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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不分族群
李明濱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理事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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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已邁入第15

戀、女性則有5.21%，且有8.86%的男性和

年，迎向新的一年，本計畫工作內容與目標

27.65%的女性自我認定「不是異性戀」。另

將持續以三大策略為主軸，落實各縣市因地

外，大學校園的性別議題研究結果亦指出:

制宜的自殺防治，並拓展與精進自殺防治措

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之比例女性約為

施;主要包含研析住院病人自殺資料、回顧

男性的3.6倍。社會對性少數族群的污名與偏

近10年新聞報導自殺事件與自殺死亡、自殺

見，導致該族群之心理健康問題與自殺風險

通報數據之相關性、探討多元性別的自殺議

高於一般民眾。這些社會歧視與壓力不僅影

題、編纂含中央、地方及民間團體重要自殺

響成人，對於兒童青少年的危害更為劇烈。

防治工作之自殺防治年報、架設關懷訪視員

過去研究已指出同性戀或雙性戀的兒童青少

共訓之系列數位課程、舉辦「自殺防治業務

年，較易遭受霸凌、性騷擾、以及身體暴

共識會議」等，期望使自殺防治策略更臻完

力。

善。此外，為思維全球化，本學會亦積極爭

本會將系統性探討多元性別族群與自殺

取辦理2020年6月亞太自殺防治國際學術研

之相關議題，從全面性、選擇性、指標性三

討會;為使防治工作能永續經營，本會也將推

大向度著手，提出具體可行之防治策略。加

動「自殺防治法」立法。

強醫療體系與非醫療體系之自殺防治網絡資

多元性別議題是當今台灣社會及政府

源整合與轉介，避免多元性別族群在求助過

當局所深切關注，也是本會今年的重要工

程中遭遇標籤化，期待透過大家的努力，提

作項目。多元性別族群(LGBTQ+)包括女

升LGBTQ+族群的心理健康照護品質。

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

本會「珍愛生命，希望無限」的宗旨，

(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性別認同

期待能深植人心，成為身陷挫折困境者的定

疑問者(questioned)及更廣義的「非傳統異

心丸，成為大眾伸出關懷雙手的驅力，更期

性戀順性別」族群。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待成為所有自殺防治工作夥伴們的助力與支

在2011年針對北台灣24到29歲青年所做的

持；期盼大家持續努力使臺灣自殺防治工作

研究，顯示有2.85%的男性自我認定是同性

日益茁壯！

第十四卷．第一期

壹
性別與自殺

專家觀點

自殺防治只是工作
幸福生活才是目的

周元華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理事

方俊凱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暨
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自殺是人類一個非常複雜的行為表現。
很多的研究顯示性別與自殺有著緊密的相關
性。過去的研究顯示女性自殺的想法比較

上個世代的自殺防治工作，是1969年馬

多，而男性的自殺企圖比較高。 因此，不

偕紀念醫院成立第一代自殺防治中心開始。

同的性別，有著對於自殺不同的解讀以及行

接著1971年台灣開始推動十大建設，經濟起

為的發生。近年來性別的光譜變得更為廣

飛，自殺率大幅下降，大部分的人都過著幸

泛，其中最主要的包含了同性戀，變性者

福的生活。

等，統稱為LGBT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這個世代的自殺防治工作，是2005年

transgender)。國外的研究報告顯示，這個族

第四季，馬偕紀念醫院成立第二代自殺防治

群因為對於異性的恐懼，或者是社會對於其

中心與政府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開始。在

性別的歧視，因此自殺的想法及行為也是特

政府部門與醫療衛生部門等單位的通力合作

別高。而研究同時也顯示當社會的包容性增

下，自殺率的確有下降，但從2011年之後，

加，減少性別歧視，例如通過法律之訂定保

台灣的自殺率就沒有太大的變化，與1971年

障這一個族群性別平等的權利，將有正向的

之後的自殺率大幅下降有明顯的不同。

幫忙，使得社會大眾對這一個族群的自殺問
題更加關注，進而改善其高自殺風險。隨著
社會的進步與文明，性別的多元化，未來在
進行自殺防治策略的制定中，性別議題將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自殺防治如果缺乏對人性的關懷與對生
命價值的信念，自殺防治就只是個工作，政
府部門或是醫療機構就會只是把自殺防治當
作是不得不做的事。然而，若從人性和生命
價值的角度來看，我們期待國人都能過著幸
福的生活。倘若一個人從強烈自殺意圖變得
不再有自殺的意念或行為，卻沒有感受到自
己在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那意義到底是什
麼呢？
自殺防治工作的目的不是在看自殺率、
通報率、個管人數多少等等。國人過得幸福
快樂，自殺不被列為人生抉擇時的選項，那
才是真正做自殺防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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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群自殺預防的
六大策略

是，缺少了同理心與理性的對話，讓挺同與
反同的兩邊形成了對立。同時，公投主文在
語句陳述上認定的困擾，以及許多偏激、仇
恨與對立的輿論運作下，造成了婚姻平權及

衛漢庭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精神科
主治醫師

性平教育相關公投案未能通過，不但造成同

陳牧宏醫師
台北榮總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

憾、被誤解與憤怒的情緒，也造成了同志社

志社群權益的實質受損，也帶來了同志社群
集體的失落。在選舉的激情過後，憂鬱、遺

群在心理健康危害與自殺風險的上升。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許多歐美國家在

徐志雲醫師
衛生福利部立金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同志社群的自殺防治策略值得我們借鏡。
例如，澳洲的國家同志健康聯盟(National
LGBTI Health Alliance, Australia) 就曾在
2016年出版了同志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策略

