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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跨組織的合作，定時推廣自殺防治再教
育訓練，對於自殺防治工作將能使更多民眾

龍佛衛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理事長
李明濱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主任

有所警覺，達到網網相連的功效。同時，自

時光飛逝，轉眼來到炎炎夏日，半年

本期主軸文章以團體生活族群，例如學

以來學會與中心面對自殺防治工作更加的繃

校、軍警角度來觀看自殺防治，主要在於社

緊神經，絲毫不敢鬆懈。從五月份讓社會一

會大眾刻板印象認為自殺防治須具備專業訓

片譁然的知名作家自殺案，引發一連串遭受

練，才足以擔任守門人的工作，實際上落實

類似對待的受害者向媒體、公開社群揭露自

自殺防治，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才

身經驗，導致相關人員出現自殺、自傷行為

足以全面性防止自殺事件的發生。這一次透

引發報導、網路作家燒炭案件、出版負責人

過「自殺新視野」以非定期僱員(例如：約

輕生新聞報導延燒，造成社會大眾對自殺議

聘、派遣人力)觀看自殺危險因子形成的原

題的恐慌與擔憂，讓我們更加堅定媒體在傳

因，透過通訊與各位專業工作者分享初步研

播資訊的重要性。因此，中心工作小組，每

究結果。在「106年度自殺防治年中討論會」

日定時監控四大報自殺新聞與提醒各大媒體

則以世界咖啡工作坊形式邀請各縣市衛生局

所播報出的內容，是否遵守「六不六要」原

人員、關懷訪視員、醫療人員共同分享實務

則，以保護心理脆弱者，減少高危險族群仿

工作上的合作與挑戰經驗。本期工作要覽，

效，避免遺憾發生。過去三個月來，中心除

除了以活動、訓練奠定防治基礎，更以中心

了約訪媒體拜會、更於六月底敬邀各大媒體

專家對近期自殺事件觀點分享，渴望為防治

參與聯繫會議，推廣自殺新聞遵守六不六要

工作注入活力，還收錄今年度1-6月的自殺通

的重要性，以期聯合眾人的力量降低後續事

報關懷數據分析，及探討第一線工作者的角

件負面效應，喚醒國人以正確的態度面對自

色與因應經驗分享，持續為自殺防治工作帶

殺防治議題。

來寶貴交流。

殺防治工作仍須與時俱進，發展出因地制宜
策略，才能夠有效積極照顧多元族群的心理
健康，為防治工作奠定穩固基石。

2017年的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為「關鍵

橫跨十年以上的防治工作經營，有了各

一刻，扭轉一生」(Take a minute, change a

位夥伴的持續加持與努力，是國人身心健康的

life.)，提醒我們關懷他人的重要性。研究發

福音，特別是在第一線的關懷訪視員，有您們

現，大部分有自殺意念的人們，都十分渴望

的付出與灌溉，台灣自殺防治工作才可以持續

他人的關懷。有鑑於此，若能及時關心週遭

進步。今年是新政府上任一年，期盼政府能夠

的親朋好友，即使只是簡單的支持與傾聽，

更加正視自殺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營造出欣欣

都將有機會改變他們的人生。因此，若能

向榮氣象，帶入新政策、新資源，共同守護台

夠聯合各級政府機關、民間團體，透過跨部

灣這片土地與可親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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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人可以介入並阻止自己。很多人透露當有
人查覺到他們的絕望並且願意付出關心時，這
些有自殺意念或自殺企圖者是願意向這些關心
他們的人尋求幫助。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譯

很多時候，他們會和自己立下約定：
如果有人來關心，他們會告訴對方所有事情

根據統計，全球每年有超過800,000的人

並且願意讓對方介入自己的自殺行為。遺憾

死於自殺，且曾有自殺企圖的人數是此數字

的是，這些人時常表示沒有任何人關心過他

的25倍。這些統計數字背後是每個個案不同

們。

的故事，他們因為眾多不同的原因而質疑自
己生命的價值。

述說著這些故事的個案給予我們很大
的啟發。當中很多人詳述了他們嘗試自殺時

每個個案都是社區的一部分。有一些人

的臨界點，並且告訴大家他們是如何走過來

可能與社區有良好的連結，並且擁有家人、

的，很多人也正擔任自殺防治的倡議者。他

朋友以及工作同事或是學校夥伴的網絡支

們幾乎異口同聲的說，如果有人可以花一分

持。其他人的連結可能較薄弱，且有人可能

鐘，他們走過的歷程就會有所不同。

相當的孤立。不管是什麼樣的情境，社區都
是這些脆弱族群很重要的支持系統。
這樣的精神體現在2017年世界自殺

生命很珍貴，有時卻是不穩定，充滿危
險的。花一分鐘關心一個人－不管是一個完
全陌生的人或是親近的家人朋友－就可以改

防治日的主題：「Take a minute, change a

變他們的一生。

life」。身為社區的一份子，我們有責任去發

沒有人必須有完整的答案
No one has to have all the answers

現那些在掙扎的人們，了解他們的情況，並
且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及步調訴說自己的

即使相當關心親戚朋友，人們仍然經常

故事。以不評斷的態度提供溫和的支持和傾

抗拒介入這些人的自殺事件。不願介入的原

聽可以讓一切有所不同。

因有很多種，不單只是他們害怕不知道該對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這些人說些什麼。然而，我們必須記住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並沒有一成不變、快

在自殺企圖中活下來的人們有許多事情

速的說帖。曾經擁有嚴重自殺意念的人們常

可以教導我們，像是其他人的話語跟行動的重

提到，他們其實並未尋求特別的建議，但是

要性。他們經常觸動人心的訴說著當自己處在

別人的關懷與同理可以幫助他們讓事情有所

臨界點的時候，除了死亡，是看不到其他選

改變，並且協助他們走上復原的道路。

擇的，而且他們可以說出是何時到達那個臨界

另外一個讓人們卻步和有自殺意念者

點，甚至精確到是哪一天的幾點幾分。他們經

開啟對話的原因是他們擔心會讓情況變得更

常表示其實自己並不是想死，相反的，反而希

糟。這樣的猶豫是可以理解的，開啟以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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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支持農委會禁用巴拉刈

為主題的談話本來就很困難，也有迷思認

是從你自己開始行動！

為，與有自殺意念者談論自殺會把自殺的想

最後，如果有任何人是你所關心的，花

法放入他們的腦袋中，或是因此引發自殺行

一分鐘了解他們的情況。這將會改變他們的

動。

生命。
然而，證據顯示這些擔心是多餘的。相

較於使情況惡化，以不評判的態度去關懷、
傾聽其實更能夠幫助人們減輕痛苦。

資源就在我們身邊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目前已有很多妥善建立好的資源可以用
來幫助人們與想自殺者進行有效的對話。舉
例來說，「精神健康急救(Mental Health First
Aid)」就是根據以下的前提而設立：很多人
知道當他們遇到身體健康有緊急狀況的病患
時需如何處理（像是心臟病發作時撥打救護

【聯合聲明】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支持農委會禁用巴拉刈

車電話，並進行心肺復甦術），但是遇到有心
理或情緒危機的個案卻束手無策。精神健康

欣聞農委會於5月24日公告禁用巴拉刈

急救提供不同的技巧教學，包括如何在這些

之時程，將自107年2月1日起禁止加工及輸

危急情況下提供個案立即性的支持。許多其

入，108年2月1日起禁止販賣及使用。在此

他的例子也包含在內，相關的資源可以在國

關鍵時刻，政府能有此政策之宣示，將對民

際自殺防治協會 (https://www.iasp.info/)及世界

眾生命與健康之保護更上層樓。本聲明支持

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的網站查詢。

農委會禁用巴拉刈之政策，乃基於眾多臨床

共同響應世界自殺防治日
Join in on 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
2017年是第15屆世界自殺防治日。在世

