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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考察国内心理健康专业服务人员对专业机构建构的看法及其现实情况。方法：采用 

方便取样，选取全国不同省市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及管理者共 1543人 ，使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情况调查 

表调查其对专业机构的人员构成情况、管理方法和工作检查与评估的主观理想情况和现实情况，并对其做 

比较。结果：(1)心理健康工作者对机构人员构成上的主观理想情况和现实情况没有明显差异。在主观理 

想模式中，不同专业工作者对心理咨询师的理想人数的看法不同，心理咨询师认为的理想咨询师人数 

(3．6±2．4)多于通科医生 (2．5±2．1)和心理辅导员 (3．0±2．4)。不同专业工作者对理想治疗师人数的 

看法也不同，精神科医生理想看法的数量 (3．0±2．4)高于通科医生 (1．6±．9)和心理咨询师 (1．9± 

1．3)。在现实模式中，不同专业机构的实际人员配置上，咨询师或治疗师比例和测量人员 比例不尽相同， 

心理咨询专业工作者所在机构的咨询或治疗师人数 (5．5±5．8)多于精神科医生所在机构 (5．0±4．0)， 

而精神科医生所在机构的测量人员多于咨询师所在机构的测量人员 [(2．3±1．6)vs．(1．8±1．5)]。(2) 

心理健康专业工作人员对专业机构建构的管理方式和专业工作评估方面存在理想和现实层面上的明显差 

异 ，在督导、案例讨论、对疗效进行评估等方面现实状况均落后于被试的理想状态，如有 87．3％的人希望 

有督导 ，而现实中只有 28．0％的人有督导。结论：国内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专业机构管理和建构的人员构 

成 、管理方法和工作评估等方面存在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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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ervice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 China．Methods：Totally 1543 Chinese counselors and psychother。 

apists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rs were asked to fiU up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hich covered ideal and actual 

patterns of personnel combination，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evaluation．Results： (1)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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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deal and actual personnel combination． However，there were significan 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 members on the ideal numbers of counselors，therapists，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psychological testing，and receptionists．The ideal number of counselors in a psychological service set- 

ting expected by the counselors (3．6±2．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perceived by general physicians 

(2．5±2．1)and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psychological guidance(3．0-t-2．4)．The ideal number of therapists， 

psychological testing people and receptionists expected  by the psychiatris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per— 

ceived by the other professional members．Th 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settings on the actual 

number of counselors，therapists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people．Actually，there were more counselors and ther— 

apiSts than psychiatrists in the counseling services[(5．5±5．8)VS．(5．0±4．0)]，and more psychological tes 

ring people in the psychiatric departments or hospitals[(2．3±1．6)VS．(1．8±1．5)]．(2)There was obvi— 

ously difference between ideal and actual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among various 

professionals．Th e actual situation was worse than the ideal perspective in the rate of supe rvision，case discussion， 

and outcome evaluation．Conclusion：There are 0bvious differences be tween ideal and actual pa~erns of personnel 

combination，organization man 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organiza— 

tion．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ervice；organizational setup；management；evaluation；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 (3)：164—169．) 

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作为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已在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 

系、资格认证体系、专业行会等管理体系，制定了 

相应的规则或法律，对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和 

培训，心理健康工作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1 J。尽 

管中国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业在近二十几年里也已有 

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外专业体系相比，国内的专 

业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人员培训不足、管 

理混乱、定位不明确等 。 

在心理健康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专业行会 

组织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建构都有明确 的规 

定 。但是，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仍较为模糊。 

中国现有的专业服务机构多隶属于综合医院或高 

校，分别接受生物医学、高校德育或学工系统的管 

理 。然而，近年来，专业人员出国学习的机会 

增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大幅度增加，国内专业人员 

对于专业服务机构的建构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因此，本研究将分别调查专业人员对心理健康服务 

机构管理和建构的看法及其现状，并将其与国外的 

情况进行比较。 

1 对象和方法 

天津、上海、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古、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 

西、福建。 

抽样调查初始方案如下：在每个省份中选择 2 

个城市，多为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非省会城市。在 

每个市里调查 4O～50人，人员分布为： (1)省、 

市级综合医院、精神科专门医院各 1—2所 (每所 

负责人 1人 ，专业人员 1～2人)； (2)大学、中 

学 (重点、非重点)各 1～2所的心理咨询机构中 

的全职或兼职心理咨询工作者、心理咨询工作负责 

人 (每所负责人 1人，专业人员 1—2人)； (3) 