多元性別為同志社群的總稱，其中包
含了：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
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各種多
元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與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等，英文又簡稱為LGBT。
多元性別屬於社會當中的性少數，長期
有著污名與歧視的存在，導致許多同志朋友

6

手冊，並提出了六大方向與目標以供參考 。

第一、廣泛性且可近性佳的照護
(Goal 1: Inclusive and Accessible Care)
同志社群可以接受平等且無歧視的心理
健康以及自殺預防資源，同時可以獲得切合
自身需要的支持與協助。特別是在轉介流程
中，可以提供在地、切合社群的專業協助。

們有現身與身份揭露的困難，也造成了在醫
1

療環境中的不便 。也正是因為這些污名與
無法現身的壓力，恐同症(Homophobia)無所
2,3

不在 。在這樣深化的畏懼之下，許多同志

以及研究 (Goal 2: Evidence,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朋友自身更內化了這樣的污名，形成了內化

透過蒐集更多的研究，針對同志社群的

恐同症(Internalized homophobia)，不但形成

生命經驗、認同、關係發展與疾病史進行更

了長久的心理壓力，更造成進一步的身心危

深入的自殺防治分析。除了投入更多資源之

害 。因此，同志社群也處於自殺的危險之

外，也應針對現有所提供的自殺防治服務進

中。

行效能的評估。

4,5

以時事而言，2018年11月24日台灣的

3

第二、更多的實證、資料收集、

第三、針對同志社群內不同的文化差

公投，在同志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的議題上

異進行辨識與擬定自殺防治策略

共有五案，並且引起了社會激烈的討論。但

(Goal 3: Diversity of LGBTI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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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群內部亦包含了許多差異，其
所面對的心理健康議題與文化挑戰也有所不

主題文章

制度、立法、與社區資源發展進行自殺防治
的資源整合。

同。因此，對於跨性別、雙性戀、男同志、

整體而言，這六大方向廣泛的架構出同

女同志、陰陽人的不同需求進行了解、需

志社群自殺防治的重要策略。因此，我們應

求辨識、並且進一步擬定相關策略是當務之

更積極的從政策、臨床、研究、以及訓練層

急。

次來營造多元性別的友善空間，更重要的是

第四、多元文化交織性與文化包容

要創造一個平等(Equality)與正義(Equity)的

(Goal 4: Intersectionality and Social

醫療環境。政府制定婚姻平權和反歧視，對

Inclusion)

於自殺預防會更是當務之急。唯有透過不斷

同志社群可能來自於各式各樣的人口、
地區、社會經濟階級與生命歷程。因此，在
自殺預防的策略應該切合針對個案們所能擁
有的資訊、可獲得的服務、以及支持系統進

的努力與深化多元性別友善的概念，方能夠
從基礎上落實醫療健康人權，並且創造出更
加尊重、充滿彈性與包容的多元性別友善社
會，加強同志社群的自殺防治。

行設計。特別針對原住民、城鄉差距、兒童

參考資料：

及青少年、文化語言不同、失能與身心障

1. Altman D, Aggleton P, Williams M, et

礙、老年、以及同志家屬們進行相對的策略

al.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stigma

設計。

and discrimination. Lancet. Jul 28

第五、培訓有經驗且具有足夠識能

2012;380(9839):439-445.

的專業團隊 (Goal 5: Skilled and
Knowledgeable Workforce)

2. Costa AB, Peroni RO, Bandeira DR, Nardi
HC. Homophobia or sexism? A systematic

政府應針對同志社群的心理健康促進

review of prejudice against nonheterosexual

服務以及自殺預防服務積極培訓專業人員，

orientation in Brazil. Int J Psychol.

來訓練出具有經驗、自信、並且有足夠識能

2013;48(5):900-909.

(competence)的專業團隊，來回應同志社群
的需要。

第六、推廣與預防
(Goal 6: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3. Fine LE. Minimizing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constructing meaning
of out campus LGB life. J Homosex.
2011;58(4):521-546.

政府因專注於發展並且整合同志友善的

4. Barnes DM, Meyer IH. Religious affiliation,

心理健康資源，並且在健康照護、居住與就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and mental health

業、物質濫用防制、家暴處遇、以及社會安

in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Am J

全網路進行整合。同時，在醫療服務外，心

Orthopsychiatry. Oct 2012;82(4):505-515.

理與社會服務意識非常重要，特別在於社會

5. Newcomb ME, Mustanski B. Inter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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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phobia and internalizing mental health

文獻回顧顯示，同志（包含同性戀、雙

problems: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

性戀、跨性別、酷兒，等性少數族群，sexual

Psychol Rev. Dec 2010;30(8):1019-1029.

minority）的自殺風險大約是異性戀者的二至

6. M o r r i s R J a S . N AT I O N A L L E S B I A N ,

三倍，其中，男同性戀者更是異性戀者的四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倍之高 。台灣本土研究也顯示，在男同志族

I N T E R S E X M E N TA L H E A LT H A N D

群當中，過去一年內曾有過自殺想法的比例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Y: A

約21%，實際做出自殺行動的比例約為11%

NEW STRATEGY FOR INCLUSION AND
ACTION, Published by National LGBTI

1

2

。事實上，這些數據反映的是當代同志族群

的困境，隱含著複雜的心理社會機轉。

Health Alliance, https://lgbtihealth.org.

