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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李明濱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主持人

1

2014年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為：「自殺

殺防治之重要，期灌輸自殺防治網絡環環相

防治 全球串連」，有效串連自殺防治網絡，

扣，缺一不可，進而將正確之觀念推向四面

是推動自殺防治以來，極為重要的一環，亦

八方。

是學會努力落實的方向。為使自殺防治工作

本期介紹今年度世界自殺防治日之主

更能有效串連，學會致力深耕自殺防治及多

題，特邀實務與學術兼具的專家解析自殺篩

元化宣導，全面針對各階層自殺防治工作者

檢工具之效果，還收錄了2014年1-6月自殺

及一般民眾，辦理課程講座及設立線上交流

通報個案特性分析及2014年電話調查結果摘

平台，期以強化自殺防治樞紐，以達自殺防

要，當然亦刊載常態性中心本季之工作要覽

治，網網相連之成效。

及寶貴的分享交流等。。

在8月31日舉辦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

最後，自殺防治之腳步，一刻不能停

討會，會中邀請台日韓專家學者分享網路與

歇，需要依靠各界的支持與投入方能，承先

自殺防治之關係；另響應9月10日世界自殺

啟後，繼往開來，使珍愛生命之理念順應潮

防治日，於當天舉辦「攜手關懷 “網”救生

流，與時俱進，編織成綿密扎實的自殺防治

命 傳遞希望」記者會，藉此呼籲國人重視自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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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
自殺防治日專題

自殺防治 全球串連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Connectedness)」在各個層次上，都是相當
重要的。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國際事務團隊

要。研究顯示，社交孤立會增加自殺風險；

「自殺」是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選擇

子。因此，伸手接觸那些孤獨孤立者，提供

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他們心中的痛苦是他人

「串連」對於潛在的自殺傾向者非常重

相反的，良好的人際關係則可做為保護因

支持與友誼，是一種挽救生命的行為。

難以想像的，而他們的死亡不但將悲傷和遺

「串連」在臨床照顧上也是必須的。

憾留給了家人朋友，在社區裡往往也會產生

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憂鬱症，在自殺防治

重大的連鎖反應。

上是重大的危險因子。雖然在國際上對於精

每年超過80萬人自殺身亡，約略於每40

神疾病的治療已經有所改善，但是並非每個

秒就有1人自殺死亡。每年因自殺而失去的

人都能平等的享有這些治療。基層醫療的醫

生命超過他殺和戰爭總合的死亡人數。

師們，往往是精神病患者所接觸的第一站，

2012年，自殺是全球30至49歲人口的

但是總無法給予診斷與治療。然而因為專科

第五大死因，也是15至29歲人口的第二大死

精神病醫師的資源有限，轉介的選擇也是有

因。以2012年而言，每自殺身亡1個個案，

限的，即使有這些服務，在相互協調上總是

估算就有27人企圖自殺。

不足以提供適當的照顧。精神病患者常常被

在2012年，自殺占全世界死亡人數的
1.4%，死因排名為第15位。
在北美和歐洲，自殺主要的危險因子

「遺漏」，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更為嚴重。
每年因自殺而失去的生命超過他殺和戰爭總
合的死亡人數

為心理疾病(尤其是憂鬱症和酒精濫用)，而

而醫療服務之間的連結和合作在自殺防

對亞洲國家而言，「衝動」是相當重要的因

治上相當重要，在對的時間上還需要有對的

子。自殺的因素是複雜的，包含了心理、社

醫師，因此當精神病患者有需要的時候，必

會、生理、文化、和環境多個層面。

須能夠提供有效且全方位的治療方案。

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和世界衛生

最後，在國家展望及國際間「串連」

組織（WHO）都致力於推動自殺防治，因

是必要的。許多臨床和非臨床機構都在努力

此「世界自殺防治日」是國際上相當重要的

的推動自殺防治，但他們的努力有時是不同

日子。在世界自殺防治日，會聚集有志於自

步的。世界自殺防治日可以成功的鼓勵這些

殺防治之個人與團體，戮力於珍愛生命。

機構相互學習。同時，在自殺防治日的討論

自2003年以來，各國會在每年9月10日
的世界自殺防治日，表彰對自殺防治的努

中，自殺者遺族的聲音可以被傳達出去，使
自殺防治活動協調更為有效。

力。今年(2014年)，世界自殺防治日的主題

2014年的世界自殺防治日是特別重要

是「自殺防治 全球串連」，這主題反映了

的，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將在當日發布世界

一個事實：在自殺防治的過程中，「串連

自殺報告。該報告遵循了「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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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
自殺防治日專題