其他专业人员，包括私人开业者、企业开设的相关 

专业中心人员等。通过委托各省市相熟的专业工作 

人员等方式发放问卷。因实际取样时遇到一定困 

难，在强调上述要求的情况下，根据方便取样的方 

式尽可能按照上述要求搜集相关人员的数据。 

在 1543名调查对象中，男性575人，女性958 

人，缺失 10人；年龄 20～74岁，平均 (36±9) 

岁；精神科医生 193人，通科医生 46人，临床心 

理学家44人，心理咨询师 518人，心理治疗师62 

人，心理辅导员 323人，其他 244人，缺失 113 

人。专业人员 769人，管理人员 33人，管理兼专 

1．1对象 业人员 398人，该项数据缺失 34人。专业人员是 

调查对象为全国不同省市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 指以心理健康服务为专业工作的从业人员，不担任 

及管理者共 1543人。涉及省市 自治区包括北京、 机构内管理责任；管理人员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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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不从事专业工作； 

业工作，又担任管理任务。 

1．2工具 

管理兼专业为既从事专 2 结 果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情况调查表 J。本研究 

．从该调查表中抽取有关专业机构管理和建构的部分 

进行分析，主要包括 3方面的内容： (1)专业机 

构人员组成。分为现实情况 (管理人员和其他人 

员包括咨询师或治疗师、心理测量人员、接待人员 

的数量)和理想情况 [问题是 “您认为一个心理 

健康服务机构至少应包括哪些人员 (可多选，如 

认为不需要可填0)”，“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 

心理测量人员、管理人员、接待员或护士各多少 

名”]。(2)专业工作评估。分为现实情况 (问题 

“您所在机构对专业工作的检查评估方式：专业知 

识考核、根据来访者家属的反馈、对来访者进行随 

访追踪、上级管理者评定、同事间互评”，进行 1 

“没有” 一5“总是”点评估)和理想情况 [问题 

“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估专业人员的服务情况 (可多 

选)”，选项：由来访者或家属处获得反馈信息； 

案例分析和讨论；由专家或督导进行评定；对来访 

者或病人疗效进行追踪；专业人员 自评疗效效 

’果]。(3)专业机构管理方法。分为现实情况 (问 

题 “目前您是否有专业督导；目前您是否定期参 

加案例讨论；专业机构是否对专业人员接受继续教 

育有具体要求”)和理想情况 [问题 “您认为对机 

构人员应采取哪些管理办法 (可多选)”，选项： 

督导、继续教育和案例讨论]。 

1．3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1．5软件进行描述统计、行 ×列表 

卡方检验及方差分析。 

2．1专业机构人员构成情况 

2．1．1理想模式 

主观理想模式的各类人员配置数具体如下：咨 

询师 (3．2±2．5)人，治疗师 (2．1±1．8)人， 

测量人员 (1．5±1．1)人，管理人员 (1．3±0．7) 

人，接待员或护士 (1．6±1．7)人。 

进一步对不同专业工作被试对一个专业机构理 

想人员构成的看法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不 

同专业工作者在理想心理咨询师的人数配置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事后检验发现，心理咨询师所填写 

的理想咨询师配置人数高于通科医生、临床心理学 

家、心理辅导员和其他人员所认为的一个机构需要 

的咨询师人数，而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专业工作者在理想心理治疗 

师的人数配置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事后检验发 

现，在各类专业人员中，精神科医生填写的理想治 

疗师人数高于除心理治疗师外所有被试；通科医生 

填写的理想治疗师人数低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 

师。不同专业工作者在理想心理测量人员的配置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科医生填写的理想测量人 

员人数高于其他所有被试；心理咨询师填写的理想 

测量人员人数低于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员及其 

他。不同专业工作者在理想接待人员的人数配置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科医生填写的需要接待人 

员人数高于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填写的理想接 

待人员人数低于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员及其他 

(表2)。在对管理人员的理想配置上，各专业工作 

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不同专业工作者主观理想人员配置情况比较 ( ±s) 

注 ：一 P<0．01，⋯ P<0．001。 

2．1．2现实模式 

实际模式的各类人员配置数具体如下：咨询师 

与治疗师 (4．7±5．2)人，测量人员 (1．4±1．6) 

人，接待员或护士 (1．5±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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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业工作者所在机构在咨询师和治疗师人 