3

經驗與實證研究，以及對病人、家屬與弱勢
農村民眾之關懷。

劇毒巴拉刈造成痛苦死亡

界衛生組織的贊助下，第一屆始於2003年，

除草劑巴拉刈對人體有極高毒性，沒有

是國際自殺防治協會的開端。每年的世界自

解毒劑。大量攝入會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小

殺防治日訂在九月十日。

量攝入（即使只是一小口）也可能造成肺纖

邀請您在九月十日一起加入自殺防治

維化與呼吸衰竭，造成痛苦的死亡，過程中

夥伴的行列，藉由參與我們為了提升社區

病人與親友承受極大煎熬，存活者也可能留

行動的意識所舉辦的單車繞世界活動(Cycle

下呼吸系統後遺症，嚴重損害生活品質。

Around the Globe)來展現你的支持。同時，

許多臨床人員見證過病人衝動下飲用巴

也看看你所在的地區有什麼預定的活動，或

拉刈的悲劇。許多自殺企圖是在急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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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支持農委會禁用巴拉刈

生活危機、人際衝突、低落情緒、甚至酒醉

2007年歐盟全體國家禁用巴拉刈，理由是無

下，隨手拿取和飲下巴拉刈，造成不可逆的

法排除巴拉刈對施用者有神經毒性傷害，台

痛苦死亡。

灣與其它國家的研究發現，長期使用巴拉刈

禁用巴拉刈減少衝動自殺死亡

的農民得到巴金森氏症的風險增加。

十位服用巴拉刈者，可能高達六至九

推動配套措施與替代藥物，創造多贏

人死亡，即使衝動過去積極求生，亦求生不

我們因此共同支持禁用巴拉刈的政策，

得；相較下，服用其它除草劑，死亡者不到

並希望政府同步大力推動配套措施，協助並

一人，危機化解與想法轉變後，可重獲新生

考慮補助農民使用替代藥物、改變農作方

化險為夷。禁用劇毒的巴拉刈，大大提高衝

式，和改善產銷制度，同時回收農家裡儲存

動自殺後重生的機會。

的巴拉刈、持續讓其它已有替代藥物的劇毒

台灣巴拉刈自殺死亡人數從95年的119

農藥退場，並監測中毒與死亡統計趨勢。我

人，增加到104年的209人，是過去十年的最

們也呼籲消費大眾共同支持不使用巴拉刈的

高點。104年有479人農藥中毒自殺身亡，巴

農產品，一起創造多贏、關懷、與保護健康

拉刈所占比例超過四成，是造成中毒死亡的

與生命的社會。

首要農藥。使用巴拉刈企圖自殺者，有六成

聯合聲明單位：(依筆畫排列)

來自農家。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理事長 陳麗琴

巴拉刈中毒死亡經常發生在農村地區，
尤其是年長者，但也偶有年輕人衝動下飲用
巴拉刈而自殺身亡的不幸憾事。我們應當同
理自殺企圖者，經常是身處危機，或者已受
嚴重憂鬱所困擾，為因應痛苦而發生自殺行
為。然而危機經常是短暫的，而精神困擾或
憂鬱情緒是可以治療的，禁用巴拉刈可大大
增加存活與後續治療的機會。
韓國在2012年全面禁用巴拉刈之後，農
藥自殺率減少40%。斯里蘭卡在2008-2011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 理事長 廖文進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理事長 余忠仁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邱泰源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高靖秋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 理事長 林正介
台灣急診醫學會 理事長 方震中
台灣精神醫學會 理事長 賴德仁
台灣護理學會 理事長 王桂芸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主任 李明濱

年逐步禁用巴拉刈和其它兩種劇毒殺蟲劑之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理事長 賴德仁

後，農藥自殺率減少50%。這兩個國家禁用

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 理事長 康照洲

巴拉刈後，非農藥自殺率沒有增加，全國自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理事長 黃宗正

殺率也下降。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理事長 龍佛衛

巴拉刈可能增加巴金森氏症風險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理事長 廖士程

全球已有超過50個國家禁用巴拉刈，
除了預防中毒死亡，也旨在保護人體健康。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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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團體生活的
自殺防治

談團體生活的自殺防治
鄭宇明 醫師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秘書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副執行長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軍陣精神科主任

然而，很多人總是認為，自殺防治具有
高度的專業性，要由專業的人才能做好守門
人的工作，因而，對精神科醫師、心理師、
和社工師等相關心理輔導人員有高度的期
待；的確，專業是自殺防治的堅實後盾，但
大家可能忽略了，專業仍有它的侷限性，因
為只靠專業的人，是不可能把觸角完全伸入

“自殺要結束的，往往是痛苦而非生

到團體的各個階層，要落實自殺防治，是要

命本身”。這是一句近期讓我思考好久的一

每個人把守門任務當作自己的責任，主動關

句話。但一個人的痛苦要如何判斷呢？那這

心，適時回報，將每個人當作點，再把點連

個人如果生活在一個團體中，又要如何把他

成線，線圍成面，才能徹底落實守門機制。

找出來給予適當的協助呢？而一個人的痛苦

一、歷史事件：心理學經典實驗 。

要如何才能結束呢？或許提高幸福指數，擁
有好的工作學習氛圍是可能的方向，那是心
理健康促進重要的一環，也是自殺防治全面
性策略的重點。然而，要在團體中能儘速將
高風險個案加以篩檢出來並做追蹤管制的工
作，是自殺防治選擇性及指標性策略的工作
項目之一。
團體一般指的是：學校、機關、軍隊、
警察等等。團體的自殺防治是自殺防治中，
最容易也最不容易做的對象。最容易是指因
為團體是最有組織架構的，最有各單位的組
織動員能力，也較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容易
因為作一些針對性的措施而有效地做好自殺
防治的工作，自殺防治守門人在國外都是先
由軍方單位最能落實；最不容易是指因為是
團體，容易因為外界 (媒體、民意代表、民
粹、上級的指示)而對團體的自殺防治作為
有所影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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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生活中，為何需要每個人的努力，
才能落實守門機制呢？我們從一個歷史事件
來跟大家說明此一重要性。
1.珍諾維斯(Catherine Genovese)事件：
西元1964年(民國五十三年)3月13日，
一個黑色星期五，凌晨約三點的紐約市皇后
區，擔任經理的婦女珍諾維斯值完夜班，在
夜歸返家途中，遭到一名歹徒襲擊，整起事
件前後歷時超過三十五分鐘，受害者一路掙
扎，歹徒三度來回施暴，每次受害者都尖聲
呼救，附近住戶都聽見了，且經事後查證，
共有三十八個人隔著窗戶，聽到或看到她身
中多刀，飽受凌虐，卻沒有人及時報警以至
於最後受害者氣絕身亡。這起事件在當時引
起了輿論譁然，特別是因為有如此多的目擊
者，又沒有受威脅的情況下，卻沒有人對正
在受殘暴攻擊的婦女伸出援手。

壹
2.達利(John Darley)與拉丹(Bibb Latane)的助
人行為。
這事件是因為人心冷漠不願意主動
協助所導致嗎？當時，在大學任教的兩位
心理學者：達利與拉丹，就設計了幾個
類似珍諾維斯事件的兩個情境實驗(癲癇

談團體生活的
自殺防治

遇危急情境的驚恐心理，容易讓人退
卻或誤判，而周圍的人對當下情境毫
無反應時，我們容易選擇旁觀者心態
(Bystander effect)來面對。
e.階段五、行動：你採取助人行動。
4.教育的重要性：