2013-2020年全面心理健康行動計畫」，呼
籲其194個成員國，致力於在2020年之前將
國家自殺率降低10%。
世界自殺報告是目前國際上在自殺防治
方面最全面、最新的記錄。

自殺防治日「單車繞世界」活動。
每年的9月10日是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IASP)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之「世
界自殺防治日」，而今年世界自殺防治日的
主題是「自殺防治，全球串連」。國際自殺

它包含各個國家最新的數據，概述自殺

防治協會呼籲各國踴躍參與「單車繞世界」

流行病學特性，並探討了自殺主要的危險因

活動，目標是募集到環遊地球一圈的里程數

子和保護因子，更重視可以改變的因子，並

(40075公里)，以達成「全球串連」的理想。

描述了許多國家已經執行的自殺防治策略，

希望您於9月10日(三)，騎上腳踏車，不

同時指出它們共同的特點，顯現出有效降低

論是室內健身房或是室外腳踏車，任何里程

自殺重要措施之證據。根據這些資訊，針對

皆歡迎。您更可以在國際自殺防治協會網站

不同國家在未來自殺防治的發展方向上提出

下載官方標籤，貼在您的腳踏車上，宣傳自

建議。

殺防治。

世界自殺報告是自殺防治議題上寶貴的

希望您能響應活動，騎上腳踏車，不

資源：它為正在發展自殺防治政策的國家，在

論是室內健身房或是室外腳踏車，任何里

政策制定和執行上提供學習課題，並對臨床和

程 皆 歡 迎 ， 並 於 9 月 11 日 中 午 1 2 點 之 前 ，

非臨床機構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幫助自殺高危險

將您的姓名和總里程數上傳至http://goo.gl/

群提供指引，也帶給自殺者遺族和有自殺意念

WV0vWM 。您更可以在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或想法，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是有希望

網站下載官方標籤，貼在您的腳踏車上，宣

的。如此，世界自殺報告在各個層次上都呼應

傳自殺防治。

今年自殺防治日的主題「串連」。

歡迎您加入「單車繞世界」活動，不管

身為今年世界自殺防治日的一份子，在

您騎多遠，每段距離無論長短都有意義，代

9月10日與世界各地致力於自殺防治的人們，

表一份對自殺防治的支持與珍愛生命理念的

一同將這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成為社會的

發揚，讓我們與世界同步，踴躍參與這項世

焦點，確保在政策上得到它應有的關注。

界級的盛事。更多活動資訊請參閱全國自殺

國際自殺防治協會的「單車繞世界」是世界

防治中心網站最新消息(tspc.tw)。

自殺防治日代表性的活動，鼓勵所有的國家
「串連」在一起。

2014年世界自殺防治日「單車繞世界」活動
輪輪相連 轉出關懷 踩出希望 全面啟動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致力於自殺防治之推動，並與國際接軌，響
應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今年推行之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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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上傳里程數

貳

自殺防治新視野

自殺篩檢工具之效果：
掌握先機防治自殺，
活化網絡挽救生命
台大護理學系暨研究所
吳佳儀 助理教授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但以風險篩檢的概念輔以簡短有效的工具，
將有助於進行基層醫療體系中的高危險群
個案辨識、追蹤及自殺防治工作(Bech et al.,
2001; Lish et al., 1996)。有些學者認為以篩
檢來作為界定"高危險性"(High risk)個案或預
測個案是否可能自殺身亡的方法(Kapur et al.,
2012)，無法達到很好的自殺防治效果，原因

