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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位知名的精神科醫⽣。我在多年前創⽴了「現實治
療法」，最近更把「選擇理論」®加⼊其中，來解釋為甚麼許多
⼈難以與⼈好好相處。眾所周知，當代的婚姻最少有⼀半是失

敗的，無數學童不喜歡他們的⽼師，⽽⽗⺟培育孩⼦的過程更

是困難重重。很少⼈知道為甚麼出現這些問題，⽽選擇理論能

為我們提供答案。

  我近年致⼒重新定義「精神健康」；這本⼩冊⼦有詳細的
描述。我的定義跟沿⽤百多年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精神科醫

⽣、臨床⼼理學家、社會⼯作者及⼼理輔導員都稱⾃⼰為精神

健康專業⼈⼠，但他們很少甚⾄從未界定精神健康，作出具體

描述或解釋。

  如果你向這些專業⼈⼠了解他們的⼯作內容，他們會說⾃
⼰運⽤DSM-IV（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冊）來診斷精神病和腦部
障礙。然後，差不多所有精神科醫⽣都會說⾃⼰能利⽤腦部藥

物治療精神病和腦部障礙，並強烈地向患者和他們的家⼈暗⽰

沒有任何其他⽅法可以幫到他們。然⽽，不少其他專業⼈⼠沒

有使⽤任何藥物，⽽是運⽤⼼理治療或⼼理輔導取得相等的成

效。

  我和所有在威廉嘉撒學院的同⾏者的⽴論是，精神健康與
精神病是不同的，它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在讀完這本⼩

冊⼦後，你會明⽩為甚麼這本⼩冊⼦定名為「讓精神健康成為

⼀項公共健康的議題」，並會理解為何甚麼這本⼩冊⼦可以幫

助⼈們改善⽣活質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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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獲邀為這本⼩冊⼦寫序⾔，我感到受寵若驚。
30年前，我仍是駐院實習精神科醫⽣時，有位護⼠
送給我⼀本嘉撒醫⽣的《現實治療法》。我對他關

於常識的討論印象深刻。

   最近我有幸⾸次與嘉撒醫⽣通電話，談及他近
期的想法；我很⾼興得知他仍在繼續發展他那很了

不起、很有創意的⼯作。我第⼀次拜讀他的傑作已

是多年前的事，但卻發現這些年我們的思想竟然慢

慢趨於⼀致，這令我感到很驚訝。

   嘉撒醫⽣闡明⼀些極之重要和與時並進的想
法，對社會如何看待精神病及精神健康有深遠的影

響。這本⼩冊⼦對精神健康專業⼈⼠，以⾄對病⼈

及政策制定者都是寶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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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精神健康成為⼀項公共健康的議題
助⼈及教育⼯作者的新領導⻆⾊

⾝體健康

  醫⽣甚⾄公眾在界定健康時，指的總是⾝體健康，最常提起的
特質是活⼒、體⼒、體格和耐⼒。學校有體育課，公眾可以到體育

館和健⾝室做運動，以改善⾝體健康。

  與⾝體健康不同，精神健康從來沒有被視為⼀個獨⽴存在的概
念。全美國有數以百計的精神健康協會，但他們全部都只是關注精

神病。如果你到⼀間協會想參加改善精神健康的活動，⽽你很明顯

沒有任何DSM-IV 的症狀，職員⼤概不知道可以推介甚麼活動給你。

  現在我將要解釋的是，精神健康可以被清晰地界定為與精神病
完全無關的概念。我認為精神健康的定義是：如果你的精神狀況健

康，你會享受與⼤部分相識的⼈相處，尤其是你⽣命中的重要⼈物

如家⼈、伴侶和朋友。⼀般來說你是快樂的，⽽且很樂意幫助那些

不快樂的家⼈、朋友或同事活得快樂⼀些。你的⽣活基本上壓⼒不

⼤，你經常笑，⽽且很少有痛症──很多⼈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

你享受⽣活，並能接受別⼈的⾔⾏和你不同。你很少批評或者想改

變別⼈。如果你與別⼈有分歧，你會嘗試找出解決的⽅法；如果找

不到解決⽅法，你也會在情況惡化之前停⽌爭吵。

精神健康

  ［譯註］《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
  ［譯註］《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

  在字典裏，健康的第⼀個解釋是「（⼈體）發育良好，機理
正常，有健全的⼼理和社會適應能⼒」 ，第⼆個解釋是「情況正
常，沒有缺陷」  。據我在醫學院的經驗，醫⽣將⼈評定為⽣病
──如果有病變；或者健康──如果沒有病變。⽽對於和疾病沒

有關係的健康，醫⽣和精神科醫⽣都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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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基斯杜化 ∙ ⾥夫 (Christopher Reeve) (1952 – 2004) 是著名的美國演員，3

4  ［譯註］ 精神科醫⽣、臨床⼼理學家、社⼯及⼼理輔導員。

5  ［譯註］ DSM-IV 全名是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最為⼈熟悉的是《超⼈》電影系列。基斯杜化 ∙ ⾥夫於1995年墜⾺受傷，⾃頸
部以下全⾝癱瘓，需要別⼈照顧，但他仍以積極的態度展現驚⼈的毅⼒和勇

氣，四出演講，呼籲關注脊椎受傷病⼈及進⾏相關醫學研究，並且繼續拍攝

甚⾄執導電影。

 Fourth Edition. DSM-IV 是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本⼤書。書中描述所有已
知的⼼理症狀，並將症狀組成症候群，每⼀組症候群被稱為⼀種精神障礙。