發作、考場冒煙)，試圖去了解事件的全

有時沒有出手相救，並非是冷漠無

貌，結果，驚人的發現：事件發生的現

情，而是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責任。後來，

場，每個人若認為只有自己一人目擊事發

Arthur Beaman教授找來另一群大學生，

現場，沒有其他人知道危機的發生，會有

以助人五階段理論作為上課教材，讓這群

超過八成的目擊者會採取助人行動，解除

人在充分理解之後，再度模擬類似情境，

危機；但，若現場目擊者超過四個人以上

他發現：每個人主動採取助人行為的比

時，僅僅有約三成(少了五成)的人，會主

例，大幅提昇了兩倍，也就是說：除了每

動採取助人行動；更殘酷的是，不管有多

個人都要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自殺防治

少目擊者在案發現場，事件發生後的前三

的守門人之外，常常辦理自殺防治的相

分鐘，若沒有人採取助人行動，接下來也

關研習課程，持續提醒自己，守門人的責

不會再有任何人採取行動了。

任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可以有效降低自殺

3.研究結果：助人行為五階段論。

率，而且在養成主動關心、適時回報的習

要符合下列五階段的程序要件，才會
引發人們的助人動機，並真正執行助人行
動，若下列任何階段突然被終止，則助人
行為就不會發生，而危機就接著發生。
a.階段一、覺察：你注意到有危急情境出
現，而自己可能幫得上忙。

慣後，更能有效減少各類型的危安問題。

二、自殺防治的相關線索：
根據研究，有50-70%的自殺者，在執行
自殺行為之前，曾以一些方式向周遭人傳達
過輕生的念頭(也可說是想傳達想好好活下
去的勇氣)，團體生活中，除了心理、情緒

b.階段二、理解：你認為有人需要協助。

相關量表的篩檢以外，個案的外觀以及個案

c.階段三、責任：你自覺應該幫忙。但要

的生活背景資料收集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

避免目擊者過多(超過四人)的責任分散

線索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種：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作用，並

1.語言上的線索：尤其是無助無望感。

掌握助人黃金三分鐘。
d.階段四、判斷：你決定要怎麼做。遭

表達出想死的念頭，可能直接以言
語表示，也可能在作文(日記、塗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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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曲、隨意貼上間接的表現出來，內

害怕收假或遇到特定的人，並且一再表

容可能直接提到死亡或是寫的很BLUE，

示自己沒有辦法去面對，並因而失去信

甚或表示顯著的無助無望感。

心。

2.行為上的線索：好像變了一個人。
a.習慣的改變：
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例如：個
性很活潑變得很退縮(或相反)、突然改

a.從社交團體中退縮下來：
突然變得很封閉、不說話、不理人。
b.出現憂鬱或焦慮的徵兆：

名、突然改吃素或改吃葷、個性果決變

無趣感(對平常的興趣提不起勁)、倦怠

得優柔寡斷(或相反)。

感(整天都不想動)、常常有奇怪或整身

b.出現與工作有關的學習及行為問題：
工作相關能力突然大幅下降：例如：優
秀的學生突然成績一落千丈。
c.經常調整班表或假表：
多次修改、常找他人代班。
d.放棄個人擁有的財產：
立下遺囑、將心愛或重要的東西送給他
人、安排遺產的去處。
e.突然增加或減少酒精、菸的濫用：
不喝酒的人天天喝醉或每天喝酒的人突
然戒酒；不抽菸的人突然開始抽菸或老
菸槍一天就戒菸；沒碰毒品的人突然開
始使用毒品。
3.環境上的線索：周遭人事物劇烈的改變。
a.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

的病痛。
c.出現不滿的情緒：
易怒(好好先生變綠巨人浩克)、易與他
人有言語或肢體衝突。
d.睡眠：
持續多天入睡困難、夜眠多次中斷、多
夢、清晨早醒。
e.飲食(體重)：
短期內(例如：兩周內)體重顯著的增加
或減少5%以上(急遽增重或減重)。

三、團體生活中，若壓力大時易有危安顧
慮的個案：
1.家庭穩定性不佳：
長期和家人關係不佳(父母或家人太早
過世)、家庭成員幾乎沒有互動、對家中事

親人或同住的人死亡、與密友吵架、分

務一問三不知、家人對個案不太在乎。自

手。

小數次被迫轉學(移民或到國外居住)、數

b.家庭發生大變動或健康問題：
財務困難(債務)、因故搬家、家人生重
病、身體有痼疾。
c.顯示出對環境的不良因應：
7

4.併發性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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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迫搬家、常轉換主要照顧者。
2.分離焦慮：
從小到大幾乎未曾在家以外的地方居
住、幾乎從未與家人有多日分離的紀錄。

壹
3.有自殺或自我傷害的痕跡：
曾經自殺或自我傷害過，身上有整齊
或特殊的疤痕。
4.焦慮度極高的人：

談團體生活的
自殺防治

不乾淨的東西上(號稱所謂的靈異體質)。
10.智能偏低、學習障礙或語言溝通問題：
國小成績常落於後段倒數程度、機
車駕照筆試多次考試未通過或考很多次

一緊張就拉肚子或持續數日無法上大

才通過、基本數學計算能力差(10*10、

號、一緊張就像氣喘一樣的呼吸(過度換

11*11、100-7、20-3等)、很多中文字不

氣)、手指或手指容易觸及的位置有多處摳

會念或看不懂、日記或塗鴉充滿注音和錯

到流血、破皮的痕跡且數日都沒有好或越

字、寫幾句話要花很久的時間。

來越嚴重、手指甲多處咬痕。從以前入學
或換環境之後，都需要調適比別人多一倍
以上時間的人。
5.曾有約詢或治療紀錄：
曾有精神科就醫紀錄、學校輔導室約
談紀錄；持有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手冊
6.死亡相關的經驗：
自殺的遺族、曾親眼目睹或自己曾面
對死亡或重大傷殘的情境。
7.個性及行為：

11.人際互動少：
綜觀台灣的自殺原因，以人際問題
為主要，無論是夫妻、家庭、朋友、同學
等，都屬於人際關係的範疇。而團體生活
中，人際關係佔非常吃重的角色，若人際
互動少，很容易孤立無援。
12.強烈的不愉快經驗：
曾被性侵、家暴、或霸凌，尤其是
該事件從未向他人提起者。

四、結語：照顧自己、關懷他人

獨行俠(沒有朋友可以分憂解勞)、宅

自殺防治的工作在團體生活中，觀察自

男(寫不出幾個朋友的姓名、沒有人可以講

殺警訊及線索固然很重要，但照顧好自己更

電話、放假都在宿舍很少回家)、常換工作

是重要；要落實自殺守門機制，必從照顧自

(每個工作做沒多久就換工作)、要求完美

己做起；只有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顧好

的特質(只有更好，沒有最好)。行動或反

別人，也才懂得如何照顧別人，也才可以無

應變得很遲緩或恍神(注意力不集中)。

後顧之憂的做好分內的事情。而且不管是任

8.情緒明顯反差：
該難過的時候不難過、該高興的時候
不高興；覺得他好像變了一個人。
9.藥酒癮：
酒精或毒品(非法物質)成癮者，其自

何人，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不管是在工
作上、家庭中、朋友圈，找到「被需要」的
感覺，因為這樣才能從被需要的感覺中獲得
成就感及自信心，這是每個人持續往前走的
最大動力。

殺或自傷可能性高，也可能表現在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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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僱用與自殺

濟體近年來開放大量勞工進入世界貿易體系
後，使勞力益加貶值。企業流行外包工作、

陳宜明
台大醫院 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副秘書長

海外設廠，利用網路與資訊科技調度人力與
企業資產，以機械取代人力操作，都使得勞
動者的生活更加失去穩定與安全。

黃偉烈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精神醫學部主任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秘書長