自殺是一個全球重視的公共衛生及心理

在於僅由篩檢評估或分類個案無法完整了解

健康議題，由於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自殺現

個案的醫療處置需求，其預測結果亦可能受

象有其特異性(如自殺的性別與年齡分布、常

篩檢工具本身信效度所影響，導致預測力不

見的自殺方法等)，因此自殺防治策略需要

佳的問題，支持這一派論點的學者認為應藉

因地制宜。我國自殺防治策略涵蓋全面性、

由仔細的自殺危險因子評估以形成完整的個

選擇性與指標性三個主要層面，其中「選擇

案照護計畫。然而，風險評估的宗旨，在於

性」策略廣泛涵蓋心理健康篩檢、校園自殺

早期篩檢找出具有相對高風險或處於心理困

防治、老人自殺問題處置以及社區化整合型

擾的個案，及時介入所需關懷並予轉介，以

醫療照護之推動等工作(李等, 2006)，為達到

利安排合適的精神醫療或處置，這樣的概念

早期辨識自殺或憂鬱傾向者以利適時轉介的

在社區、學校或對於一些重點族群來說，特

目的，運用簡短的自殺風險評估工具，針對

別重要，因為多數具有自殺企圖或自我傷害

潛在的高危險群進行篩檢，是一個重要的早

的個案並未進入醫療系統，願意就醫者只是

期預防策略(Bech et al., 2001)，若能及早偵測

冰山一角，一些個案可能具有高度自殺風險

基層醫療病患的憂鬱症狀並提供後續照護與

但尚未被外界所發現，倘若社會大眾或基層

支持，則可能達到有效降低憂鬱及自殺風險

醫療人員能發揮自殺守門人的精神，進而經

的目標(O'Connor et al., 2009)。

訓練可使用簡單的自殺危險性篩檢工具評估

運用結構性工具進行自殺危險性篩檢

個案風險，主動發現、辨識、回應及轉介高

(Suicide risk screening)的防治策略對於未受過

危險個案至合適的醫療服務，將有助於發現

心理衛生專業訓練的臨床人員來說，提供了

心理健康問題、精神疾病或自殺風險，進一

一個客觀且基本的臨床評估指標與架構，其

步降低自殺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結果亦為評定個案自殺風險層級的參考(Ellis,

晚近已有一些研究指出以簡短的篩檢工

2012)。篩檢工具對於自殺個案處置經驗不

具檢視自殺危險因子(如憂鬱症狀、過去/現

多的基層醫療與精神科醫護人員來說，可於

在的自殺意念或自殺企圖等)，有助於早期發

短時間內提供有關個案自殺危險性的基本評

現需要幫助的成年個案(如40-64歲中年人)，

估，作為處置上的參考。目前文獻對於自殺

以利後續的憂鬱症處置及自殺防治(Oyama &

篩檢的成效尚無定論(Gaynes et al., 2004)，

Sakashita, 2014)，這個做法在鄰近的日本已
第九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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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獲實證研究證實其效果，對於文化本質相近

國已有一些以學校或社區為主的心理健康篩

的台灣來說，值得借鏡。這樣的做法對於某

檢計畫(如The Teen Screen Program)，主要針

些年輕族群而言，亦可發揮極大的成效，以

對青少年及其父母提供篩檢、轉介服務以利

美國青少年為例，具有自殺意念且認真考慮

持續評值，此篩檢計畫對於預防青少年因憂

自殺的青少年比例高達五分之一，曾經嘗試

鬱或其他心理疾病導致輟學、自殺、或嚴重

自我傷害或自殺的青少年占5-10% (Gould et

的心理困擾，可達到良好的效果(American

al., 2003; Hawton et al., 2012)，但青少年求助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Gould et al.,

