

探索改變的可能: 解釋反對原因，有咩去解決 

認識所需的支持（分小組） 

策劃行動: 大家未來合作的可能 

6. 開會時表達立場的技巧 (小組練習) 



 

 
 

 

從夜診看倡導 研習日 

參考資料 

 

倡導策略: OCPSA 

Observations；Causes；Possibilities of changes；Supports for changes；Actions 

夜診這個課題… 

Observations 

1. 制度運作與覆診者的狀況 

2. 有何需要? 建議的滿足方式? 

3. 議題的發展背景: 爭論點和角力處 

4. 是需要抑或權利? 有幾大的行動依據? 

Causes 

構成不公平和侵犯權利的成因 (制度化和一致化的需要? 平等的論述?) 

Possibilities of changes 

醫管局管理層的需要、想法；改變的意願和可能性；共建不同方案的可能性 

Supports for changes 

不同權力人士、架構分析: 額外需要研習、找資訊、尋求支援的地 

Actions 

行動計劃和方式；整合同意的立場；練習表達方式；練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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