探討不同性傾向者之間的心理健康差

au/wp-content/uploads/2016/12/LGBTI_

異最常被提及的觀點為「少數族群壓力模式

Report_MentalHealthandSuicidePreventio

3
（Minority Stress Model）」 。也就是說，

n_Final_Low-Res-WEB.pdf. 2016.

對同志族群來說，除了要面對一般大眾會經
驗到的壓力經驗，還需額外承擔同志族群特
有的壓力來源。同志族群自殺風險的相關機
制探討亦大多以「性少數壓力源」為基礎。
十餘年前，同志族群常會遭受到直接的
攻擊與辱罵，在報紙斗大的標題寫著同志是
「不道德」、「變態」等歧視性字眼。當代

同志族群自殺風險的
文獻回顧與分析

同志雖已較少經歷到粗鄙的攻擊，但生活中
4

仍廣泛存在著不友善的對待 。同志族群在
國中小階段可能會因為較為陰柔或陽剛的特

林逸祥臨床心理師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小兒部

質而被不瞭解的同儕嘲笑、霸凌，或者需要
在不同社交場合中假裝自己是異性戀、保持
警覺不露出破綻。面對關係最緊密的家人，

5

社會習慣將「非典型」特質過於強烈的

又要擔心自己的同志身份無法被接受。甚至

人視為異類，在重視和諧的華人文化更是如

在社會媒體的錯誤連結之下，對性行為過度

此。即使經過數十年更迭，多數民眾已不再

恐懼、擔心感染愛滋。對於未出櫃的同志來

視同志族群為洪水猛獸，但對同志的刻板印

說，也因為經常得在人際互動中對他人戒備

象與歧視仍不曾消失，只是在標榜文明與進

設防，使得許多同志都曾有過強烈的孤單

步的大傘下，經過刻意地包裝，換個比較可

感。除了社會的壓力，對於當代同志而言，

以被接受的方式存在。如此的社會處境，則

「同志社群內的壓力」是另一個更顯著的壓

是重挫同志族群心理健康的關鍵原因。

力源 。在社交軟體中，常會在個人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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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拒娘」、「拒胖」、「拒老」、「拒

身心健康調查往往相較異性戀者更容易有失

HIV」等標籤，這些對性別特質、身體形

衡的現象。臺灣的健康照護系統需要對同志

象、年齡、健康等條件所設下的排除標準，

族群的身心健康有更細膩的瞭解，但從上而

事實上是更為嚴峻的挑戰。

下地改善政策制度、教育理念、社會態度，

社會壓力與自殺行為之間，存在著相

才是協助同志族群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向。唯

互交織的心理歷程。性少數壓力源使得同志

有社會能對同志族群有完全平等、一致的對

更容易反芻過去的負向經驗而引發情緒困

待，才更有機會縮小同志族群與異性戀者之

擾，也可能因為習慣性地對他人警戒而感受

間的身心健康差距，也更能落實同志社群自

不到來自家人與朋友的支持，甚至因為現狀

殺防治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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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未來不抱持希望 。近來研究更發現，

參考資料：

有兩個重要的信念會使得人們容易產生自殺

1. King, M., Semlyen, J., Tai, S. S., Killaspy,

的念頭，並且這些信念在同志族群身上更容

H., Osborn, D., Popelyuk, D., & Nazareth,

易出現7。其中之一為「挫敗的歸屬感」，

I. (200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ntal

感受不到自己在社交圈的位置，少了相互照

disorder, suicide, and deliberate self harm

顧的關係、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孤單感。另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eople. BMC

一個更為關鍵的信念為「自覺造成他人的負

Psychiatry, 8, 70.

擔」，裡頭涵蓋著很深沉的自我厭惡與自
責。本土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自覺造成他
人的負擔確實為性少數壓力源與自殺意念之
2

間的心理機制 。

2. 林逸祥, 男同志自殺企圖：性少數壓力源
與自殺人際理論的角色。中山醫學大學心
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碩士班學位論文。台
中，台灣。2017。

本文主要著墨於同志族群特有的自殺
風險因素，但多數的自殺行為是多因素所造
成的，可能是生理（如，家族病史、慢性疾
病等）、心理（如，憂鬱、焦慮、物質使用
等）、社會（如，低社經、失業等）各項風
7

險因素加成後的結果 。因此，在實務上同志
社群的自殺防治也充滿更多挑戰。
無論是否做為同志，承擔莫須有的罪
名（也就是社會對於同志的刻板印象）本會
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再說，能感覺到自己是
被需要、有價值、對社會有貢獻，是身為一
個人很基本的需求。當代的同志族群卻仍在
這些基本需求上屢屢挫敗，也無怪乎同志的

3. 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 a y, a n d B i s e x u a l P o p u l a t i o n s :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
4. Balsam, K. F., Beadnell, B., & Molina, Y.
(2013). The Daily Heterosexis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Minority Stress
A m o n g L e s b i a n , G a y, B i s e x u a l , a n d
Transgender Adul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6(1), 3–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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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chankis, J.E. (2014). Uncovering Clinical

被霸凌、丟了工作、一無所有等等的困境及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to Address

心血來潮的「想死」念頭，或許也會發生在

Minority Stress, Mental Health, and Related

一般異性戀大眾身上，但常常因為這些朋友

Health Risks Among Gay and Bisexual

有著LGBT的身份，在思考邏輯及現實環境

Men. Clin Psychol, 21(4), 13-330.