数配置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科医生所在机构的 

咨询师和治疗师人数少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 

和心理治疗师所在的机构；心理治疗师所在机构的 

咨询师和治疗师多于通科医生和心理辅导员所在机 

构。不同专业人员的机构所有的心理测量人员人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精神科医生所在的机构测量人 

员多于通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及心理辅导员所在机 

构；心理辅导员所在机构的测量人员少于精神科医 

生和心理治疗师所在机构。各专业工作者所在机构 

的接待员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2)。 

表 2 不同专业工作被试所在机构实际人员配置情况比较 ( ±s) 

注 ：P<0．001。 

现实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人数的统计结果表明， 

有468人 (30．3％)选择 1人；401人 (26．0％) 

选择 2人；515人 (33．4％)选择 2人以上；缺失 

数据 159人 (10．3％)。为与理想模式进行比较， 

重新统计理想中的管理人员的具体数 目，发现有 

823人 (53．3％)选 填 1个 管 理 者；286人 

(18．6％)填写2个管理者；共 64人 (4．2％)填 

写人数为2人以上。对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下分别 

选填 1人、2人或 2人以上的被试进行卡方检验， 

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67．58，P=0．000。 

2．2专业工作评估 

2．2．1理想模式 

被试对专业人员服务情况应进行理想的评估的 

统计显示，1248人 (83．6％)认为可由来访者或 

家属处获得反馈信息；1172人 (78．5％)认为可 

从案例分析和讨论得到评估；1195人 (80．0％) 

认为可由专家或督导进行评定；1180人 (79．0％) 

认为可对来访者 或病人疗效进行追踪；965人 

(64．4％)认为可由专业人员自评疗效效果。 

对各类专业工作人员进行多项选择分析，发现 

各类人员均偏向于前 3种评估方式。具体来看，除 

通科医生较偏好于家属反馈和专家或督导评定外， 

其他各类专业工作人员对前 3类评估无差异 (表 

3)。 

表 3 各类专业人员对服务工作的理想检查与评估的应答结果／例 (％) 

注：各专业人员总应答人数其1157人。 

2．2．2现实模式 

被试所在机构实际考察方式统计结果显示，各 

种检查方 式 的均值 依次 为 2．27、2．50、2．59、 

2．40、2．45。对不同专业工作人员在各选项上的回 

答进行差异检验，发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0．05)。总体而言，临床心理学家对专业工作进 

行评估中利用家属反馈、随访追踪两种方式多于其 

他各类人群，精神科医生则在专业知识考核和上级 

锄  。稚黔 



168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 Vol 25，No．3，2011 

评定的选项方面多于其他人群，而在同事间互评选 

项上评分最高的为心理咨询师。 

为便于与理想模式比较，将在五点评分上选择 

较少、适中、很多和总是的被试均记为有此类考察 

方式，计 算 人 数 百 分 比。结 果 显 示，966人 

(74．9％)所在 机构 使用 家属 反馈 法；849人 

(64．1％)所在机构使用专业知识考核法；919人 

(72．0％)所在机构使用上级管理者评定法；1019 

人 (79．1％)所在机构使用随访追踪法；940人 

(74．6％)所在机构使用同事间互评法。 

2．3管理方法 

2．3．1理想模式 

对三种管理方法进行多选题分析，结果显示， 

在对此题作答的 1479人中有 1291人 (87．3％)认 

为机构应该有督导要求；1322人 (89．4％)认为 

机构应有继续教育要求；1355人 (91．7％)认为 

机构应有案例讨论。 

为考察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管理方法的选择 

上是否有所不同，对其进行多项选择分析。结果专 

业人员更偏好于案例讨论，而管理人员更偏好于继 

续教育 (表4)。 

表4 不同情况人员在管理方法上的分布／例 (％) 