［譯註2］此書於2013年已更新⾄第五版，為DSM-5。

  你做事有創意，享受⾃⼰也喜出望外的潛能。最後，緃然處⾝於不
快樂的困境──沒有⼈是永遠快樂的──你也會知道⾃⼰因何不快樂，

並嘗試處理。你甚⾄可能和基斯杜化 ∙ ⾥夫   (Christopher Reeve)⼀樣有
⾝體障礙，但仍然符合以上有關精神健康的標準。

  以上的描述看似很難達到，但只要你看看⾝邊的朋友、家⼈和其他
相識的⼈，總會找到符合這個描述的⼈；他們學會如何享受精神健康，

這是數以百萬計不快樂的⼈沒有學到的。只有很少⼈符合這個描述，所

以我認為我們⾯對的是⼀個龐⼤的精神健康問題，或者更具體地說，是

⼀個龐⼤的公共精神健康問題。我們⾯對的挑戰是如何教導個⼈或者⼩

組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不必被標籤⼦虛烏有的精神病，也不必

服⽤不需要的腦部藥物。

  我希望⾄少美國輔導協會的成員會願意⼀起推廣公共精神健康。他
們是⼈數眾多、具影響⼒的專業團體，50多年來⼀直不靠藥物⽽提供有
效的輔導服務。我很樂意與臨床⼼理學家、社⼯，甚⾄精神科醫⽣分享

這本⼩冊⼦的內容。我肯定⾃⼰不是唯⼀有這種想法的精神科醫⽣。

  ⾃從1957年執業以來，我成功地幫助受助者提升精神健康。在此期
間，我註冊成為精神科醫⽣，⽽我只提供輔導服務。

  如前所述，現時精神健康⾏業有四類主要的專業  。但在實際⼯作
中，這些專業⼈⼠只是將精神健康掛在⼝邊，實際關注的卻是精神病。

這四類專業群體運⽤精神科醫⽣發明和捍衛的DSM-IV   來治理各種所謂的
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礙，只是採⽤的⽅法不同。例如：現在幾乎所有精神

科醫⽣都只會⽤各式各樣的腦部藥物醫治他們診斷的精神障礙；這些醫

⽣很少提供輔導，⽽且往往告訴案主他們幫不了⾃⼰，因為他們患了⼀

種需要服藥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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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理學家、社⼯和輔導員也使⽤DSM-IV 來診斷精神病，但除了兩
個州准許臨床⼼理學家處⽅腦部藥物以外，他們沒有處⽅腦部藥物的執

照。他們的做法與精神科醫⽣不同，他們會使⽤已發展超過⼀個世紀的不

同輔導⽅法與案主談話。雖然很難說哪⼀種輔導⽅法最有效，但⼤家都同

意輔導員的性格與使⽤哪⼀種輔導⽅法同樣重要。

  由於精神科醫學享有威望，⽽處⽅腦部藥物現時是常⽤的⽅法，因
此，很多輔導員覺得⾃⼰有法律義務將案主轉介⾄精神科醫⽣接受藥物治

療。

  雖然這四類專業⼈⼠都使⽤精神健康這個概念，但他們對於哪⼀個⽅
法最能有效醫治案主的症狀，卻意⾒紛紜。對於被診斷為某種DSM-IV 精神
障礙的案主，不同醫⽣處⽅的精神科藥物都不同，⽽且這些藥物種類繁