中就多了幾分與異性戀朋友的不同，也有著

6. Hatzenbuehler, M. L. (2009). How Does

更多實務上的挑戰。

Sexual Minority Stigma “Get Under

想到第一位熟識的天天想自殺的同志

the Skin”? A Psychological Mediation

朋友已經是24年前的事了，在那個對愛滋及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5),

同志極度不友善的時空裡，這位朋友無論陰

707–730.

寒晴暖永遠都穿著長袖，以遮蓋著手腕處大

7. Van Orden, K. A., Witte, T. K., Cukrowicz,

大小小的傷疤。他本來就是位沒有親人的男

K. C., Braithwaite, S., Selby, E. A., &

同志，因為愛滋曝光而丟了工作、被房東趕

Joiner, T. E. (2010). The Interpersonal

出門；而即使在接受了別人的協助提供吃住

Theory of Suicide. Psychological Review,

後，仍然會不時出現被幫他的人陷害或利用

117(2), 575–600.

等等的負面臆測。常常想死的他跟我討論了
許多求死的方式，像是跳樓、上吊都讓他覺
得死相不佳，要怎樣死得方便而美麗竟是他
選擇死亡方式的主要考量！在那個三毛才剛
上吊過世的時代，這一段陪伴的經驗，讓我
認識到同志朋友心思的細膩。
在那個年代，全台只有100位左右的感

「親愛的，你為何
「想不開」？」

染者，愛滋是個會快速死亡，且被社會高度

陪伴同志朋友走過自殺幽谷

自殺。除了上述的朋友外，我也曾聽其他

的經驗分享

的同志感染者告訴我想和男友去阿爾卑斯山

歧視的疾病，幾乎所有感染者都曾思考過要

滑雪，然後在冰天雪地的美景中凍死，或在

莊苹護理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國外街頭出車禍被撞死。這樣消息傳回國內
就只是一個中國人在滑雪時不慎凍死或在某
國車禍死亡，不僅不會讓自己的病情曝光，

7

在陪伴同志及感染者朋友不自覺地過了

更不會讓家人必須面對其他親友詢問「你兒

二十多年，常常看到LGBT的朋友們那些來

子年紀這麼輕，是怎麼死的？」的難堪！再

自各自心靈深處及不友善環境所造成的「過

再讓我感受到他們內心許多深層的顧慮：即

不去的坎」。雖說不論是失戀、親人離去、

使是死，都要死的漂亮、死的不給家人找麻

第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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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死的不讓親人知道真正的理由…，而這

情緒的出口也可能較為缺乏，這些都可能較

種「用死去保全家人，又不願被知道」的細

易引發自殺意念，或造成更多情緒的困擾。

密的心思，讓當時的我很感到非常震撼！

因此，願臺灣能自2019年從同婚出發，讓多

二十多年後，社會對同志及愛滋的接納
度日高，因時空背景改變，我也想知道同志

元性別的朋友能擁有與異性戀一般的，更被
接納包容的健康生活環境！

朋友的處境是否也有差異，於是訪問了一些
身旁的同志朋友，詢問近幾年是否曾蒙出自
殺的念頭？竟仍然聽到很多的「想不開」，
包括了仍有人因HIV曝光而失去一切，其他
如失戀、親人（寵物）死亡、家人關係惡劣
等理由，也會讓同志朋友有了輕生之念。但
歸根究底，仍與身為同性戀者的壓力有關。
譬如說失戀吧！其實異性戀也會失戀，
也會傷心難過，但做為同性戀者，對於在茫

正念是否會藉由增加對生
活的熱情而強化對於面對
自殺念頭時的復原力？

茫人海中尋找到一位同樣喜歡同性而且愛自
己的人，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所以當失戀
時，除了如同異性戀一般的質疑自己是不是

吳恩亮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社區精神科 主治醫師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副祕書長

哪裡做的不好外，也可能加上了一層「這種
偷偷摸摸的戀情維持的好辛苦，到頭還是一

(Mind full of life: Does mindfulness confer

場空…」、「我知道自己這種感情不正常，

resilience to suicide by increasing zest for life?)

但…」、「我冒了很大風險去愛一次，但卻

本文介紹2017年9月發表於Journal of

失去了…」的複雜心情。

Affective Disorder之論文。

另一方面，即使是異性戀者也會有失去

簡介： 正念(mindfulness)是一個可經由訓練

家人、失去寵物的傷痛，同志朋友卻可能因

學習的技巧，並且可以增加自殺高危險群復

為死亡的是這世上唯一支持了解自己的家人

元的能力。正念是以接納(acceptance)、非批

或是一隻不必隱藏身份的寵物，而讓他們覺

判(non-judgment)的態度專注在「活在當下」

得人生少了唯一的支柱，進而萌生「這個世

(paying attention to present-moment)的過程中

界已無其他牽掛，乾脆陪他離去」的感受。

對於當前的壓力做省思，而非直接減緩危險

雖然，因感染愛滋而想死的年代雖然已

因子，進而增加對於自殺的抗壓性和對生活

隨著疾病的可控制而漸漸過去，但長期處在

的熱情(zest for life)。年輕人常對於人際相

是否被接納疑慮中的同志朋友們，不僅對各

關的自殺危險因子特別脆弱，大學生的自殺

種情感的敏感與重視勝於一般異性戀者，而

危險性又特別高，因此要如何增強這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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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resilience)顯得特別重要。這個研究