歐美學者以「Precariat」（危殆的無產
階級）形容這個日益龐大的族群，國內社會
學家稱之為「飄零族」或「飄零階級」，

9

近年來隨著市場全球化的趨勢，在主要

貼切地描繪非典型工作者飄搖的生命處境

工業國家的街頭運動，集結了一群聲勢龐大

(Standing,2011；李易駿，2014)。公共衛生

而彼此響應，對於遭受剝削而充滿憤怒的勞

學者則以「不安定僱用」統稱其迥異於典

工們。與傳統由工會組織的勞工抗爭不同，

型僱用的工作模式(王佳雯，鄭雅文，徐儆

這些人並非隸屬於某一特定行業的勞工，而

暉，2011)。他們對政府缺少信任，也不被

是來自各行各業。當中可能有餐飲業的臨時

資方期待忠誠，沒有企業提供給典型受僱者

工、廣告公司的契約工、工廠的部分工時員

的全職工作、有薪休假、子女教育補助，或

工、或是金融業的實習生與電話客服人員。

是退休津貼。有的人即使已屆中年，依然做

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性別、與出身背景，

著臨時的工作，缺乏長期從事某一專業而養

但是為了共同的訴求，例如增加最低時薪，

成的自我認同，更無法藉著工作而豐富生

而走上街頭抗爭。

命。有些甫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擁有高學

缺乏勞動的各種保障，是這些從事非典型

歷卻從事不符期待的工作，所得來自於低廉

工作的勞動者共有的困境，也是他們與傳統勞

的工資，即便有著亮眼的頭銜卻沒有實質升

工最大的差異。非典型勞動者在企業追求利潤

遷的機會。

極大化，經營彈性化的過程中，隨時面臨工時

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精準地指出

縮減、業務調整、任意解僱的風險。非典型勞

這種工作型態，會使得一個人缺乏安全感而

動者一方面無法憑藉專業技術與政府背書的執

無法思考長遠的未來，僅能看到眼前的艱

照，在市場上獲得保障；另一方面又因為不隸

辛，因而為了生存而成為勞動的工具，抓住

屬於任何特定的職業團體，四處飄零，無法集

眼前任何的機會。久而久之，除了陷入無意

結工會力量爭取權利。

義與挫折的感受當中，感受到被社會異化，

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又面臨經

無論公民參與、社區文化、經濟機會、或政

濟動盪，世界各國政府紛紛以追求競爭力為

治權利似乎皆與自身無緣。也因為無法做出

名，減少保護性政策。中國、印度等新興經

經濟上的長期承諾，人際關係變成增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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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奢侈品(Stand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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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而巨觀的勞動政策更是牽動民眾的自殺

近十年的多數研究指出，工作型態與心

率。穩定僱用與保障所得的勞動制度，對於

理健康密切相關。倘若失業者與臨時工作僱

青年族群的自殺防治至關重要。未來的研究

員有機會在25-29歲之間獲得全職工作，能降

仍需進一步探究，在各種制度脈絡之中，非

低30歲時65%心理症狀的發生率(Reine, Novo,

典型僱用影響心理健康的機制，以及性別、

Hammarstrom, 2008)。對於曾經失業、臨時聘

種族、階級對於健康不平等的影響。

僱、或未來有高度風險被解僱的勞工，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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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rens, Muntaner, Benavides, Benach, 2013)。
最近的研究顯示，不安定僱用與憂鬱相

mental health? Results from a 14-year
follow-up of school-leavers. BMC Public
Health, 8: 159, 2008.

關。在男性與中低收入勞工之間，不安定僱

5. Canivet, C, Bodin, T, Emmelin, M, Toivanen,

用也與自殺意念有關(Han, Chang, Won, Lee,

S, Moghaddassi, M, Ostergren, PO:

Ham,2017)。另一項研究回顧1994-2010年

Precarious employment is a risk factor for

間，二十個OECD國家的巨觀資料，發現在

poor mental health in young individuals in

缺乏保障穩定工作法規的國家，25-34歲的

Sweden: a cohort study with multiple followups. BMC Public Health, 16: 687, 2016.

自殺率顯著增加，且又以男性受影響最鉅

6. Vives, A, Vanroelen, C, Amable, M, Ferrer,

(Kim, Cho,2017)。該研究者認為，保障勞

M, Moncada, S, Llorens, C, Muntaner, C,

動的政策與法規，反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程

Benavides, FG, Benach, J: Employment

度，也影響人民失業的機會，進而影響個人

precariousness in Spain: prevalence, social

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失業帶來的衝擊。
非典型僱用對個人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attributable
risk percent of poor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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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dministration, evaluation, 41:
625-646, 2011.

在新竹縣當一個「懷孕」的訪員是件

7. Vives, A, Amable, M, Ferrer, M, Moncada,

相當不容易的事，最大的困難就是在工作

S, Llorens, C, Muntaner, C, Benavides, FG,

上，平均每個月的個案都需要家訪。即便有

Benach, J: Employment precariousness and

一群好同事，但時逢刪減人力，又加上調整

poor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Spain on

派案規則的前提下，訪員的工作業務更是倍

a new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Journal

增，因此在懷孕後仍需命苦的達成一定家訪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2013:
978656, 2013.

量，否則無法達成計畫要求，薪水也會被影

8. Han, KM, Chang, J, Won, E, Lee, MS, Ham,

響……可憐的訪員即便成了孕婦，交通工具

BJ: Precarious employment associated with

僅有摩托車，為了肚子裡的寶寶安全，騎乘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時速只有20-30公里，還因此常常被其他駕

in adult wage workers. J Affect Disord,

駛白眼對待。

218: 201-209, 2017.
9. Kim, C, Cho, Y: Does Unstable Employment Have
an Association with Suicide Rates among the

在這段艱辛的日子裡有兩個案例，最讓
我印象深刻，第一個屬於跨縣市的個案，因個

You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案平日白天都在桃園工作，因為與同事交待遺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 2017.

言而受到通報。這段過程中個案的長官雖給予
許多醫療上的協助，但個案在訪員聯繫的過程
中，不但否認自殺意圖並拒絕訪員的訪視，最
後無奈身為主責訪員的我，甚至被主管機關要
求跨縣市到桃園訪案，並在夜間至案家進行訪
視，其中的辛苦實在難以言喻。

當關懷訪視員這份工作
遇上 懷 孕
林加雯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自殺關懷訪視員

第二個個案則是因長期酗酒，並出現精
神症狀而經常性自傷，因為個案的家人，到
後來都不願意再提供個案任何協助，因此身
為關訪員的我，只能自行前往案家嘗試關心
個案，但因案家充斥著濃濃的煙酒味，當下
為了寶寶，我只能在炎炎夏日中站在門口與

對我而言，人生裡有個很大重要的目

11

個案進行會談……。

標：趁年輕生小孩。很幸運的，在畢業後擔

懷孕的這十個月裡，我深刻的體會了懷

任自殺關懷訪視員的第五年，我懷孕了！但

孕女性在職場艱辛，雖然各行各業都有其辛

也很不幸的，至今的心路歷程都是我想像不

苦之處，但身為訪員的孕婦還是想說：「我

到的。

好想坐辦公室啊！」

第十二卷．第二期

參
自殺防治關懷訪視員
工作經驗分享
王蘋
前新北市關懷訪視員

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或是參加相關單位舉辦的舒壓講座、工作坊
等，藉此讓自己恢復身心平衡。
過去總是認為這是工作的一環，所以必
須要忍耐，但隨著時間累積愈久，愈覺得若
自己都無法照顧好自己，又怎麼能有辦法去

自殺防治一直以來都是政府大力在推動

照顧有需要的民眾呢？我認為平常要養成舒

的一項任務之一，近年來可以看到許多電視

壓的習慣，不論什麼方式都可以，只要是適

新聞媒體、報章雜誌、路邊的廣告宣傳等，

合自己的都可以去嘗試做做看，除此之外也

都會打上自殺防治宣導的口號，例如：一問

很希望在未來自殺防治這條道路上，政府或

二應三轉介、看聽轉牽走等，許多輔導專線

是相關單位可以更重視關懷訪視員的身心這

也開始被人們注意到，當遇到困難時可以適

一塊，提供更多場次的舒壓工作坊或是講座

時的找一個人傾聽訴苦。而自殺防治關懷訪

讓關懷訪視員參與，不僅是讓關懷訪視員得

視員同樣也秉持著這樣的傾聽者角色，除了

以放鬆，也能提供工作上的成效。

傾聽民眾的困難，給予安慰，也連結許多社
會資源管道，讓民眾能獲得更多的幫助。
由上也可以了解，關懷訪視員不僅僅是
傾聽安慰，而是要從民眾面臨的困難中評估
適合的資源連結並轉介，同時也要隨時評估
民眾的自殺危機風險程度，持續追蹤。現代
的人隨著社會的變遷，隨之而來的壓力愈來
愈龐大，困擾愈來愈多，當壓力大到無法負