多、不斷推陳出新。在⼀些研究中，完全正常的⼈按照研究員的指⽰，告

訴醫⽣⾃⼰有⼼理症狀，結果醫⽣真的診斷他們患有精神病，叫他們服⻝

腦部藥物，甚⾄要他們⼊院；但其實他們的腦部根本沒有任何病變。

  很少（如果有的話）精神健康專業⼈⼠視精神健康為⼀個獨⽴的概
念，所以在過去⼀個多世紀，整個精神健康服務系統都是以醫學模式為基

礎。醫學模式指出症狀，然後找出導致症狀的病變；如果找不到症狀的病

理依據，便不會作出診斷。

  然⽽，當醫學模式被⽤於診斷DSM-IV 所描述的精神病時，有⼀個基本
原則卻完全被忽略了──精神病的診斷只建基於症狀，卻沒有病理依據作

為⽀持。這樣誤⽤醫學模式，完全妄顧醫學的科學根據，導致精神病的分

類及治療⽅式層出不窮。如果精神健康專業⼈⼠繼續⽤醫學模式來提供他

們所謂的精神健康服務，他們便永遠不會相信，精神健康的概念是完全獨

⽴於精神病的。

  我要在這本⼩冊⼦中解釋精神健康的概念，提倡幫助⼈們改善精神健
康。我認為要達到這個⽬標，便要以公共健康模式取代醫學模式。數個世

紀以來，我們⼀直使⽤公共健康模式來改善⾝體健康，卻很少⽤它來改善

精神健康。我會解釋怎樣透過公共健康模式來促進精神健康。

  要放棄傳統的醫學模式及其所謂的精神健康並不容易。不過，從醫學
模式轉向公共健康模式的最⼤阻撓，並不是傳統，也不是哲學和科學，⽽

是⾦錢和權⼒。



醫學模式

  如果我們願意使⽤公共健康模式，藥廠便會損失現時從醫學模
式賺到的數以⼗億美元計利潤，他們當然會竭⼒抓緊不放。不過，

問題不單只是⾦錢。那些診斷精神病、開處藥物的⼈也從醫學模式

中得到很⼤的⼼理回報──權⼒和威望。

  然⽽，正如我在這本⼩冊⼦以及近期寫的數本書中解釋，如果
我們建⽴⼀個公共精神健康模式，數以⼗億美元計的保健服務開⽀

將會更有成效，還可以減少無數⼈的痛苦。現在，讓我們深⼊看看

這兩個模式。

  在醫學模式中，主導的是醫⽣。他們找出導致症狀的病變，⽤
病理依據去診斷疾病，然後決定⽤甚麼藥物或⼿術去處理這個病

變。病⼈要做的，便是聽醫⽣的指⽰。病⼈是否跟從醫⽣的指⽰，

取決於醫⽣與病⼈之間的關係，醫⽣有沒有仔細向病⼈解釋他的指

⽰有多重要。如果⾯對的疾病是可以醫治的，醫學模式依然能夠運

作良好。但是，由於涉及很多測試、程序、藥物、⼿術及診⾦，醫

學模式⽐公共健康模式昂貴得多。

  但正如我較早前所說，醫學模式有嚴重的漏洞。由於醫學治療
⾸先要找出具體的病變去解釋症狀，才能確定具體的治療⽅式，如

果找不出病變，醫學模式便會完全崩潰。到⽬前為⽌，所有DSM-IV
列出的精神病都沒有相對應的具體病變。然⽽，現在精神科醫⽣或

醫⽣總是使⽤醫學模式來診斷精神病，並宣稱有相對應的具體病

變，只因為這是⼀個超過⼀百年的傳統信念。如果無法找到具體病

變，診斷的醫⽣便會宣稱病變⼀定存在的，遲早有⼀天會找到。

  以下是⼀個誤⽤醫學模式的明顯例⼦：〔在美國〕有六百萬⼈
有嚴重肌⾁痛楚及⻑期疲勞，患者百分之九⼗是⼥性，他們的症狀

都沒有病理依據可以解釋。她們被診斷為患有稱為「肌纖維痛」這

種「病」；⾄於醫治⽅法，只能由醫⽣說了算。醫⽣通常會叫病⼈

多做運動，並處⽅不同的精神科藥物和⽌痛藥；然⽽，只有那些會

令⼈上癮的毒性藥物，才有明顯的⽌痛效⽤。

  無法解釋的痛症，是那些沒有患上精神病但精神健康不理想的
⼈最常⾒的特徵。這個例⼦清楚說明使⽤公共健康模式可以改善精

神健康，也可以更有效減少疼痛及精神困擾。



公共健康模式

  公共健康模式有不同的形式，但共通的是主導的不是醫⽣。公共
健康模式不需要進⾏個別測試、沒有特別程序，不需⽤藥或⼿術來醫

治症狀──那些DSM-IV 中被錯誤⽤作診斷精神病或精神障礙的症狀
──所以費⽤較低。當然，公共健康模式也不需要⽀付醫⽣診⾦。

  其中⼀種形式是由醫⽣指出要做的事，例如飲⽤清潔⻝⽔或者進
⾏免疫注射，但是負責清潔⻝⽔的是衛⽣⼯程師，負責免疫注射的則

是醫護⼈員。公眾要做的便是飲⽤清潔的⻝⽔、接受免疫注射。

   另⼀種形式是，醫⽣只是提出健康警告，例如：吸煙引致很多⼈
死亡，然後由公共健康系統負責教育公眾有關吸煙的危害。現時，反

吸煙教育推⾏多年⽽且很成功，很多⼈都戒了煙，⽣活得更健康。教

育是公共健康模式的重要部分。

   第三種形式的對象是數以百萬計有⼼理症狀的⼈，包括抑鬱、焦
慮、躁狂、恐懼症、思覺失調、強迫思想、強迫⾏為、⻑期疼痛，他

們的症狀都沒有⽣理成因卻被診斷為患有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礙，醫治

的⽅法往往只是依靠昂貴但無效的醫學模式。這些有症狀的⼈可能精

神不太健康，但是他們並沒有患上精神病。如果我們推⾏公共精神健

康教育計劃，教導⼤家如何改善⾃⼰的精神健康，我們便可以較少的

⾦錢幫到更多⼈。稍後我會詳細介紹這個計劃。

  不過，使⽤醫學模式的精神科醫⽣和普通科醫⽣，以及他們治療
的病⼈和家屬仍然認為DSM-IV 標籤的症狀是很合理的，因為醫學模式
是現今的通⽤模式。在這個問題上，常識取代了科學，數以⼗億美元

計的健康服務開⽀⽩⽩浪費了。我認為DSM-IV 臚列的精神病並沒有病
理依據；在⼩冊⼦最後的部分，我列出了很多有研究根據的科學書籍

⽀持這個說法。在此，我先介紹其中最重要的參考書籍：Robert
Whitaker在2002年出版的Mad in America，以及Kutchen及Kirk在1997年出
版的Making Us Crazy。看完這兩本書，你便不會反對我的說法。