自殺意念的發現，結果是一致的。正念不只

是檢測正念是否可在個人面對自殺危險和生

是加強了在面對增加危險因子和逆境時的情

活困境時，藉由增加對生活的熱情(zest for

緒調節能力，而且減緩了藉由自殺逃避逆境

life)，進而對抗自殺的念頭。

的念頭。正念(mindfulness)可透過“值得活

方法： 在此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design)

下去”(a life worth living)的念頭，在高自殺

中，共有233位大學生個案參與研究，在八

危險和面對逆境時對抗自殺慾望。自殺行為

周參與研究期間有兩個時間點接受線上評

理論包括了自殺危險和持續活下去之復原力

估，評估量表如下：Mindful Attention and

間的動態平衡(dynamic interplay)，因此臨床

Awareness Scale, Zest for Life Scale, Interpersonal

工作者在協助自殺個案時，不僅應嘗試減緩

Needs Questionnaire, Kessler Psychological

自殺危險因子，而應善用正念療法的策略，

Distress Scale-items assessing suicidal ideation

加強個案對生命的渴望(the desire to re-engage

and suicidal intent，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

with life)，因而達到減緩自殺危險性的目的。

結果：個案起初的正念程度(Baseline

再者，從正念體悟意義之理論(Mindfulness-

mindfulness)會與較低的自殺意念和意向

to-meaning theory)指出把正念帶入目前的生

(lower suicidal ideation and intent)相關，中介

活經驗，可以讓我們重新省思壓力事件，保

因素相關分析(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es)

持正向的情緒，並增加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証實了此相關性是藉由對生活的熱情(zest for

進而增加對生活的活力，並找到活下去的原

life)所促成，也就是說，當個案出現較低的

因。因此，正念可能提升一個人的意志力

的心理壓力(psychological distress)和較高的
自我累贅感知（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認為自身不稱職，是其他人的累贅）或歸屬
受挫（thwarted belongingness，也就是和其
他人有情感上的疏離）時，會有較高的正念

(grit)-即追求長期目標的熱情 (passion) 與毅力
(perseverance)，這可以幫忙我們在逆境中持
續找到有價值的目標。透過此目標導向的行
為(goal-oriented behavior)，可以加強生活的意
義和熱情，達到對抗自殺意念的目的。

強度(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討論：本研究指出正念覺察(mindful
awareness)可能會增加對生活的熱情(zest
for life)，而這增加的熱情會成為面對自殺
危險和逆境時的緩衝劑(buffer)，並藉由增

自殺統計解析

加對生活的期待來抵消想死的意念。這和
過去以正念為基礎的心理治療(mindfulness-

9

2018年通報個案特性分析

based treatment)--如正念為基礎的認知治療

由2018年自殺防治通報資料分析，全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和辯証

國自殺通報為33,207人次，與前一年同期相

行為治療(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對減少

比增加8.5%，通報比(通報人次/前一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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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為8.1，分案率為100%，分案關
懷率為99.9%。通報單位類型，以「醫療院
所」為最大宗(82.7%)，其次為「警消單位」
(10%)及「衛生局所」(4.5%)。
分析2018年自殺通報個案特性，女性為
男性的1.69倍；整體來看通報最多的年齡層
為35-44歲(23%)，其次為25-34歲(19.9%)，
排名第三為15-24歲(19.1%)。
分析自殺方法(ICD-9，除「其他及未明

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 春節前夕本會發佈新春新聞稿
農曆新年一直是華人重要的節慶，此時
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情懷特別濃烈。全國自殺
防治中心於春節期間，寄發新聞稿於媒體記
者朋友們，除了敬祝大家豬事大吉迎新年，
也邀請全民大眾共同展開守護生命的羽翼。
新春新聞稿內容如下；

示之方式」外)，以「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
及自為中毒」(48.1%)占率最高，其次為「切
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9.5%)，排名第三為
「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6.8%)。以性別

珍愛生命

希望無限

分析，男性以「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

豬事大吉迎新年

溫暖關懷賀新春

為中毒」(41.3%)為最多，其次為「切穿工具
自殺及自傷」(22.4%)，排名第三為「由其他
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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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為最多，其次為「切穿
工具自殺及自傷」(33.7%)，排名第三為「由
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6%)。
整體分析自殺原因(除「不願說明或
無法說明」外)，以「情感／人際關係」
(46.2%)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濫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台灣自殺
防治學會李明濱理事長指出，農曆新年在華
人社會中是最重要的節慶，在這闔家團圓的
時刻，別忘了身邊獨自過節或失聯的親友，
在這樣的日子他們可能更易感到憂鬱與悲
傷。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在此提醒大家，發揮
您的關心，讓身旁的親友們都能感受到愛與
溫暖，喜迎金豬年。

關心無距離，暖心不打烊

用」(40.9%)，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李明濱理事長呼籲，"關心"所產生的能

(10.7%)。再以性別分析，男性自殺原因以

量不容小覷，但是我們應注意互動有距離，

「情感／人際關係」(37.8%)為最多，其次為

不宜過度詢問個人所避談的隱私問題，避免

「精神健康／物質濫用」(36.8%)，排名第三

把關心與問候成了對方的壓力與不悅，反使

為「工作／經濟」(14.3%)；女性之自殺原因

對方感到抗拒與傷心。把握年節相聚時刻，

排名與男性相同，惟占率略有不同，以「情

學習站在他人立場表達同理與關懷，讓家人

感／人際關係」(51.1%)為最多，其次為「精

間能保有尊重與空間，更能凝聚彼此情感，

神健康／物質濫用」(43.3%)，排名第三為

共享相聚好時光。

「工作／經濟」(8.5%)。

李明濱理事長表示，自殺雖是多重原
第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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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是在