論歷史脈絡在自殺訪視
之意義
凃沛璇
台中榮總自殺關懷訪視員

荷時自殺危機程度隨即有提升的危險性，一
個關懷訪視員必須要隨時保持敏銳的覺察，

在我們這個世代，青貧、階級翻轉困

在我的工作經驗中，通常一個關懷訪視員

難、網路似乎是我們的代名詞，在同溫層間

服務的民眾數量相當可觀，相對背負的壓力

不須太多的言語，彼此就明白想表達的意

也隨之提升，在工作期間總是要繃緊神經，

涵。然而，在自殺關懷訪視中，我們會遇到

不斷的修正評估，隨時給予危機處理，許多

的是一世紀的差距，被通報進案的個案，最

人下班時間都還在想著工作上的事。因此我

小從9歲至最長99歲，而這樣的差距在服務

們通常因應這些壓力的策略就是適時找時間

裡是容易造成誤解的，像是一位走過1949年

彼此聚在一起聊天，不論聊些什麼，都可以

國民政府遷台的奶奶對於生離死別的詮釋、

從談話過程中把自己內心的壓力釋放出來，

一位走過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年男子對於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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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貧窮的標準，抑或是一位在台灣女權仍低
落年代成長的女性對於家庭的依附，訪視員
無法親身走過近百年的時空變遷，卻又不能

自殺通報關懷系統―
2017年1-6月通報個案統計

忽略歷史因素對於個案的影響。
就如同那位奶奶在面臨獨子自殺後，所表
現出來的堅毅也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訪員始料
未及的，當時緊張的拜訪且關心，為了奶奶的
遭遇而鼻酸，但奶奶所表現的雲淡風輕，也許

截至2017年7月10日統計，全國1-6月
自殺通報為15,180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7.7%，通報比(通報人次/去年同期死亡人
數)為7.5，分案率為100%，分案關懷率為

奶奶只是暫時壓抑悲傷，可見在奶奶的年輕歲

99.2%。通報單位類型，以「醫療院所」為

月裡，分離如同生活般，稀鬆平常。

最大宗(84.7%)，其次為「警消單位」(9%)及

還有一次，在面對年長男子的經濟訴求

「衛生局所」(4.8%)。

時，訪員看著個案表述因為戶頭「只」剩300

分析2017年1-6月自殺通報個案特性，

萬現金，無法面對明天，欲自我了斷，不禁

女性為男性的1.67倍；整體來看通報最多的

啞然失笑，在心裡暗道對方不知人間疾苦，

年齡層為35-44歲(24.1%)，其次為25-34歲

但看著男子認真的模樣，頓時間領悟了什

(21.6%)，排名第三為45-54歲(16.8%)。

麼，個案曾見識過台灣經濟起飛、台灣錢淹
腳目的黃金年代，這幾百萬的存款對於他來
說，或許真的無法填補心中的焦慮感受吧。

分析自殺方法(ICD-9，除「其他及未明
示之方式」外)，以「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
殺及自為中毒」(50.2%)占率最高，其次為

訪員在訪視受暴的婦女時，雖能理解個
案過去家庭價值觀的束縛，已建構成他們難
以逃出的牢，不少個案向訪員表達寧死也不
與家庭分開的決心，訪員勸了、鼓勵了，在
婦女運動風起雲湧後的年代成長的我們，耐
性卻也有限，不禁也對於這樣反覆的暴力循
環與自殺威脅感到疲乏。
翻開台灣近百年的歷史，個案們與我們
都在不同的時間軸各自努力生存著，理解個
案所處的時代，也許對於解決當下危機無濟
於事，對於訪員來說卻能對個案行為更加的

13

「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7.4%)，排名第
三為「由其他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
(7.2%)。以性別分析，男性以「以固體或液體
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43.2%)為最多，其次
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1.4%)，排名第
三為「由其他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
(11.4%)；女性之自殺方法排名以「以固體或
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54.4%)為最多，
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30.9%)，排
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5.4%)。

坦然，我們與個案都無法選擇出生的年代，

整體分析自殺原因(除「不願說明或無法

但在某個時間點相遇，歷史知識的輔助，也

說明」外)，以「情感／人際關係」(45.4%)

許能讓我們跟個案更接近一些吧。

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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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9.6%)。

2014、2015、2016年金門縣自殺通報人次，

再以性別分析，男性自殺原因排序與整體相

由衛福部統計，分別為4人、9人、3人，可

同，以「情感／人際關係」(36.1%)為最多，

看出自殺防治仍有待努力的地方。統計金門

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濫用」(33.6%)，排

生命線通話從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共

名第三為「工作／經濟」(13%)；女性之自殺

有199通有效電話，而個案多以男性40-49歲

原因排名與男性相同，惟占率略有不同，以
「情感／人際關係」(50.9%)為最多，其次為
「精神健康／物質濫用」(38.6%)，排名第三
為「工作／經濟」(7.5%)。

居多，有自殺意念原因主要來自於精神心
理、家庭、感情、人際與夫妻問題為多，在
2017年1-4月總個案數172件，個案問題分類
以人際問題為50.07％居第一，精神心理為
25.58％居第二，人生信仰、健康、職業、感
情等都是來電的主要問題，目前處遇方式以
輔導協談佔69.19％及轉介相關資源28.49％
為主要方法。

◆ 寶島聯播網採訪-如何面對生命的重量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5月2日(二)08:10-09:10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李明濱主任受邀至《寶島聯播網》〈給我
報報〉節目接受專訪，該時段主持人為李惠

◆ 金門縣邁進「零自殺」心理健康協調
聯繫會
金門縣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

仁先生，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透過
節目，傳遞自殺相關議題分享給民眾，讓民
眾能夠對自殺防治議題增加相關認識。

員會暨網絡協調聯繫第一次會議已於5月1日

根據衛福部統計，2015年自殺死亡人數

(一)10:30在金門縣政府第一會議室召開，由

為3675人，比2014年增加133人，男性人數

委員會副召集人副縣長吳成典主持，委員吳

為女性2倍。自殺為全球性自殺的問題，每1

阿瑾、姜丹榴、吳佳儀、張翠華、莊錦智，

秒有40人自殺死亡。通常一個人自殺後，平

以及衛生局副局長李金治、金門縣生命線、

均會有6個家屬會受到影響，而每年大約有

金防部、金門縣警察局等代表與會，各心理

三千五百人因自殺身亡，就會有數千個家庭

健康網絡單位也進行自殺防治意見交換，期

受到影響，故須對家屬增加更多關懷。蒐集

待各單位能透過更多的即時關懷與綿密的網

自殺原因，多半在生前即有明顯身心狀況導

絡合作，將相關防治工作做得更到位。

致，而這期間會有三個月至七年會做出自殺

本場會議主要為針對金門縣自殺防治進

行為，面對這樣的症狀，若單純以正向鼓勵

行討論，讓金門縣向「零自殺」縣市邁進，

方式，對患者感受上較無幫助，甚至情緒上

透過政府資源分配，得以降低自殺率。比較

會陷入難過、失落中，因此面對這樣子的狀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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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時，適時陪伴與傾聽更加的重要，不但能
即時拉他一把，甚至提供必要的心理衛生以
及醫療資源。
◎媒體傳播對自殺事件的影響
由於每日各大報媒體皆會報導自殺相
關新聞，李明濱主任仍再次呼籲媒體資訊
是會影響到民眾知的權利，因此媒體若能
夠教育讓民眾更了解自殺防治相關訊息就
更為重要，現階段媒體會在報導後加入安
心專線，並且呼籲媒體遵守六不六要，不
將自殺新聞放置在頭版首頁；尊重個人隱
私，遺書、照片不予刊登；自殺的方式不