精神科醫⽣或普通科醫⽣處⽅的腦部藥物可能只是安慰劑

  有些藥能醫治沒有病理依據的症狀──這些藥是不能醫治症狀的，但卻
發⽣效⽤；這些藥被稱作安慰劑，因為它們的效⽤沒有醫學根據。數千年

前，醫⽣便知道安慰劑的效⽤了。如果病⼈和醫⽣都相信安慰劑的藥效，並

且醫⽣向病⼈說這些藥有效，安慰劑的效果便更⼤。醫⽣是我們⽣活中的重

要⼈物；醫⽣與病⼈的關係如果能帶來溫暖和滿⾜，對患上不同症狀（其中

部分可能有病理依據）的病⼈的康復都很有幫助。帶來滿⾜感的關係往往建

基於信任，這便是安慰劑發揮作⽤的原因。

  所謂的精神病其實都沒有病理依據，但是腦部藥物通常有很多廣告和醫
⽣的⽀持，所以都有很強的安慰劑作⽤。進⾏雙盲研究 (double blind studies)
時（即病⼈和醫⽣都不知道哪個是安慰劑哪個是藥物），安慰劑的效果便很

明顯了。安慰劑的作⽤往往⽐藥物還要好，因為安慰劑對⾝體不會有害。

  不快樂的⼈，每年都要⽀付數千美元的藥費，但這些藥物的果效並不⽐
糖粒強。他們也被處⽅強⼒⽌痛藥，但其果效不會⽐阿斯匹靈或者⼀般的⽌

痛藥好。很多藥物不單⽌沒有效果，有些更是有害的。記著，如果安慰劑能

夠減輕症狀，那便清楚表⽰症狀並不是由病變引起的。如果真的有病變的

話，安慰劑也許因為帶來希望⽽有短暫果效，但時間稍⻑便會失去果效。

  只要是沒有病變，其他使⽤⾮藥物治療⽅法的治療者便會有妙⽅；他們
關⼼那些需要關懷的⼈──這也是⼀種安慰劑。這些治療者很明⽩良好的關

係是多麼重要。我要承認，我對這些治療⽅式認識不多，他們可能有⼀些神

秘的醫治能⼒，也許有⼀天科學能為我們提供解釋。

  ⽤針炙、瑜伽、草藥、按摩以及其他⼿療的醫師往往都很有效，因為他
們提供了關係和病⼈想知道的資訊（無論是否有科學依據）。那些你信任、

你認為關⼼你的⼈，他們所給予你的關注和⽀持、特別是碰觸你，會產⽣醫

治的果效。

  不過，如果你有（沒有病變的）症狀時，去找持牌精神科醫⽣和普通科
醫⽣，抑或去找這些另類醫師，是有很⼤差別的。如果你去看醫⽣或精神科

醫⽣，告訴他們你患了常⾒的⼼理症狀，他們會⽤上整個醫學模式的規律來

告訴你，你患了精神病，你需要腦部藥物。他們未必會說他們可以醫治你，

但他們肯定會暗⽰可以減輕你的症狀。



教育是公共精神健康模式的核⼼

  另類醫師沒有醫⽣執照，他們會謹慎說話，不會說你患病⽽他們可
以醫治你；他們通常不會列舉很多科學依據，但會作出他們⾃⼰相信的

解釋。我不會說這些醫師的⾏為有害；但是我會說，當精神科醫⽣或者

醫⽣說你的腦部有病變時，他們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如果你要求進⾏驗

⾎、照X-光、磁⼒共振或CAT 掃瞄等測試來證實診斷結果，精神科醫⽣
或者醫⽣都不能建議任何測試，因為⾄今仍未有測試能提供科學證據。

  我們正在抵抗⼀場⼤規模的精神病誤診，但⾄今仍未成功，因為不
單只精神病建制，還有很多服務有不快樂症狀的⼈的「精神健康專業⼈

⼠」都相信醫學模式，⽽那些求助的⼈也相信醫學模式。他們看電視廣

告時，便常常看到⽀持這種常識信念的訊息。

   歷史中有很多常識都被證實是錯誤的；例如：地球不是平的，⽽
且是圍著太陽轉的。有關醫學的例⼦更是多不勝數，佐治 ∙ 華盛頓正正
是由於醫⽣的常識⽽流⾎致死。近期的例⼦包括數以百萬計⾮必要的扁