的比例卻是極低，且大多數青少年求助的對

2009)。

象為朋友或父母，大約僅兩成的16-24歲青少

綜合以上所述，掌握有效、簡短、容

年願意求助於醫療協助(Biddle et al., 2004)，

易執行的自殺危險性篩檢評估，是一個值得

然而，更多處在自殺危機中的青少年是潛藏

考慮的自殺防治策略，那麼，有那些項目涵

在冰山一角下的危險族群，其生物、心理、

蓋在篩檢內容中呢? 文獻指出評估項目包括

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層面交互作用之影

基本人口學資料、憂鬱症狀、絕望感、物

響不容忽視。因此，在學校中選擇合適的時

質/酒精濫用、過去自殺企圖、社會孤立性

機與情境進行自殺危險性篩檢，可以主動發

等層面，這些都是重要的自殺危險因子，

現一些具有高風險的青少年，進一步給予關

例如悲傷的人(SAD PERSONS Scale)(見下

懷並建立同盟關係，後續須掌握可得資源，

表一)、自殺篩檢量表(Ask Suicide-Screening

形成個人、家庭、學校間之連結網絡共同討

Q u e s t i o n s , A S Q ) 、 病患 健 康 量 表 ( P a t i e n t

論處置、照護和醫療介入之對策。目前在美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簡短症狀評估量

表一、悲傷的人量表(SAD PERSONS)

題號

5

自我評估內容

選項

1

S

男性

1□是

0□否

2

A

年齡 ≦19 或 ≧45

1□是

0□否

3

D

我曾經罹患憂鬱症或者曾經到精神科就診

2□是

0□否

4

P

我曾經試圖傷害過自己或自殺

1□是

0□否

5

E

我曾因過度飲酒 (或長期服用某種藥物) 而影響生活

1□是

0□否

6

R

我曾在意識清醒時，聽到或看到一些別人聽不到、看不到的聲音或影
像，或者我深信一些別人不以為然的想法

2□是

0□否

7

S

我的婚姻狀態是單身/離婚/分居或喪偶

1□是

0□否

8

O

我這次住院是因為嚴重的傷害自己或自殺

2□是

0□否

9

N

在我低潮時找不到一個信任的對象傾訴

1□是

0□否

10

S

未來我(仍)會想要傷害自己或自殺

2□是

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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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表5-item(Brief Symptoms Rating Scale, BSRS-

death. pp. 147-157. London: Martin Dunitz.

5)等都是目前廣泛用於社區、學校、急診或

4. Biddle L, Gunnell D, Sharp D, Donovan JL.

內外科等不同情境下的自殺危險性篩檢量表

(2004). Factors influencing help seeking in

(Bech et al., 2001; Chen et al., 2005; Horowitz

mentally distressed young adults: a cross-

et al., 2012; Wu et al., 2014)。多數這類的量表

sectional survey.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可能具有高敏感度(Sensitivity，即量表預測

Practice, 54, 248-53.

之結果與實際自殺身亡結果相符的可能性)，

5. Chen HC, Wu CH, Lee YJ, Liao SC, Lee MB.

但其特異度(Specificity，即量表預測結果為

(2005). Validity of the ﬁve-item brief symptom

非自殺身亡且符合真實情況之可能性)可能較

rating scale among subjects admitted for

低，因此在選擇工具時須考慮不同族群(例如

general health screening. Journal of Formosan

青少年或中老年、社區或住院病患)及使用目

Medical Association 104, 824-9.

的(例如預測未來再自殺率或轉介精神科住院

6. Ellis CLO. (2012). Is a clinician's “gut

之需求)，將量表之信效度納入評估。此外，

feeling” enough to identify self- harm? BMJ,

和篩檢評估同等重要的議題，是評估者與個

344, e142.

案的治療性關係以及完成評估後的後續處置

7. Gaynes BN, West SL, Ford CA, Frame P,

問題，詢問自殺相關問題時需藉由治療同

Klein J, Lohr KN. (2004). Screening for

盟(Therapeutic alliance)和個案保持良好的互

Suicide Risk in Adults: A Summary of the

動，以形成初步及彈性的治療計畫(Richman,
1993)，評估者亦需藉由專業溝通技巧，於評
估時同步傾聽、同理個案的經歷與感受，秉
持著尊重、行善、不傷害等倫理原則，以利
關係建立及持續追蹤管理或治療。

Evidence for the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40(10), 822-37.
8. Gould, MS, Greenberg, T, Velting, D, Shaffer
D. (2003). Youth Suicide Risk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A 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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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經驗分享( II )
王俊堯關訪員
台北榮總員山分院
從事自殺防治雖僅短短近四個月，但身
處第一線，且非每一個案皆願意、做好準備受
訪情況下，如何有效並於有限時間內與個案互
動，成為此專業之重要議題，亦為成長最為迅
速、獲益匪淺的核心技能。
受到傳統、民族、教育等多重影響之下，
台灣多數人對於自殺一詞仍帶有負面評價，選
擇逃避、漠然無視，自殺因而與性議題成為談
話禁忌，在民眾過少資訊流通，及無法以開放