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李惠仁先生。

◆ Live in Hope日出健走活動-正面的態
度了解身心靈健康

去刊登，避免模仿效應；不將自殺性寫的

「Live in Hope日出健走」活動已於5月7

非常的聳動，呼籲民眾共同遵守，避免散

日圓滿結束，當日總計約40人參與。本活動

播自殺訊息。

希望透過健走，喚起民眾對於心理健康自殺

◎當身邊朋友出現低落、自殺想法該如何關
懷他們
面對身邊朋友心情上的低落，即便非
醫療專業人員，也可以按照3C口訣來幫助
他們。
1.Care 關懷周遭的人：透過心情溫度計量
表，從睡眠、感覺觀察、情緒、憂鬱程
度觀察，評量對方當下的身心狀況。
2.Connect 聯繫他人：轉介到心理、精神
醫療資源，舒緩當下壓力、情緒產生身
心症狀上的反應。
3.Communication 溝通：做到基本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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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聯播網專訪─圖由左至右分別為全國

防治的重視。本次為第二次辦理活動，選擇
能環繞臺北市美景的虎山為路線，於凌晨4點
半出發，讓眾人一齊抵達虎山終點迎接美好
日出的到來，更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運動共同
擁有良好心理健康。健行活動結束後，期待
明年有更多夥伴共同為心理健康盡一份力。

◆ 世界萬象―索命藍鯨遊戲(Blue
Whale) 防治
一款名為「藍鯨」(Blue Whale)的遊戲，
於前年開始在俄國青少年間流行，據報導，這
個遊戲最終可能導致玩家自殺，雖然這個遊戲
在俄國已經遭到禁止，但是最近有流傳到其他

與聆聽

國家的情形發生。而網友為增加點閱率，創立

透過三C口訣的推廣與傳播，自身每天

論壇「Sea of Whales（藍鯨之海）」，吸引更

定期使用心情溫度計，測量心理健康，幫助

多青少年參與藍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專家表

自己也能關懷身邊朋友遠離低潮，期待透過

示，若有發現相關訊息，媒體、網路使用者應

自殺防治的宣傳，降低國內自殺率。

審慎評斷，避免過度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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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藍鯨組織者，容易透過一些手法，

網相連」，介紹轉介方法與技巧、社會安全

讓參與者在生活上喪失信心、無意義化，參

網絡與資源連結，並在課程結束後做綜合討

與者在中途無法退出，否則就會遭受到像是

論。

「我們會殺掉你全家」等威脅，這些參與者

本次中心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

多半年齡集中在10-14歲，判斷力不足容易

合會共同辦理，透過聯合各縣市醫師公會，

使這些青少年相信這些威脅，並聽從對方擺

在全國28間醫院同步視訊，包括蘭嶼、綠

布，最後選擇自殺。遊戲內容也會要求參與

島、澎湖、金門與連江縣等離島地區，將課

者達到遊戲設定目標，而讓這些青少年出現

程推廣至醫療及社會工作相關之第一線專業

自殘、自殺行為，透過網路媒體再將照片、

人員，提升自殺防治相關的專業知能，當

影像散播出去，雖然，在去年創辦者遭到逮

日共有約888人共同參與課程。最後一堂的

捕，但今年3月，藍鯨網站卻再次死灰復燃，

「綜合討論」，除台大醫院第七講堂也開放

造成許多集體自殺的案件，甚至傳遍歐美國

雙向視訊會場的學員提問，針對課程內容及

家，而目前傷亡者仍以青少年受害者居多。

實務、時事進一步延伸討論，講師們輪流回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張書森副執行長應中
國時報採訪，建議對於相關案例的防治，媒

應，主持人補充說明，現場氣氛熱絡，活動
圓滿落幕。

體、網路使用者應慎重對待相關資訊，避免
過度渲染、轉貼，應審慎評斷。此外，若發
現親友透露出令人擔心的訊息，可直接提供
支持、問候，理解狀況，避免憾事發生。

◆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
―「自殺防治新知與實務」
本中心於5月20日假台大醫院第七講堂
辦理「第一線專業人員之自殺防治守門人課

‧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分享。

程」，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主
持，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廖士程執行長、吳佳
儀副執行長及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鄭宇明秘書

◆ 長庚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參訪

長擔任講師，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長庚科技大學二技進修部護理系於5月

諶立中司長也蒞臨指導。課程內容豐富，主

22日(一)上午八點半前來參訪。當日共有1

題包含：「自殺防治新視野」，探討全球自

名老師與6名學生一同前來參與自殺防治課

殺防治趨勢、自殺防治問題與挑戰；「自殺

程，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與吳佳

防治實務」，探討自殺高風險群之辨識與評

儀副執行長共同講授，帶領老師與學員了解

估、自殺高風險者之關懷與溝通；「資源網

台灣目前自殺防治現況，以及如何在臨床實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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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落實守門人技巧與「一問二應三轉介」
之精神。並於課程結束後，與老師、同學們

◆ 【新聞媒體聯繫會議】會後成果分享
―老人自殺防治：問題與挑戰

進行問題討論及經驗分享。現場討論氣氛熱
絡，老師與學員皆在會後表示受益良多，對
台灣臨床實務上之自殺防治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未來有機會將繼續與相關科系所合作，
將自殺防治之理念推廣至各校園。

‧敬邀媒體與長官於台大校友會館合影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已於2017年6月23日(五)下午2點至4點假
台大校友會館四樓會議室，辦理「新聞媒體
聯繫會議－老人自殺防治：問題與挑戰」，
主持人為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專
‧長康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參訪─吳佳儀副
執行長於介紹中分享自殺防治現況，與守
門人概念。

題演講者為廖士程執行長、吳佳儀副執行
長、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徐亞瑛教授、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吳玉琴立委、衛生福利
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以及詹金月科長皆共同
與會。媒體與談人出席代表為聯合報醫藥組
魏忻忻組長、TVBS沈文慈副總監、蘋果日
報(爽報)許麗美副總編輯(總編輯)、TTV台
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先謹副主任、非
凡新聞傅秀玉副理。與會人員共51人，出席
媒體共16間、學協會共4間、衛生局共10間
以及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立中

‧會後與會人員大合照─前排由右至左為全

司長首先致詞表示，近年來台灣老年人口攀

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吳佳儀副執

升，老年族群的自殺死亡率又升高，這會是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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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速度跟少子化速度是全世界居冠，很不幸
地，去年青少年15-24歲的自殺死亡率比前
年增加了15.3%，再者65歲以上老年族群的
自殺死亡率上升3.5%，由此數據看來，老年
人與青少年是我們更要關心的族群。長照2.0
在政府與立法院如火如荼展開，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忽略老人健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司諶立中司長為新
聞媒體聯繫會議致詞

康照護所引發的家庭照顧者負荷問題。全國
自殺防治中心在三年前曾提出自殺防治法，
也經過公聽會，可惜目前仍塵埃未定，在此

新聞上看到照顧悲劇的發生，所以無論是老

呼籲全民能一同推動。

人或照顧者身心的需求都是我們現在很大的

在本次專題演講中，全國自殺防治中

挑戰。新聞媒體在這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心廖士程執行長提到，老人自殺族群特性包