勿因假期而自行停藥，特別是正在服用精神

感受無助與絕望下，頓覺與世界無法再連

科藥物者，可能會因某些狀況，譬如來不及

通(connectedness) 。根據自殺通報數據，

於年前就診、諱疾忌醫或是不願讓其他家庭

107年因自殺行為送醫通報共33,206人次，

成員知道目前之用藥狀況，而擅自停藥，這

導致自殺的誘因最常見的是「情感、人際

很容易產生戒斷症候群或導致病情不穩定。

關係」(佔46.2%)，其中「家庭成員問題」

因此，在年節期間，別忘了注意親友的服藥

(18.7%)、「感情因素」(17.2%)與「夫妻問

情況，多給予關懷。

題」(12.6%)是最重要的三項因素。特別是

活用「一問、二應、三轉介」

青少年的輕生更需更多的關注，他們要面對
許多的壓力與挑戰，如人際關係、課業壓力
及自我認同等。就107年的通報資料而言，
兒童與青少年共計通報7,179人次，自殺原因
同樣以「感情因素」(28%)及「家庭成員問
題」(23%)為主。由此可知，家庭的支持與
關懷更顯其重要性，李明濱理事長特別呼籲
民眾注意下列兩重點：
1. 利用春節連假多加關心與陪伴： 家人的陪
伴及支持是自殺防治與心理健康促進的重
要保護因子，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分析歷年
自殺通報資料發現，自殺通報人次在春節
期間較低，春節為親友間難能可貴的團聚

平時除了多加關懷以外，更別忘記與
親友間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性。李明濱理事長
表示，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會自殺的人不會
說出來」，其實這是個錯誤的迷思，事實
上大部分自殺的人，往往會直接或間接的拋
出許多明確的訊號尋求協助，但未獲關注。
這時的關懷與支持便相對重要，建議善用自
殺防治守門人的3步驟「一問、二應、三轉
介」。
【一問】 主動關懷身邊的人，提供陪伴與溫
暖，透過家庭聯誼或社群軟體加強
成員間的交流，增加正向支持保護
因子。

時光，放下彼此手上的3C產品，增加彼此
的互動與交流，用話語傳達溫暖與關心。
2. 春節過後關懷不間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歷年資料顯示，春節過後自殺通報人次都
有上升的趨勢(增加約20%)，在經過九天
連假後大家各自返回工作崗位，除了「收
假後症候群」的可能影響，相聚的保護因
子相對減低，不免誘發孤單與空虛，而使
弱體質者衍生輕生念頭，這時的持續與關
鍵關懷便更加重要。

遵循醫囑不停藥
李明濱理事長也特別提醒，春節期間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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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 以關懷傾聽及正面回應成為支持家
人間的橋樑，主動分享生活細節，
增進人際連結。
【三轉介】 面對家庭成員出現情緒持續低落
或表達負面訊息時，切勿輕忽；應
隨時注意成員身心狀況，並持續鼓
勵成員就診，遵循醫師指示服藥。

善用心情溫度計App助己又救人
最後李明濱理事長提醒大家，過年前
後不免讓許多人壓力與焦慮感升高，若發現
自己或身邊親友的身心狀況不佳時，可以使

陸
用心情溫度計即時測量自己與親友的心情
溫度，並協助轉介至社區心理衛生資源、或
精神科門診，您的一個動作將使您成為最重
要的自殺防治守門人，另外亦可撥打安心專

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 新聞聯絡人：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李明濱 0975-731-112
•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副主任
陳俊鶯 0935-717-223

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年節
期間24小時不打烊。

升級版心情溫度計App
即刻關心自身與親友的心情溫度，除了
能夠即時測量情緒困擾外，並可將測量結果
依時序建立紀錄。
升級版心情溫度計App內容如下：

◆ 本會與台灣大哥大合作共同寄送簡
訊，宣傳心情溫度計App
本會非常感謝台哥大將心情溫度計App
改版再升級，添加了許多新功能，呼籲民眾
關心自身與親友的心情溫度，除了即時測量
情緒困擾外，並可將測量結果依時序建立紀
錄，並於春節後開工前三日2月11、12、13

1. 檢測結果之分析與建議

日連續三日針對25歲-54歲之用戶發送宣傳

2. 個人心理健康自我評量追蹤比較

簡訊，呼籲民眾愛護生命並一同成為自殺防

3. 全國心理衛生資源(包含各心理衛生相關

治守門人。

單位及精神醫療所)。
4. 提供電子書/影音資源(含自殺防治手冊電
子書及影音系列)。
5. 定時檢測提醒設定功能
6. 即時求助電話頁面
歡迎免費下載『心情溫度計App』

我願意為你傾聽

1. 連至App store或Google play商店搜尋『心

李惟農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情溫度計』。
2. 使 用 手 機 掃 描 下 圖 Q R c o d e ( i O S &
Android)，立即下載。

在談到自殺兩字，現行台灣社會對自殺
議題的看法仍相當汙名，鑒於華人文化忌諱
談論死亡，因此當「自我傷害」與「死亡」
畫上連結時，這樣的汙名化更是沉重。在
2013年世界自殺防治日便是以去除自殺汙名
化作為主題，指出自殺防治工作的重大困境
正是自殺議題的高度汙名化；媒體的渲染與
華人的文化不僅影響著社會大眾看待自殺當
事人或遺族的態度，還烙印著精神病理化的
刻板印象。
第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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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要談論死亡確實相當不容易，然則在自