102 年自殺死亡數據
102年自殺死亡人數計3,565人，粗死亡
率每十萬人口15.3人，較101年減少5.6%，位
居國人死因第11位。以世界衛生組織(WHO)
標準人口計算，102年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
人口12.0人，為近年最低。男性自殺死亡人
數2,388人，粗死亡率20.5人；女性自殺死亡
人數1,177人，粗死亡率10.1人。各年齡層之
自殺死亡人數及粗死亡率分布：15-24歲166
人，粗死亡率5.2人、25-44歲1,190人，粗死
亡率16.0人、45-64歲1,355人，粗死亡率20.2
人、65歲以上850人，粗死亡率32.1人。

態度面對，過度聚焦自殺字面意義之下，往往

自殺方式前三位依序為「吊死、勒死

無法有效解決自殺背後種種之問題根源，亦成

及窒息之自殺及自傷」(1156人，32.4%)、

為訪員欲接近個案一大阻力之一。

「以氣體及蒸氣自殺及自為中毒」(853人，

由於專業助人者為極度耗費心力之工作，

23.9%)及「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

有些訪員往往過度燃燒不自覺，造成日後蒙上

毒」(662人，18.6%)，其中「吊死、勒死及

可能無法抹除之心霾，不但傷害到自身，更甚

窒息之自殺及自傷」及「以固體或液體物質

者波及個案。因此訪員在聚焦個案時，也需時

自殺及自為中毒」較101年增加。男性自殺

常檢視自我，沒有人能完美保證與個案互動以

方式前三位為「吊死、勒死及窒息之自殺及

及工作雙重影響下，能永遠保持最佳狀態。

自傷」(35.4%)、「以氣體及蒸氣自殺及自

最後因世界各地與華人文化之差異，參考

為中毒」(26.7%)及「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

他國作法，並將自殺防治因地制宜在地化，為

殺及自為中毒」(17.3%)。女性自殺方式前

政府單位及訪員共同奮鬥之目標。政府機關制

三位為「吊死、勒死及窒息之自殺及自傷」

定政策不見然盡善盡美，而訪員亦需政府公權

(26.3%)、「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

力的支持，相輔相成之下，第一線訪員能指出

毒」(21.1%)及「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

政策需改善落實之處，政府能提供訪員更完善

(20.1%)。

支撐，珍愛生命就能有實質意義，而非僅僅落
得口號之境。

(粗死亡率及標準化死亡率單位為每十萬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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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電話調查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每年針對全國15歲以