桃腺⼿術；雖然現在醫治扁桃腺炎的抗⽣素已經很普遍了，但扁桃腺摘

除⼿術仍繼續進⾏。這類例⼦真是多不勝數。現在⼤⾏其道的，便是有

關精神病學的常識了。

  幾乎所有公共精神健康問題都源於不快樂；不快樂的⼈不計其數。
例如：差不多有半數的伴侶會離婚，我們也知道還有許多怨偶是不會離

婚的。如果將不快樂的⽗⺟⼦⼥，加上與⽼師同學相處不好的學⽣，再

加上⼯作不愉快的⼈，這些⼈可能已經佔了全國⼈⼝的⼀半。

  如果你再翻看我對精神健康的定義，便會留意到我的焦點正正是在
於關係。我認為，與其他⼈相處不融洽是全球最⼤的精神健康問題。這

些⼈當中，許多都有⼼理症狀；要形容DSM-IV，最準確的說法便是：這
是⼀本關於不愉快關係（尤其是婚姻失敗）的⼤書。

  輔導員領導的公共精神健康教育計劃的⾸要⼯作，便是教導那些被
診斷為患有精神病的案主，他們的腦袋並沒有病變，他們並沒有精神

病。他們共同的問題是不快樂，是處⾝不快樂的關係。⼤部分這些案主

都不相信⾃⼰有精神病，即使他們有嚴重的症狀，但他們都知道⾃⼰並

不快樂。他們並不是任何時候都不快樂，但他們最少和⼀個⽣命中的重

要⼈物相處不融洽，沒有他們希望的那麼融洽。



⽤「選擇理論」取代外控

  我教導受輔者「選擇理論」，他們對於不快樂這麼簡單的事能引致他
們的痛苦及失去能⼒的症狀，都感到難以置信；他們不斷說⾃⼰的腦袋⼀

定有問題，⾃⼰⼀定有精神病。我教導他們的是⼀個嶄新的想法，是他們

從未有過的想法。我向他們解釋，如果他們願意⽤「選擇理論」來相處，

以取代他們在不愉快的關係中⽤的外控，便會快樂很多。如果他們在關係

中學會避開別⼈對他們的外控，也會更快樂。對於來參加培訓的⼈，我都

是這樣解釋。

  我說：「根據統計，課室中有⼀半⼈很可能已經離過⼀次婚。離婚
時，他們對於為何⾃⼰從最快樂的時光⾛到離婚的痛苦，往往感到很困

惑。」接著我會解釋原因：婚姻中有太多的外控。當我這麼說，受輔者或

培訓參加者都想知道外控是甚麼。

  我會解釋說，根據「選擇理論」，我們都是社會性動物，需要其他
⼈。我們的基因中有愛與歸屬的需要。⼀段戀情開始時充滿愛意，但很多

⼈接著便發現愛消失了。當他們在思考這句話時，我便接著說，「選擇理

論」指出我們的基因內還有三個需要：⽣存、⾃由和樂趣。要快樂，我們

便要找到滿⾜這些需要的⽅法，⽽失去愛讓離婚的⼈感到最困惑。

  我強調愛的需要，因為要滿⾜這個需要，便要找到⼀個愛⾃⼰的⼈，
這⽐起滿⾜⽣存、⾃由和樂趣的需要更加困難。要維持關係，雙⽅都要付

出努⼒延續愛；只要其中⼀⽅選擇放棄使⽤外控，婚姻便會有所改善。

  但是，令到很多受輔者驚訝的是，⼈類有第五個獨特的需要：權⼒。
其他⽣物都沒有權⼒的需要。也許在⼈類進化的過程中，隨著⽂明的誕⽣

和發展，權⼒是基因最後發展出來的需要。當我們開始群居，隨之帶來競

爭，⽽我們使⽤權⼒或者試圖控制別⼈的情況也增加了。較有權⼒的⼈能

控制其他⼈，⽣存機會也更⼤，權⼒的需要於是留在基因中傳給下⼀代。

  學校教導學⽣所有知識，但偏偏沒有教導他們最需要知道的知識──
如何與別⼈融洽相處；這真是奇怪。我創⽴了易學好學的「選擇理論」。

「選擇理論」可以幫助任何年紀的⼈改善精神健康。如果我們希望社會的

精神更健康，學校正是教導「選擇理論」的好地⽅。

   我們也應該在所有服務不快樂⼈⼠的機構中教導「選擇理論」。我
們發現在10-15⼈⼩組教導「選擇理論」很有效；採⽤這個⽅法，現時的公
共健康預算便⾜以向很多不快樂的⼈傳授「選擇理論」。