「每次說出來之後，都覺得好一點了。」，

殺防治的工作中，談論死亡是重要且必要的

而在最後一次會談後，案主露出感激的微

一個環節，多數人對於死亡抱持著未知、恐

笑，告訴我：「李先生，謝謝你每次都願意

懼，抑或是存有距離感的想像，而這些想像

聽我說這麼多。」

都是使其對自殺議題產生偏見的因素，因此

如果要我形容這份工作以及自殺當事

在自殺防治工作當中，抹除社區抑或社會整

人的話，我直觀的第一個想法是「他們只是

體對自殺的汙名及偏見亦屬重要。

不像多數人這麼幸運」。我們可能有家人、

在走進自殺當事人的生命歷程時，關係

有朋友，有可以傾訴和抱怨生活不如意的對

建立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作為自殺防治守門

象，然則他們可能不如我們這麼幸運。這個

人的角色，傾聽正是相當重要的技能，我也

月初才發生一名國中女老師失聯多日，所幸

深信著，當一個人願意談論死亡與自殺議題

平安的被尋獲，她表示是因為壓力極其之大

的時候，亦是療癒的開端；正因為 啟 口的那

所以外出散散心。當時我看見新聞之時忍不

一刻，開始論述起自身的生命故事，訴諸著

住心想，她可能考慮過了結掉自身的生命，

人生的百百樣態，都是正視問題和自我檢視

所幸她最後做了另外一個選擇，這不禁也讓

的重要途徑。

我思考，有沒有可能在她那失聯的五天內，

雖然傾聽看似容易，其實在實際操作的

遇上了某位願意對她伸出友善的援手抑或是

時候則必須相當慎重，因為使用的不單只是

傾聽她壓力的貴人，才讓她打消了原本的念

我們的耳朵，還要把我們的心給帶上，才有

頭。因此對我來說，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是

可能真正走進案主的人生隧道裡。透過傾聽

相當重要的工作，我也相信著，說出口的那

不僅有助於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也讓案主

一刻，是抒解的開始，亦是療癒的開端；當

感受到關懷與同理，使其明白仍有人陪伴和

我們談論並正視這個議題，都是在為自殺防

支持，並讓自殺的風險因子降低，進而達到

治的工作抹除汙名的重要步驟，也深化著社

轉念的概念。

區的自殺防治意識。

當然，即使願意傾聽，案主也不見得願

多一點關懷、多一點包容，多一點陪

意吐露其心聲，此時此刻，陪伴和同理仍然

伴，並抱持著不評價，發揮同理心的去看待

是必要的情感性支持。在服務一位典型的非

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經驗，我相信人人都可

自願性案主時，我就遭逢到類似的困境，我

以扮演自殺防治守門人的角色；而若是你

懇切的告訴對方：「你現在不想多談，我尊

正遭逢著人生的諸多困境，只要你願意說

重你。當你整理好、或是隨時想說的時候，

出口，相信一定會有那麼一個人願意諦聽

只要你願意說，我也願意為你傾聽。」，而

──「只要你願意說，那麼，我願意為你傾

經過一番關係建立以及數次陪伴後，案主不

聽。」

僅越說越多，甚至給我的回饋還無比珍貴：

13

第十四卷．第一期

柒

交流園地

自殺防治個管角色
經驗談

以從較開放的問句中完成再自殺風險、保護

黃柔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全觀式社區預防暨心理健康中心
諮商心理師

蹤架構，大致可包含以下六個部分：

在自殺防治工作當中，個管員一直是
相當具關鍵性的角色，甚至可以被視為構築
自殺案主生命救援網的核心成員。由於我是
以諮商心理師的定位踏入自殺防治實務工作
中，偶爾會被詢問「心理師做自殺防治，就
是對自殺案主做心理治療對吧？」，其實，
在我受訓的過程中，除了與自殺議題案主做
心理治療外，「個案管理」也是同樣重要的
一塊。
與案主在獨立空間內進行深度的心理治
療常被認為是心理師的本命，也是許多心理
師對這份工作的熱情與期許所在，不過若將
心理師的角色定位在只進行深度心理治療，
反而限縮了心理師在自殺防治工作的廣度。
實際上，心理師在個案管理工作中也有相當
大的優勢，能幫助案主被更多元的評估、介
入與連結資源。
在我的理解與受訓過程中，自殺防治
的個管工作可以包含以電話進行案主的自殺
風險評估、追蹤案主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對
風險的影響、探索案主潛在的資源需求，

因子與危險因子等評估。
若從自身經驗理出自殺防治個管電話追

一、透過開放式問句探問生活事件： 用較開
放的問句詢問案主生活近況，像是「最
近這一/兩週過得怎麼樣？」，幫助案主
提取出近期生活中最影響自身情緒的事
件，那很可能就是與自殺風險有關聯的
危險/保護因子。
二、評估案主情緒： 在案主提及重要生活事
件之後，我們可以順勢將話題連接到心
情溫度計的表單評估，邀請案主一起來
看看最近心情如何。
三、評估自殺風險：在情緒評估後緊接著
關心案主最近的自殺意念、企圖甚至行
動，從案主自殺意念/企圖/行為的出現
頻率、出現時間點與因應方法等，了解
案主再自殺的風險性，以進行後續處遇
建議的參考。最好能採簡短的結構式量
表評估。
四、探詢其他需求： 在完成風險評估之後，
亦可詢問案主對於目前接受相關心理資
源的看法，例如就醫服藥、心理治療、
就業服務、經濟補助等等，與案主討論
如何解決其中的困境，同時強化案主持
續主動接受資源。