2．3．2现实模式 

对实际管理模式的考察发现，在作答的 1454 

人中，仅有407人 (28．0％)正在接受督导 (183 

人个体督导，206人小组督导，18人 同时两种督 

导)。有 224人 (15．4％)所在专业机构对专业人 

员有继续教育要求。填写问卷时说明在定期参加案 

例讨论的专业人员为730人 (50．2％)。 

3 讨 论 

心理治疗师、测量人员和接待人员均显著高于心理 

咨询师，而心理咨询师认为咨询师的配置人数应高 

于精神科医生。这种主观理想模式与二者所隶属的 

不同机构相符。与国外情况类似 J，精神科医生 

接触的患者数量较多，同时问题较为严重，需要较 

为快速有效的治疗控制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包括 

有效的测量和其他人员 (如护士)的帮助。而心 

理治疗师和咨询师的工作机构多设于学校、社区， 

所进行的是一般心理问题 (神经症性)的处理， 

主要是通过咨询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使患者体验到 

新的客体关系，从而消除其症状 J。心理咨询师 

在学校或社区的工作模式，决定了其所需要的接待 

员或护士数量少于医院专业人员。现实模式中，测 

量人员的实际数量也出现了差异，但在心理咨询师 

和治疗师的人数配置上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差异。可 

能原因是，对现实模式的考察中，未区分心理治疗 

师和咨询师。但同时也反映出国内对咨询师和治疗 

师的区分并不明确。 

由于调查问卷中问题选项考察的方式不同，无 

法对理想和现实情况进行差异检验，但从理想人员 

和各机构实际拥有的人员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差 

距不大，这与设想不同。有研究指出，现有专业人 

员与需要之间缺 口较大 ；在美国，仅加州一个 

州，到 1992年为止就有婚姻、家庭、儿童注册心 

理治疗家 1．9万人 ，而我国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和 

治疗的专业人员的人数没有确切数据，但远无法达 

到发达国家标准。相对于我国 13亿人口而言，在 

此方面的专业人员严重匮乏。造成本调查所得理想 

模式与实际情况无差距的原因可能是： (1)对公 

众的宣传不足，公众对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理解有 

限 9]，反映到对专业服务的需求上，没有出现供 

不应求的情况； (2)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服务水平 

有限，导致公众无法真正从专业服务中受益，反映 

在对专业服务的需求上并不积极踊跃。 

3．2专业服务工作的检查与评估 

对专业人员服务情况的检查和评估是专业机构 

保证其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各类专业工作人 

员都更赞成使用反馈信息、案例分析、专家评定和 

3．1专业机构人员构成 疗效追踪的检查和评估方式。对其进行不同专业工 

本研究显示，在心理治疗或咨询机构的人员构 作人员之间的比较可发现，实际工作中，精神科医 

成方面，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咨询师在对各类人员配 生使用的评估方式多为专业考核和上级评定，可见 

置的看法上存在差异。精神科医生认为的所需要的 精神科医生多使用医院模式的评估方式。而临床心 
嘲 露 斡 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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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则更倾向于家属反馈和随访追踪。在国外， 

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由相应专业学会负责，并定期 

对专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进行考核。专业机构会根据 

其能力专长等，对其所能从事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对 

象作出限制 ]。目前国内没有指定机构定期对专 

业人员进行考察的机构和制度，因此对专业人员服 

务治疗进行评估的任务全权落在专业机构上。从本 

研究的数据看，并非所有专业机构都对其专业人员 

的专业质量有定期考核，提示这是专业服务者值得 

注意的问题。 

3．3专业工作的管理方式 

本研究对专业管理方式的考察发现，专业人员 

都更偏向于对专业工作进行督导、接受继续教育和 

组织案例讨论。但现实情况是，在接受调查的人中 

只有 28％的人正在接受督导，包括个体督导和小 

组督导。这与理想模式中，有 87．3％的人认为应 

该有督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与相关研究 ’m 结 

论一致。而在美国，专业人员取得行业资格执照之 

前，必须接受长时问的专业督导，取得执照之后也 

需接受终身专业督导 川 。在本研究中，继续教育 

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有 89．4％的人认为专业机 

构对其工作人员应该有继续教育的要求，但只有 

15．4％的人填写其所在专业机构对专业人员有该项 

要求。据调查，我国目前从业的大部分专业人员只 

参加过短期培训班，仅有很少数的人受到过较系统 

的培训【】。。 。而在美国，即使是专业人员已经获 

得从业资格，每年还要取得 30～50个继续教育的 

学分 。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就心理健康工作者对于专业机构人员构 

成、专业工作评估以及管理模式 3个方面的主观理 

想模式和实际模式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比较。但为 

得到更为全面的信息，本研究中部分数据无法进行 

量化分析，导致结果推论有限。然而，就现有结果 

即可发现心理健康专业工作人员对于专业机构建构 

的管理方式和能力评估方面的主观理想和现实情况 

存在巨大差异。这体现了国内心理健康机构的现实 

发展已落后于专业人员对该行业的认识。同时，精 

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在多方面的理想建构上存在 

差异，反映了二者不同的要求，在未来专业机构的 

建设中应根据不同专业人员的构成进行管理和建 

构。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区分各类工作人员对 

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心理服务机构建设的需求， 

为各类型心理服务机构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方向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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