→

  經歷千萬年，⼈類為了滿⾜權⼒的需要，學會了在與別⼈相處不來
時，便使⽤外控⼼理學。不過，權⼒並不⼀定是邪惡的。權⼒驅動科學創

舉、造就藝術成果，以⾄促成⺠主制度。但是，如果外控太過張揚，權⼒

帶來的好處便會被摧毀。記著，我們的基因中有權⼒的需要，但基因中沒

有外控。外控是學習得來的，我們可以透過學習精神健康教育，使⽤「選

擇理論」來取代外控。

  這個世界充滿外控；我們從⽗⺟、祖⽗⺟、⽼師的⽇常⾏為中學習到
外控。如果你離婚了，破壞你那段婚姻的便是外控；如果你繼續在⼈際關

係中使⽤外控，你的餘⽣也可能鬱鬱寡歡。

   外控很簡單；在⼀段關係中，外控便是相信「我選擇做的事便是對
的，其他⼈做的事是錯的」。丈夫以為⾃⼰知道甚麼對妻⼦好，妻⼦也以

為⾃⼰知道甚麼對丈夫好。在⼀段不快樂的關係中，受權⼒驅動的⼈會採

⽤外控的態度──我知道甚麼對你好。可能其中⼀⽅，也可能是雙⽅都在

使⽤外控；但只要有⼀⽅持續使⽤外控，便會逐漸摧毀關係。正如我在上

⽂所說，我們是群居的動物，我們需要其他⼈。⼀個成功的公共精神健康

計劃的核⼼，便是教導外控的危險，以及如何⽤「選擇理論」取⽽代之。

  為了幫助你進⼀步認識外控，我將破壞關係的習慣整理為「七個致命
習慣」。無論我們來⾃哪裏，都學了這些壞習慣：批評、指責、埋怨、嘮

叨、威脅、懲罰和賄賂（為了控制⽽奬賞）。破壞關係的習慣當然不只七

個，但如果你可以停⽌使⽤這些習慣，便是順利地向擁有精神健康⽣活的

⽬標邁進中。你也許會問：「我可以⽤甚麼取代這些習慣？」我建議你⽤

「七個潤澤關係的習慣」：⽀持、⿎勵、聆聽、接納、信任、尊重和協

商。

  我猜每位讀者都曾經吃過「七個致命習慣」的苦頭。只要你⽤幾個潤
澤關係的習慣（尤其是尊重）去取代致命習慣，便會⽴即感到你的⽣活質

素得到明顯的提升。在⼈際關係中摒棄致命習慣，對你的精神健康最為重

要。

  當你開始學習在⽣活中摒棄外控，你會發現⾝邊有少數⼈與其他⼈很
不同，他們似乎時常很愉快。如果你認識他們，你很快便會發現他們沒有

使⽤外控。他們不會嘗試去改變任何⼈。他們懂得掌握⾃⼰的⽣活，並尊

重別⼈的⽣活；如果有⼈想控制他們，他們會學習⽤不同⽅法去避開外

控。你應該多結識這些⼈。⼀個好的輔導員便應如此，他∕她會向你⽰範

如何在⽣活中應⽤「選擇理論」。



  無論你以前學習過甚麼，令你去找輔導員的症狀總是源於⽬前不愉快的
關係；有時也可能是因為沒有⼈際關係。我輔導過的很多⼈都只想討論他們

的症狀。討論症狀是醫療模式；如果我和受輔者深⼊討論這些症狀，他們會

以為症狀是真實的，並期望我可以幫他們消除症狀，但事實上我做不到。他

們也可能想仔細地告訴我童年時的⼀段不愉快關係。我會很禮貌地聆聽，並

了解對⽅是否仍出現在他們的⽣活中；在少數情況中，那個⼈便是⽬前不愉

快關係的對象，⼤部分情況是，那個⼈已經不再涉及他們⽬前的⽣活了。

  受輔者往往會逃避討論⽬前的不愉快關係，⽽聚焦在過去或者症狀。討
論真正的問題是會令⼈不舒服的；不過，我使⽤現實治療法，我認為我們要

處理的便是現實。我會以溫和、禮貌、⽀持的態度，帶領受輔者從症狀和過

去轉移去討論⽬前不愉快的關係。

  我的輔導⽅法是和受輔者談話、認識他們；經驗告訴我，他們想和我談
話，正如我也很想和他們談話。我們透過傾談和聆聽建⽴溫暖⽀持的關係，

他們便會開放去學習怎樣改善⼈際關係。基於我的信念，我從不對受輔者說

他∕她有精神病。標籤別⼈不是⼀個建⽴溫暖⽀持關係的好⽅法。

       
  我知道如果你的輔導收費是由醫療保險單位或其他保健計劃⽀付，你可
能要為受輔者出具DSM-IV 精神病診斷證明。醫療模式已廣為接受，⽽腦部藥
物是重要的⼀環，你要⾃⼰決定是否向你的受輔者介紹精神健康模式，以及

滿⾜的關係的重要性。有些⼈會問，怎樣才能知道這個新模式是有效的。我

會告訴他們，他們會⽣活得更快樂，⽣活質素也會提升；屆時，受輔者會發

現⾃⼰與⼈相處時，逐漸不再使⽤外控。

  你也可以向他們解釋，無論他們是否有服藥，甚⾄有幻聽或幻覺，只要
他們可以和你談話，你便可以輔導他們。你要有耐性，因為他們需要先與輔

導員建⽴關係。如果他們有精神病症狀，不要嘗試停⽌他們的症狀，那樣做

便是外控；如果你使⽤外控，便不能成功進⾏輔導。他們可能是在透過制造

症狀來逃避外控。在這⽅⾯我有很多經驗，但現在不能逐⼀討論。我⾃1998年
後寫的書，都有詳細說明這些技巧。

       
  這些年來，從來沒有⼀位受輔者在開始接受我的輔導後，還要求我開處
藥物。有些受輔者想停⽌服藥，但我總是建議他們去找處⽅醫⽣慢慢戒藥。

有些⼈感到少許不適，但都不嚴重。閱讀這本⼩冊⼦的輔導員都不能開處藥

⽅；如果他們讓想服藥的受輔者轉介⾄精神科醫⽣，我相信他們將得到法律

保障；但同時告訴受輔者，無論他們是否服藥，輔導都可以有果效。

輔導和教導都是公共精神健康模式的重要部分



我使⽤的「新現實治療法」──以「選擇理論」來進⾏輔導

  我⾃1962年發展「現實治療法」，以精神健康模式取替醫療模式，成功幫
助了幾乎所有與我來往的受輔者。1979年開始，我擴展「現實治療法」，加⼊
「選擇理論」，提升它的果效。1998年，我出版了奠基書籍《是你選擇了憂
鬱》（Choice Theory）。這本書的內容也是我個⼈⽣活及專業⼯作的指引；我從
不會建議其他⼈做我⾃⼰不會做的事。

       
  請謹記，閱讀我的書、參加我們的培訓，你才能學到更多「選擇理論」和
「現實治療法」。在這本⼩冊⼦，我介紹了這種輔導模式的⼀些特⾊。如果你

想有更多體會，我建議你讀讀《是你選擇了憂鬱》，以及我在2001年出版的
《是你決定了憂鬱》( Counseling With Choice Theory, the New Reality Therapy ) 。
       