色，因此呼籲大家為全民的身心健康，尤其

括自殺意圖強、很少透露出自殺想法或計

是老人與其照顧者，一同來努力。

畫、較多獨居者、原本的身體疾病及身體的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則指出，

脆弱性，致使老人自殺時不易存活、嘗試自

媒體在自殺防治與心理健康促進所扮演的角

殺與爾後自殺身亡的比率逼近2比1，意指

色眾所皆知，這次的會議期望能與媒體一同

一旦老年人嘗試自殺，其身亡的比例是很高

研發媒體報導與策略如何結合在一起，讓自

的。老人自殺高風險的因素則包括社會關係

殺防治更上一層樓。6月19日衛福部公告105

較孤立、社會網絡資源較薄弱、孤獨感、無

年死因統計，雖然自殺死亡率比104年增加

助感、無望感等。另外，當我們用社會新聞

1.9%，但已連續七年在十大死因之外，排

的角度去看殺人後自殺的事件時，有兩個問

名第十二位。更令我們關心的是，台灣的老

題。第一、當我們人類碰到難以理解的事情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重申媒體在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廖士程執行長對老年自

自殺防治工作的重要角色

殺數據分析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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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例如孩子殺了父親、父親殺了孩子等逆

照顧經驗，但通常會對照顧者的身體健康和

倫的事件，我們人性都希望能夠找到單純的

情緒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例如憂鬱症是照

解釋，而精神疾病常常是會被不小心連結到

顧者常反應的心理障礙，20％-50％照顧者

的事情，所以呼籲大眾避免將人倫的悲劇跟

有憂鬱症或憂鬱症狀，照顧失智症患者其憂

精神疾病連在一起。尤其當憂鬱症發病的時

鬱程度更為嚴重，有30%至40%失智症患者

候，病患會不自覺的去閱讀負面自殺新聞，

的照顧者患有憂鬱症及情緒困擾、身體健康

每一個細節對病患而言都有暗示效果，但當

受影響，包括免疫系統受損、健康維護行為

憂鬱症狀比較緩和的時候，新聞就只是新

較差(Poorer health maintenance practices)、

聞。因此第二個想呼籲的是，大家都希望讓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降低、經

社會更好，消弭不公平，但有一群特別脆弱

濟壓力、失智症患者提早被安置至照護機構

的病患，當他們的病情嚴重的時候，難以去

等。另外，除了可以在報導中推廣長期照護

化解負面情緒與暗示性的訊息。

的相關資源外，過往有些案例是家庭照顧者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徐亞瑛教授針對老

不敢去使用，例如媳婦，因為可能會被質疑

人照護與主要照顧者負荷的議題表示，依衛

為何要申請在宅服務。因此在相關報導中，

生福利部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

建議以正向的描述去正常化或正當化社會資

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以及內政部105年9月

源的利用，並不是將這些照顧者解讀成懶惰

人口統計資料估算，65歲以上的老人(共305

或能力不足，而是期望能提升照顧的品質與

萬人)。其中輕微認知障礙(MCI)56萬人占

身心健康。

18.45%、失智症人口24萬人占7.98%。每13

在老人自殺事件之媒體報導的分析與

人即有1位失智者，而80歲以上的老人則每5

建議中提到，報導慢性病新知是一個非常積

人即有1位失智者。且95.9%的失智症患者是

極、正向的做法，以老年族群為主軸，教育

住在家中，71.3%完全由家人照顧。許多研

社會大眾如何提升老人自我照護或疾病部份

究顯示，照顧失智症患者雖然可以獲得正向

的知能。另外，就媒體的角度而言，社會新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徐亞瑛教授呼籲長照議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吳佳儀副執行長針對老

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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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與自殺新聞的處理方式不一樣，但我們要

無望的時候，可以向鄰里長尋求協助。面對

呼籲的不是完全不要報導，而是建立雙方的

「老老照護」的負擔，我們應加強守門人的

共識，避免描述自殺細節、不要放在頭版、

概念。長期照顧者要有適當的敏感度來呼應

不要簡化原因等。重點是要聚焦在教育民

「傾聽、陪伴、帶動」與「一問、二應、三

眾，例如憂鬱症的治療資源、傳達正確訊息

轉介」，即時跟精神醫療或心理衛生資源做

以及精神疾病的去汙名化。即時新聞與動新

連結，才能防患未然。同時長輩們有很長的

聞也是目前希望能一起達成共識的部分，例

時間在家中看電視，常接觸到媒體的負面訊

如加入專家學者的意見等，還是有很大的改

息，這不僅會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也會造

善空間。由於媒體對民眾極具影響力，而其

成照顧者的負擔。

報導方式皆會對民眾造成影響，該如何在記

最後的綜合座談邀請到各資深媒體代

者職責與報導中取得平衡，以更中立與可靠

表對此會中的三個專題提出討論，臺灣電視

的方式報導新聞，是所有媒體從業人員重要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先謹副主任表示，電視

之課題。

台對於自殺與性侵事件幾乎很少報導，因為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楊聰財理事也在會

了解到會對社會大眾的身心健康有影響，然

中回響，希望媒體朋友能針對銀髮族專欄多

而刊登照片的問題改善速度可能會比較慢，

呼籲「自殺不能解決問題」，還會造成家人

畢竟媒體要吸引觀眾，但遺書內容與畫面不

及晚輩等遺族的心理創傷。由於現今社會雙

同以往，已盡量不做報導。而蘋果日報總編

薪家庭較多，子女白天出門在外上班，年邁

輯也提到，蘋果日報從2010年開始陸續找一

長輩還是單獨在家，很難以「家」為單位，

些公民團體，成立「新聞自律委員會」，跟

因此建議老人關懷可以從「鄰」開始，因為

青少年、婦女、衛生、精神醫療等相關組織

「鄰」是行政區最小的單位，以里長帶著

一同討論建立執行綱要，並於2012年開始

鄰長去關懷左鄰右舍，例如邀請長輩去活動

運作，目前每三個月開一次會，針對平面或

中心，且讓這些長輩們知道當在孤單、無助

網路新聞做檢討。雖然剛開始雙方處於平行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楊先謹副主任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楊聰財理事會後回響

於綜合座談提出討論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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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網路上比較多，尤其現在手機非常方
便，民眾馬上就可以看到，無論是聳動的標
題、細節的描述，甚至是臆測自殺原因等，
網路新聞比電視台露出的多。在製作新聞報
導的時候，有時候也會產生資訊錯誤的問
題，例如老人們常見因久病不癒而自殺，這
有可能是在資訊傳達上的困難。醫藥新聞可
‧蘋果日報許麗美副總編輯分享「新聞自律
委員會」成立運作經驗

能因畫面不夠光彩吸引人，而有收視率的考
量，但其實還是有人需要。因此建議可以針

線狀態，但在經過這幾年的磨合後，許多建

對老人常見的慢性疾病做相關的資訊宣導。

議與規範已內化成為蘋果日報的自我約束管

最後，聯合報魏忻忻醫藥組長表示，由於聯

理。自律綱要的第七點是有關自殺新聞的部

合報的即時新聞要求要有照片，接觸自殺現

分，例如自殺事件不要浪漫化與英雄化、提

場的大都是社會記者而非醫藥記者，所以第

醒標語等。過去五年的運作的結果，公民團

一線記者的第一個反應通常是拿起相機拍

體提出約八則新聞需要改善，例如不要刊登

照；而影音的部分是為了增加點閱率。聯合

照片或遺書、不要刊登在頭版等，之後也都

報網路新聞負責人對於六不六要的原則也非

有做修改。另外台北市報業公會有兒少自律

常重視，同意在報導自殺相關事件時應謹慎

委員會，是針對兒少法45條成立，維護兒童

妥當處理，雖然無法保證不再發生，但相信

的視聽權力，對媒體也是一個約束。若能站

聯合網路新聞的類似事件會越來越少。至於

在媒體的角度，已是能夠做盡量做，但就現

老人自殺的議題，目前碰到的問題是，聯合

實考量，自殺新聞報導無法立即做到最好，

報不會報導自殺的個案，但如果是因為社會

可是只要有問題就會努力盡快修正。非凡新

問題而引發的自殺事件無法不報導，不過會

聞傅秀玉副理則指出，近來發現自殺新聞其

避免直接描述這個案件，而多分析背後的因
素。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在會議最
終再次呼籲，自殺防治在關鍵時刻，簡單的
一句關心，就可能改變對方的一生。國際自
殺防治協會今年度的口號為「關鍵一刻，扭
轉一生(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自殺
防治在台灣是必須關切的重要議題，只有喚
起社會大眾對自殺議題的重視，同時持續推