2014年1至6月自殺通報共14,427人次，

上民眾抽樣進行「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認知

通報比為8.2 (通報人次÷去年同期死亡人

與行為調查」，今年於7月1日至7月12日間訪

數)，分案率為99.9%，分案關懷率為99.9%。

查2,147位民眾，結果顯示，67.0%民眾平時

通報單位以醫療院所通報數量為最多(佔

有使用網路，其中33.8%有持續且反覆地網

87.7%)，其次為警消單位(佔7.5%)及衛生局所

路遊戲，1.9%常與網路玩家上網造成情緒明

(佔1.9%)。

顯困擾或生活障礙。以DSM-V網路遊戲成癮

分析自殺通報個案特性，女性通報人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診斷標準，10.7%符

次為男性的1.76倍；各年齡層佔率為：14歲

合一項以上的診斷徵狀，1.2%符合五項以上

以下佔1.3%、15-24歲佔14.0%、25-44歲佔

的診斷徵狀(有網路遊戲成癮症)；15至24歲民

48.6%、45-64歲佔26.9%、65歲以上佔9.2%。

眾高達24.3%符合一項以上的診斷徵狀，3.4%
符合五項以上，網路成癮嚴重性遠高於其他
年齡層。
透過心情溫度計(BSRS-5)檢測，有情緒
困擾的受訪者佔6.6%，推估台灣約有133萬人
有情緒困擾，較去年調查結果為低；符合五
項以上網路遊戲成癮徵狀的受訪者則有28.2%
有情緒困擾問題，明顯高於一般民眾，顯示
網路使用與情緒困擾有密切的關係。有情緒
困擾的受訪者中有35.5%的人曾認真地想自
殺，11.9%曾有自殺行為，但僅20.9%曾求助
於醫療院所，顯示需多加強教育宣導，增加
民眾求助意願。
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對自殺防治工作幫
得上忙，需善用電視、網路及報紙媒體宣導
「自殺防治守門人」相關資訊，讓民眾對自
殺防治有正確的認知，成為自殺防治的第一
防線，進而協助週遭有自殺想法的親友，轉
介專業資源，進而降低自殺行為的發生。

9

自殺通報關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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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通報個案最常使用之自殺方式(除
「其他方式」外)為「安眠藥、鎮靜劑」(佔
38.7%)，其次為「割腕」(佔23.2%)，排名第
三為「燒炭」(佔6.9%)。
以性別分析自殺方式，男性使用方式排
名前三位為「安眠藥、鎮靜劑」(佔27.4%)、
「割腕」(佔15.6%)及「燒炭」(佔10.7%)；
女性使用方式排名前三位為「安眠藥、鎮靜
劑」(佔45.1%)、「割腕」(佔27.5%)及「其他
藥物」(佔7.3%)。
以年齡層分析自殺方式，14歲以下使用
方式排名前三位為「割腕」(佔40.1%)、「高
處跳下」(佔20.3%)及「安眠藥、鎮靜劑」(佔
13.9%)；15-24歲「割腕」(佔38.1%)、「安
眠藥、鎮靜劑」(佔28.5%)及「其他藥物」
(佔8.0%)；25-44歲「安眠藥、鎮靜劑」(佔
41.0%)、「割腕」(佔26.8%)及「燒炭」(佔
7.8%)；45-64歲「安眠藥、鎮靜劑」(佔%)、
「割腕」(佔13.7%)及「農藥」(佔7.3%)；

自殺防治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伍

65歲以上「安眠藥、鎮靜劑」(佔29.1%)、

工作要覽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農藥」(佔20.8%)及「其他化學物品」(佔
12.2%)。
自殺原因前三名依序為「家庭成員問
題」(佔17.8%)、「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
(佔16.7%)及「感情因素」(佔16.6%)。
以性別分析自殺原因，男性最常見之自
殺原因為「家庭成員問題」(佔15.6%)，其次
為「「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佔12.9%)，

◆縣市強化自殺防治策略討論會
自殺防治策略的規劃必須「因地制
宜」，以掌握不同地區的特性。為此今年中
心以自殺死亡率前六名之縣市進行輔導以及
強化自殺防治策略。會議上彼此交流、相互
討論，以加強在地自殺防治策略和措施。
第一站―苗栗縣衛生局

排名第三為「感情因素」(佔12.0%)；女
性最常使用之自殺方式為「感情因素」
(佔19.2%)，其次為「家庭成員問題」(佔
19.1%)，排名第三為「憂鬱傾向、罹患憂鬱
症」(佔18.8%)。
以年齡層分析自殺原因，14歲以下原

自殺防治網網相連！

第二站―雲林縣衛生局

因前三位為「家庭成員問題」(佔42.2%)、
「學校適應問題」(佔26.2%)及「其他人際關
係因素」(佔13.9%)；15-24歲「感情因素」
(佔36.5%)、「家庭成員問題」(佔18.0%)及
「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佔10.3%)；25-44

雲林縣衛生局吳昭軍局長主持。

第三站―嘉義縣衛生局

歲「感情因素」(佔20.0%)、「夫妻問題」
(佔18.4%)及「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佔
16.8%)；45-64歲「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
(佔20.8%)、「家庭成員問題」(佔19.3%)及
「夫妻問題」(佔18.5%)；65歲以上「慢性化
疾病問題」(佔31.4%)、「家庭成員問題」

主持人嘉義縣衛生局鍾明昌局長主持。

(佔16.7%)及「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佔
14.5%)。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陳快樂司長致詞
第九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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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南投縣衛生局