  進⾏輔導時，我⾸先會請受輔者說說他們的故事；他們通常都很想告訴我
⽣活中的事。來⾒我的⼈都有⾃⼰的故事，⽽且很想說出來，也很樂意回答我

的問題。我的提問表⽰我對他們的故事感興趣，也意味我有興趣認識他們；這

有助我們建⽴輔導關係。

       
  他們的故事往往包含不愉快的關係。他們通常會告訴我，他們與伴侶、⼦
⼥、⽗⺟或者其他家⼈的關係未如理想，有時也可能是和朋友、情⼈、⽼師、

僱主或者同事的關係。總之，都是與⼀個重要⼈物有關的。故事說下去，他們

往往會說關係出現問題不是他們的錯，只要對⽅肯改變，⽣活便會好過了。

      
  當我們談到這⼀點時（通常是在第⼀次⾯談時），我便會介紹「選擇理
論」，並解釋輔導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教導他們在⽣活中使⽤「選擇理論」。我

會⽤很多例⼦來教導他們，我只能夠幫助他們改變⾃⼰的⾏為。

       
  這會引發⼀場重要的討論。他們會問我，為甚麼我只能夠幫助他們改變⾃
⼰的⾏為？既然錯的是另⼀個⼈，為甚麼我不能幫助他們改變對⽅的⾏為？我

便會接著解釋「選擇理論」的基本概念：我們只能控制⾃⼰的⾏為，只能掌控

⾃⼰的⽣命，不能掌控別⼈的⽣命、控制別⼈。然後，我會問他們，是否曾經

成功改變過⼀個不想改變的⼈；這時，他們便開始明⽩我的觀點了。

       如果他們施加⾜夠的壓⼒，對⽅可能會改變，但當壓⼒消失，對⽅便會回復
原狀。對⽅的想法並沒有改變，只要壓⼒消失，他們便會故態復萌。我也會告

訴他們，如果他們開始採取改善關係的⾏為，無論對⽅現時有甚麼⾏為，都可

能會跟隨他們，作出同樣的改變。

       
  例如，如果兩個⼈經常互相批評，某⼀⽅停⽌，對⽅也可能停⽌；如果是
這樣，關係便會有改善。如果是你先停⽌，我建議你向對⽅解釋「選擇理論」

怎樣幫助你作出這個選擇。我⿎勵我的受輔者與⽣命中的重要⼈物相處時，利

⽤每⼀個機會向對⽅解釋他們正在應⽤的「選擇理論」。



建造以「選擇理論」為基礎的公共精神健康系統

  ［譯註］William Glasser Institute 於 2019 年更名為 Glasser Institute for Choice Theory (GIFCT).６

  我在1965年出版《現實治療法》( Reality Therapy ) ⼀書，輔導員和教師的正⾯
迴響令我很⿎舞，故此，我在1967年創⽴「現實治療法學院  ( Institute for Reality
Therapy )。創⽴學院的⽬的是要教導及培訓如何應⽤現實治療法來輔導、教育及
管理學校內的兒童及⻘少年。其後我⼜再出版多本著作；直到1996年，我逐漸
認為我的理論基礎應該被稱為「選擇理論」。1998年，我出版了《是你選擇了
憂鬱》這本奠基書籍。其後，我的思考重點轉向這本⼩冊⼦的內容；為此，我

將學院的名稱改為「威廉 ∙ 嘉撒學院」( William Glasser Institute   )。

  不過，當我回望過去，其實在出版《現實治療法》之前，我便認為精神健
康和精神病是不同的概念。這個觀點總結在2003年出版的《精神病可以不藥⽽
癒?!》( Warning: Psychiatry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Mental Health ) 。這本⼩冊⼦的內
容幾乎都在該書中有詳細闡述；那是⼀本⾃助書籍，幫助讀者應⽤「選擇理

論」去改善⾃⼰的精神健康。我不是要和所有的精神科醫⽣作對，我針對的是

醫療模式和使⽤醫療模式的精神科醫⽣。

  令我認真考慮要創⽴公共精神健康系統的是過去四⼗年的經驗；這些年
來，我⼀直努⼒幫助不快樂的⼈去改善精神健康。嘉撒學院的同事向輔導員、

⽼師、學校管理⼈員教授我的教導；我們舉辦為期⼀週的密集式培訓班，以⼩

組形式教導現實治療法、「選擇理論」和領導管理法。我們的課程分為三個階

段，⾄今有65,000⼈次最少已參加⼀個星期的課程，參加者主要是輔導員和學
校⽼師；其中超過7000⼈次完成了全部課程，獲頒現實治療法證書，⼀千多⼈
繼續進修，並成為學院的導師。

       
  無論學員是否完成整個課程，他們都會反映在培訓的過程中有很多驚喜的
得著。他們不只成為更優秀的輔導員、⽼師和管理⼈員，與其他⼈都更能融洽

相處，尤其是與伴侶、家⼈和同事。當他們知道我現在很關注精神健康，他們

會告訴我⾃⼰的精神更健康了，並且會向家⼈傳授「選擇理論」。學習應⽤

「選擇理論」不單只是有⽤的，⽽且是愉快的；這讓我對精神健康更感興趣。

       
  在《精神病可以不藥⽽癒?!》⼀書中，我提出了「選擇理論研習⼩組」。
這些⼩組可以有⼤約12⾄15名成員，並由⼀位接受過｢選擇理論｣訓練的精神健康
專業⼈⼠主持定期聚會，⼀起學習怎樣在⽣活中應⽤「選擇理論」。他們可以