‧新聞媒體聯繫會議參與長官與媒體進行綜
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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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再自殺的風險？

◆ 自殺防治年中討論會
中心於6月30日假台大校友會館召開

●

各縣市如何擬定燒炭自殺防治策略？

「106年度自殺防治年中討論會」。邀請各

現場共分為四個小組，進行三回合的

縣市衛生局代表、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代

分組討論，分別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廖士程

表、第一線自殺防治工作相關人員一同參

執行長、吳佳儀副執行長、臺北市立聯合醫

與、交流實務經驗並討論自殺防治相關策

院松德院區陳映燁醫師以及台灣自殺防治學

略。當天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主

會監事黃敏偉醫師擔任各桌桌長，引導成員

持，吳佳儀副執行長報告自殺防治105年最

展開腦力激盪、有意義的對話過程，集結眾

新數據與關懷訪視之現況，並邀請衛生福利

人智慧。分組討論相當熱烈，成員們積極參

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立中司長、詹金月科

與，貢獻自身寶貴經驗及創意想法，互相觀

長致詞及勉勵，共有69位相關人員出席。本

摩學習。最後，由各桌桌長統整討論精華，

次會議以燒炭自殺為例，透過「世界咖啡館

並摘要各回合重點報告分享，提出對三個議

工作坊」的模式，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討：

題的回應，一起為自殺防治注入新的思維，

●

如何善用自殺通報數據推動自殺防治？

強化各地自殺防治策略，更進一步作為自殺

●

自殺關懷訪視員在訪視過程中，如何降低

防治相關工作規範研修之參考。

‧與會長官與來賓於台大校友會館合影

‧自殺防治年中討論會分享討論成果─左一
為桌長吳佳儀副執行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主持人與會來賓合
影─衛生福利部心口司詹金月科長(左)、
諶立中司長(中)、李明濱主任(右)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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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季活動預告：
◎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溫馨小故事徵文
每年的9月10日為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之「世界自
殺防治日」。為響應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關鍵一刻，扭轉一生(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呼籲社會大眾重視自殺防治的議題，推廣珍愛生命理念，今年特舉辦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自殺防治溫馨小故事徵文，用小小的溫馨舉動，為世界做出大大
改變，並共同加入珍愛生命守門人的行列，一起用愛守護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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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自殺防治
初步因應

交流園地

何怎麼苦勸自殺危機者，他都聽不進去，
講也講不聽，時間久了，他們漸漸失去耐
心，不願再關心或靠近自殺危機者，而使
得自殺危機者更顯孤單，覺得無法被人瞭

劉瓊珊
諮商心理師

解。停在此步驟，想想究竟什麼是自殺
危機者真正需要的？除了家人朋友、師長
同學的關心，另一部分也需要醫療資源的

人們在一個強大的負面壓力，有急性

轉介，以診斷是否有生理、心理疾病之影

或慢性焦慮、憂鬱狀態時，可能會有想不開

響。此外，更重要的是停止給予建議，陪

的尋死念頭，進而衍生出自傷或自殺計畫、

伴自殺危機者的方法是來自傾聽對方，包

行動。當身邊出現自殺或自傷危機者時，常

含他的痛苦與無法被了解的壓力。很多人

讓人感到心情沉重的原因，來自於當我們與

忽略陪伴跟傾聽的重要性，當他們的心情

自殺或自傷危機者接觸時，我們心中可能會

被了解的時候，痛苦往往就能減輕一些。

有害怕失去對方的失落感或擔心幫助不了對
方，而不知所措。
在初步接觸有自殺或自傷危機的親

留意以上3要點，能夠以不擔心害怕或
不焦慮的心情陪伴自殺危機者，給予自殺危
機者需要的關心，並提供求助的資源管道，

友時，以下3點你不可不知:

無論是醫療資源、學校、社區的諮商輔導資

1.自殺者欲解決痛苦而非生命： 在大專校院

源，都是自殺防治的重要步驟。

自殺防治工作的經驗中，自傷或自殺危機
者往往想要解決的是當下無法消除的痛
苦，而非自己的生命，當我們能理解此
點，便先能消除害怕失去對方的焦慮感，
才能夠貼近對方的經驗，陪伴與理解他的
痛苦。
2.與自殺者產生情感連結： 與自殺或自傷危
機者需產生高度的情緒融合，在初步的接
觸時能有情感連結是必要的，才能夠在生

「他走了，不是我的錯」
- 關懷訪視員工作有感

活切斷連結的自殺危機者身上，產生我
與你同在的感受，才有機會開啟對話的窗
口。

王淑瑤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3.傾聽才是真正的陪伴： 當我們嘗試著去了
解自殺危機者身邊的系統與資源時，會聽

自殺關懷員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二份工

見自殺危機者身邊的朋友，表達出無論如

作，會想做這份工作是希望可以從事助人工
第十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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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實大部分會選擇從事自殺關懷員這份

關懷員在與個案建立關係後，面對個案突然

職業的人，大多都是抱著熱忱而來，因為自

的死亡，會帶給關懷員很大的壓力，某種程

殺防治即使一般人想起來都不是簡單的事，

度上來說自殺關懷員也是廣泛的「自殺遺

第一線的訪員在面對這些自殺企圖的人更是

族」，關懷中的個案突然自殺身亡，訪員很

不容易的。不管在什麼縣市，幾乎每天都有

可能會感到自責、悲傷等等。關懷中的個案

人自殺，關懷員也每天都有新案的增加，一

突然死亡，主管機關會針對個案處遇做一些

個個案規定至少要追蹤三個月，狀況穩定可

檢討，雖然只是希望能夠讓訪員下次面對個

以結案，但狀況穩定卻因各單位不同而有不

案時有更好的處遇方式，但往往這樣的做法

同的標準，若單位的主管態度保守，一個個

會帶給訪員莫大的壓力，感到被咎責。

案很可能至少得訪半年以上都還無法結案，

遇到個案死亡時，除了檢討處遇外，

若單位主管態度較寬鬆，可以順利結案，但

關懷員也需要資源，如同儕支持、機構內督

這次結案了卻也不保證個案不會再自殺。

導的支持等等，讓關懷員知道「他走了，不

評估個案的再自殺風險是關懷員主要

是我的錯」是很重要的。平時的教育訓練除

的工作，但除了一些可觀察的標準外，有太

了自殺防治知識、訪視技巧之外，也可以多

多不可控的因素，關懷員必須要照顧許多個

增加自我照顧等內容，我想這會是很大的幫

案，偶爾也會發生評估風險不高的個案再自

助。

殺，更甚者可能個案再被通報時已經死亡。

交流園地歡迎您來信投稿
交流園地不僅是讓相關自殺防治工作同仁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及訊息互動的地方，更
是讓一般民眾可以了解自殺防治實務工作之情形，及得知最新消息的專欄。歡迎各
地與自殺防治工作相關之心理衛生工作人員，來投稿與我們分享您在自殺防治工作
過程中的相關經驗或甘苦談。來信投稿請寄到edu.tspc@tsos.org.tw，通訊編輯小組
收，字數約40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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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 本會謹訂於106年9月3日(星期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演講廳，辦理第四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並進行第四屆理、監事改選，敬請各位會員預留時間，撥冗
出席。
§ 學術研討會規劃有學術性壁報展示，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並協助轉知相關人員！
相關時程請關注學會最新消息。
§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會員(會員代表)未繳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會員代表)權利。敬
請於年會前撥冗將會費繳清至106年度，俾利選舉之進行。郵政劃撥帳號：50086539

戶

名：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238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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