推廣珍愛生命理念，也感謝衛生福利部許銘
能次長蒞臨中心攤位關心，讓我們一同成為
自殺防治行列的一員，你我都是珍愛生命守
門人。

大合照

第五站―台東縣衛生局

◆響應「2014心所愛的文夏-致敬演唱會」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響應「2014 心所愛
的文夏致敬演唱會」活動於6月26日在台北
與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之林知遠院長合照

第六站―基隆市衛生局

華山文創Legacy展演空間，中心同仁與工作
人員一同於門口發送「心情溫度計」扇子，
並於進場前協助現場民眾使用扇面上的「心
情溫度計」，檢測自己進來的情緒困擾程
度，並宣導自我健康管理的概念，更期待透
過量表的運用，讓民眾主動評估周遭親友的
情緒，進而關懷轉介。

大合照

◆感謝義工支援銀髮展，活動圓滿成功
6月19日至6月22日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
為期四天的「2014台灣國際銀髮族暨健康照
護產業展」，中心在現場設置心情檢測站，
展示中心出版之自殺防治宣導手冊及發送
「心情溫度計」摺頁及相關宣導資料。現場
同仁及義工夥伴們也會協助民眾使用心情溫

測量你的心情

溫度！

度計量表自我檢測，並推廣人人都是珍愛生

7月10日至7月14日2014於福隆海水浴場

命守門人理念，同時邀請現場民眾成為珍愛

舉行貢寮海洋音樂祭，中心今年前往海洋音

生命義工。

樂祭設置宣導攤位，推廣「心情溫度計」與

本次活動感謝義工夥伴到場支援，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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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氣候炎熱，不過工作同仁的熱情活力依

工作要覽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新課上架

舊不減，運用中心吉祥物阿問與阿應結合陽

數位課程新鮮上架，內容多元且實用，

光、海灘、熱情，邀請現場熱情民眾參與及

推薦給想了解自殺防治的您。網址：http://

合照，並上傳至個人facebook及相關網路平

www.tsos.org.tw/home/

台，透過網路的力量傳遞珍愛生命理念。

◇主題： 心理健康促進基礎篇
講師： 陳宜明醫師
課程簡介：
本課程心理健康促進基礎篇主要分三
階段，首先介紹心理健康的意涵，再來提
到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第三為心理健康
促進理論。課程中並講述健康促進的核心
原則、要點及影響心理健康及疾病之因素

◆拜會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洽談
「單車繞世界」活動之合作
為宣導「單車繞世界」活動理念，由李
明濱教授率領林素如主任、張今菁專員、李
昱慶專員於8月13日拜會中華民國自行車騎
士協會，與何麗卿秘書長洽談合作事宜。
會中李明濱教授介紹「世界自殺防治
日」、自殺防治概況及今年「單車繞世界」
活動意義，而何麗卿秘書長對於自殺防治及
守門人的重要性表示贊同，又單車騎士的健
康形象非常符合此次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
故相當樂意能與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合辦「單
車繞世界」活動。

等，使觀者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及其影
響，重視心理健康促進議題。
◇主題：壯年期之心理健康促進
講師： 杜恩年醫師
課程簡介：
講師以「親子教養與家庭」、「工
作與失業」、「社區與居家」、「受刑
人」、「飲食」、「大眾宣導」及「藝
術」等議題代入壯年期之心理健康促進。
另外，講師更舉以其它國家心理健康促進
之政策，說明針對弱勢族群、健康不平
等、工作之行動內容，並以貼近你我日常
之家庭支持及大眾媒體，舉例說明其因應
及反思。

◆第三季「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自殺防
治課程」

康促進

自殺防治課程第三季辦理場次如下：
日期
7月4日
7月11日
8月20日
9月2日
9月12日

◇主題：心理健康促進─認識壓力與精神健
講師：張立人醫師

對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和平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忠孝院區
博仁綜合醫院、耕莘永和分院及宏恩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及台安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人數
11
18
6
13
14
共辦理5場，受訓人數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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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你常感到有壓力嗎？你知道你的壓力
來源嗎？聽過自律神經失調嘛？想更瞭解如
何減緩壓力或與壓力共存，看講師介紹的
「心理健康促進─認識壓力與精神健康促
進」。課程以身心障礙者舉例，介紹精神健
康促進的預防、壓力指數及自律神經失調
等，提供您一起來關心自己的身心狀況。
◇主題：校園自殺防治守門員訓練課程
講師：張清棊醫師
課程簡介：