《精神病可以不藥⽽癒?!》及我的其他近期著作來帶領討論。研習⼩組是⼀個
既有效⼜便宜的⽅法去推動公共精神健康。

６



我⿎勵⼼理輔導員帶領「選擇理論研習⼩組」

  幾位⼼理輔導員可以聯⼿提供⼀個公共精神健康計劃；
⽽我建議⼤家採⽤「選擇理論研習⼩組」。輔導員可以與案

主進⾏個別輔導，採⽤我介紹的公共健康模式幫助他們促進

精神健康，並向案主解釋參與「選擇理論研習⼩組」的好

處。輔導員可以按常規收取個別精神健康輔導的費⽤，對參

加⼩組則收取相宜的費⽤。

 
  要建⽴⼀個公共精神健康系統，可能尚需⼀段時間；輔
導員要得到保險制度⽀付相關費⽤，可能要出⽰DSM-IV 的診
斷證明。不過，如果這些⼩組能證明果效良好⽽且費⽤便

宜，便可能吸引到醫療保險單位的個案主管轉介案主。記

著，這個模式只會幫助案主與⽣命中的重要⼈物相處融洽，

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輔導員成⽴研習⼩組後，可以向醫療保險單位、公私營
輔導中⼼、痛症診所、社會服務機構、⼤學保健所和私營醫

⽣介紹他們的服務。這些單位都正在使⽤昂貴的醫療模式，

醫治沒有病理依據的⼼理或醫學症狀。

  在這個過程中，輔導員可以成為推動真正的精神健康的
先鋒，得到社會的肯定。

       「選擇理論研習⼩組」所費無幾，但是對遍佈各地的精神
健康協會的服務，卻有事半功倍之效。協會⽀持這些⼩組，

便能為公眾提供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務。接受過「選擇理論」

培訓的輔導員可以帶領⼩組，與組員分享⾃⼰如何在⽣活中

應⽤「選擇理論」。我邀請任何有興趣的精神健康協會聯絡

威廉 ∙ 嘉撒學院。我們樂意提供協助，並會以⾮常相宜的收
費提供所需的培訓。

邀請精神健康協會參與



公共精神健康在學校中有重要⻆⾊

  學校，尤其是在低收⼊社區的學校，有很多成績強差⼈
意、不快樂的學⽣。他們往往不守規則，課業亦未能達標。在

這些學校裏，幾乎所有教職員和家⻑都依賴外控（通常是懲

罰），但是，外控⽤得越多，問題卻越嚴重。

 
  ⾃1966年，我便開始在這類學校內⼯作。那段時間，我寫
了五本書，第⼀本是1969年的《沒有失敗的學校》，最後⼀本
是2001年《每個學⽣都能成功》。《每個學⽣都能成功》描述
⼀間以「選擇理論」及能⼒為本教學為基礎，有良好精神健康

的學校。

 
  我稱這些學校為「嘉撒優質學校」。現時在美國，共有22
間「嘉撒優質學校」，⽽且會越來越多。當學校宣佈⾃⼰已成

為「嘉撒優質學校」時，幾乎所有學⽣和教職員都符合⼩冊⼦

內對精神健康的定義。

 
  「嘉撒優質學校」的學⽣，都沒有任何醫療模式所診斷的
病名（例如：ADHD，注意⼒缺乏過度活躍症 ），如果他們有紀
律問題，都很容易解決。學⽣的課業都能達標，甚⾄超標，全

部都能符合政府制定的標準。這些學校歡迎訪客，你可以透過

威廉 ∙ 嘉撒學院得到他們的地址。

  這些學校能有這樣的成果，都是透過我稱為「選擇理論研
習⼩組」的學習。在⼩組內，教職員、學⽣和家⻑⼀起學習

「選擇理論」，⼀起改善⾃⼰的精神健康。我們所有的⼯作，

都包含這個過程。



最後幾句重要的話

  在這本⼩冊⼦中，我解釋了醫療模式的謬誤，建議採⽤更
有果效、更有效率的公共精神健康模式取⽽代之。我們的經驗

已經證明「選擇理論」能幫助個⼈和⼩組學習精神健康。學習

「選擇理論」很容易，也很愉快，⽽且多數⼈都認為很有⽤。

其他廣為⼈接受的⼼理輔導模式，例如Alfred Adler, Aaron Beck,
Albert Ellis 和Cloe Madanes 的教導都有助促進精神健康。
       
  要找到最有效的⼼理輔導模式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於要遊
說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以公共精神健康模式取代現時使⽤

的醫療模式。事實上，我們花費了數以⼗億的美元投放在醫療

模式，⽽這個模式不單未能促進精神健康，更令問題變本加

厲。

威廉．嘉撒學院

  ［譯註］最新的聯絡⽅式可參閱網站 www.wglasser.com 或以下資訊：７

William Glasser Inc.
22024 Lassen St. #118
Chatsworth, CA 913911

(800) 899-0688 ~ (818) 700-8000
www.wglasser.com

  威廉 ∙ 嘉撒學校在全球各地都有提供教育培訓活動，歡迎
各位參加我們的培訓。我也寫了不少書，⽬的都是為了幫助輔

導員、⽼師、⾏政⼈員將「選擇理論」付之實踐。如果你想索

取培訓、書籍、視聽資料等資訊，或者想索取⼩冊⼦的英⽂

版，請聯絡   ：７

Glasser Institute for Choice Theory – US
P. O. Box 30082
Austin, TX 78755
+1 (313) 509-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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