以及與案主的服務團隊連結溝通。與案主進

五、給予回饋： 在通話尾聲，可先從過去對

行每一通電話時，這些看似硬梆梆的「風險

案主的了解給予案主現況回饋，若案主

評估」其實都能透過心理師的優勢—善於觀

情緒越趨穩定，可賦能案主發展出了哪

察、同理、建立關係等，來使案主感受到被

些穩定情緒的能力，也問案主是否有發

真誠的關懷。待實務能力純熟之後，甚至可

現這樣的進展；若案主處在較不穩定的

第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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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告訴案主「雖然最近心情受到生
活的影響比較大，但是我們可以再繼續
觀察，先把腳步放慢」。

死探究的經驗，來分享重要的觀念與技巧。
「自殺意念、自殺計劃、自殺企圖」都
是我們臨床工作者可以輕易地脫口而出的專業

六、預約下次追蹤時間： 與案主約定下次聯

術語。或許對於語文能力比較好一點的人，可

絡時間以及可能的關懷議題，再結束該

以將字詞拼湊成可以理解的情況。不過，對於

次通話。

一般大眾而言，其實是相當陌生的詞彙。同時

最後，上述的追蹤架構可依不同案主的

也涉及原文翻譯的問題，使其更顯得生澀難以

風險程度與介入方式等做適當調整，最重要

理解。很多時候當我們直接以術語來探問時，

的不外乎個管員的專業判斷，以及案主與個

不外乎都會得到「蛤？」的回應。所以，我們

管員之間的關係建立，以協助案主度過一次

可以怎麼做呢？心中必定需要惦記著對方的角

次危機，邁向穩定情緒的希望人生。

度，也同時秉持著我們心中的探問目標說：
「很多人在這些痛苦的時候，常常會有死亡的
念頭在腦裡轉，你會有嗎？發生什麼事了？」

以人為本的自殺探問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辜浩源
臨床心理師

語句的開頭連結著一份主觀的痛苦，接著串連
大多數人的普同感，此時便圍繞著一層層安全
的保護網。然而，「有沒有」並不重要，發生
什麼事才是最重要進入生命經驗的窗口。接下
來很多人就會想要探問計劃，我們需要知道的

15

其實對於自殺話題會感到些微的焦慮，甚

是計劃，其實就是包含著時間、地點、方法

至感到有些恐懼的臨床工作者（醫師、臨床/

等，三項主要元素。所以便會開口詢問道：

諮商心理師、個案管理師、職能治療師、社會

「你曾經有想過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

工作師、護理師等）並不在少數。第一個層面

麼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嗎？」需要謹記的

的經驗因素，不外乎是接觸的經驗並不多，難

是，一次問一項元素，慢慢地將計畫的簾幕拉

以仰賴先前的經驗來進行有效地承接；第二個

開。讓我們順利接下來的實務工作，以及關係

層面則可能是源自於環境因素，畢竟在社會的

的建立。此外對於先前自殺過的經驗，內容與

氛圍裡，死亡是令人三緘其口的話題。因此，

探究相當地複雜，在此先不贅述，但仍須謹記

大多數的人們對於探問死亡的方式往往是比較

著一份同生共死的人本情懷。

生疏的，而生硬的問句也難以真正地陪伴在案

對於生死的探問，其實是相當日常的事

主身邊，一同探究生命的意義。在偶爾的情

情。因為它每天都在發生。不只是自殺而已，

況，反而容易成為案主想要活下去的阻礙。也

生老病死通通包含在生命軌跡裡。只要我們面

因此，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更顯得重要，也凸

對自己，也面對著一份絕望，當被溫柔地掬起

顯著對人的溫柔。接下來便是透過諸多對於生

時，敞開心房就更容易些。

第十四卷．第一期

編後語

編 後 語
吳佳儀 總編輯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理事/顧問

感謝自殺防治學會理監事們及本期作者

(resilience)，有關正念訓練對降低自殺風險的

群百忙中提供有關自殺防治的重要觀點。經

效益，仍需更多研究進一步探索。此外，本

過107年大選公投後，性別少數族群(Sexual

期統計分析了2018年整年度通報個案之人口

Minority Populations)的相關議題備受重視，

學特性與自殺方法、原因之分布，歡迎大家

本期主題放在多元性別的自殺防治議題，收

參閱；在「自殺防治工作要覽」中特別宣導

錄來自臨床實務與研究領域工作人員的新

心情溫度計APP，今年二月份在台灣大哥大

知，提供未來台灣在此族群的心理健康與自

的合作下推出了心情溫度計更新專案，呼籲

殺防治策略上之參考。本期在新視野專區

民眾自由免費下載，隨時關照自己的身心狀

中，特別探討正念訓練對於自殺高風險者

況、也推薦周遭親友善用此APP自我覺察、

的意義，文章內容提及個人對生活的熱情

適時求助，期待本期內容能讓更多社會大眾

增加可能可增強面對自殺念頭時的復原力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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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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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各位會員之聯絡資料如有變更，敬請撥冗與本會秘書處聯繫，以確保重要訊息不漏接。
§自殺防治需要大家共同參與，觀迎加入會員，本會亦接受個人捐款，邀請您一同推動自殺
防治！
§為持續會務推動，敬請尚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利用郵局郵政劃撥惠予繳納。
本會亦接受個人捐款，敬請利用郵政劃撥方式，並於通訊欄註明「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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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詢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238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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