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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源自疑惑與不知情。由資深精
神科醫生團隊編寫的《啟動 心康——
精神健康求助攻略》，為讀者詳盡拆解
各種精神病與情緒病之迷和診治方法。
原來思覺失調、妄想症、驚恐症、抑鬱
症等等，並非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它們
是可以醫治的，而康復者更是可以正常
快樂地生活，為社會做出貢獻。

精神健康求助攻略

—— 邵國華

啟動 心康

讓大眾認識精神病的戰事，要比認
識一般身體毛病難得多。香港精神科醫
學院撰寫、編輯、整理的這部著作，可
以說是一次「諾曼第登陸」， 雖然未能
抵達終點，但距離勝利又接近了一步！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前身為香港精神科醫學會），於1993
年成立，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轄下其中一間學院。學院的
主要目標及宗旨為致力貫徹推動香港精神科服務發展，以
及促進國際性和全國的精神醫學組織間之聯繫。此外，香
港精神科醫學院在精神科專科醫生的專業培訓上擔當着主
導角色，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進行專科考試及頒授院士
資格。

啟動 心康
精神健康求助攻略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編著

封面相片：勝利之星（精神病康復者 Rachel 所攝）
封底相片：結步同行（精神科醫生麥永接所攝）
在一個精神科醫生和精神病康復者的攝影交流外影日上，醫生鼓勵康復

探討由兒童、青少年、成人、懷孕前後直至老
年可能發生的精神病症及治療方法；患者及康復者親
述心路歷程；鼓勵其他患者勇敢地面對精神疾病，
重構康健豐盛之人生。

者和途人溝通，拍攝他們的開心一刻。在交流其間，有康復者坦然承認

精神健康是健康之基石！

我們醫生和康復者一起創作了這部著作，表現了我們攜手結步同行，啟

自己曾患精神病，證明他們已衝破了患病的標籤，不單能夠接納自己，
亦為重新融入社會走出重要一步。

動心康，定能戰勝病魔，取得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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