◆FB粉絲專頁―珍愛生命打氣網
有鑑於Facebook為年輕族群最常使用之
社群網絡之一，為增加其接觸機會與強化其

此堂課程內容豐富，從心理疾病的成

正確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之概念，中心每月

因開始解說，講解過度的心理壓力會對生

特訂定不同主題並依其規劃貼文外，另結合

理造成哪些負面影響，接著分享遇到壓力

時事增加與粉絲互動，以期達到自殺防治網

時處理及面對的方法。接著介紹憂鬱症的

網相連、面面俱到之理想。

特色及成因，告訴大家如何辨認自殺及自

2014上半年度最具人氣貼文如下：

傷的警訊，希望藉由守門人訓練，讓大家
都能對身旁需要幫助的人進行一問二應三
轉介步驟，創造「人人都是珍愛生命守門
人」的關懷性社會。
◇主題：談校園之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講師：劉惠玲顧問
課程簡介：
身為大學生的你是不是時常感到心情
不好、憂鬱及憤怒呢?在這堂課當中清楚
的介紹同學們可能面臨到的情緒困擾，並
結合時事新聞，提供大家因應方法，以及

日本311大地震距今已3年，日本的人民仍不斷
的努力，我們更應該珍惜身邊所有，並一起為
日本加油！

運用正向心理學的角度介紹我們該如何讓
自己活的健康、活的開心！

要讓自己每天都充實的活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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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助人是件美好的事
珍愛生命義工
陳慧萍
因緣際會下參與珍愛生命義工活動，除
了有機會學習到自殺守門人及心情溫度計等
自殺防治策略外，進而能將此理念藉由活動
命運在自已手裡，不在別人嘴裡
2014上半年最受熱烈討論貼文如下：

推廣給一般社會大眾感到非常榮幸。
在參與醫療展的過程中，除了認識來自
不同背景的熱血志工，他們各自有不同原因
來到這裡，相同的是我們同樣希望今天來這
個活動的任何一位陌生人，如果能夠在填寫
心情溫度計或是與我們交談中，成為另外一
位自殺防治尖兵，能即時感知到身邊可能的
自殺徵兆，並且能提供支援與協助，那我們

這幾天發生了令人難過的事件，一名父親刺
殺前妻，強行帶走6歲長女後，最後被民眾發
現2人在車內燒炭自殺，2人手綁紅線，據說
是為了來世再做父女。
最後媽媽不幸死亡，6歲女兒也性命垂危，4
歲的女兒仍被蒙在鼓裡。
父母對孩子的愛如果變調了，何嘗又不是一
種傷害呢？讓我們想想，怎樣做才是對孩子
最好的呢？

可能就間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當中也遇到實際上有情緒困擾的民眾，
而所學到的聆聽技巧、轉介方式及自我抒發
小方法也讓我在從事義工活動時，實實在在
感受自己是真的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而在
填寫心情溫度計的過程中，也從中有機會聽
到許許多多的生命故事、價值觀及感觸，反
而學得更多也是很珍貴的體驗。
自殺防治是刻不容緩的，而預防的前提
即是有備無患，當人人皆有自殺防治意識，
能深入社區各個角落，有更高機會接觸到自
殺風險個案；發揮守門人精神，守住那些可

最近小編有個朋友為情所困、為情所苦，原
本活潑開朗的他都變得無精打采....但是在許
多好友的陪伴下，她似乎有了好轉，不僅看
事情的角度也不同了，整個人也開朗許多。
不知道大家遇到類似的情況，當朋友需要支
持時，你們會怎麼辦呢？

能因各種負向念頭而消失的生命。
成為自殺防治網絡的一員，網網相連落
實珍愛生命的理念；透過這類活動與他人的
互動，我也再次體認到因為有了生命，才能
體現生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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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自殺防治需要眾人群策群力共同努力，歡迎對自殺防治有興趣及熱情的您加入會員，一同
推動自殺防治！為持續會務推動，請尚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惠予繳納，謝謝您。如有任何問
題，請詢本學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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