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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化關懷為行動，防鬱要普篩
李明濱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國際自殺防治協會明訂每年 9 月 10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受邀參與泰國

日為世界自殺防治日，今年宣導主題為

2021 年國際心理健康線上會議，強化疫

自殺防治學會呼應今年主題，定調為「展

包括：媒體教育、心理健康求助資源宣導、

"Creating Hope through Action"。 台 灣
現行動，創造希望」: 強調實際行動與正

向樂觀的重要性，期待藉此激發民眾對參
與自殺防治的信心與決心。增進民眾防治
之技能與體現，大家齊心協力與正在痛苦
掙扎的人建立關懷與連結。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一向強調積極展現行動的重要，藉由

2021 年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呼籲社會
大眾重視自殺防治議題，並舉辦世界自殺
防治日系列活動，邀請社會大眾一同加入
珍愛生命守門人的行列。

國內疫情逐漸趨緩，於七月底開始全

國疫情降為二級警戒。本期通訊特別探
討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精神醫療服

務的觀點、疫情對老年心理健康的影響與
建議，並含分享政府禁用巴拉刈對自殺防
治的初步成效 ; 臺灣第一階段禁用巴拉刈

情期間關鍵性策略以提升全民心理健康，
國家級的熱線 -- 安心專線、及科技使用

( 如心情溫度計 APP) 策略，以提升心理照
護品質 ; 並即將於今年 9 月 5 日學術研討

會邀請日本與韓國學者專家分享面對疫情

的因應措施及結果，共同研討提升面對疫
情衝擊的心理健康促進策略。

面對疫情對全民心理層面的影響與潛

在的自殺風險趨勢，民眾也要抱持謹慎
樂觀的態度，勤量心情溫度，增進情緒

自我覺察，積極減除危險因子與提升保護

因子，共同營造支持性環境，維持心理健
康。本中心亦將持續即時提供相關的防

疫 ' 心 ' 策略，也鄭重呼籲民眾全面警戒
(universal precaution)，共同打斷社區感
染傳播鏈，早日回歸常態生活。

後，2019 年巴拉刈與農藥中毒的自殺死

亡已明顯減少，高齡者的整體自殺率也顯
著下降。未來仍需評估第二階段全面禁止
巴拉刈的銷售與使用後的長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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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三級警戒下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心理健康反思
姜丹榴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
自今年 5 月中旬過後，因應疫情提

針對照顧者的心理健康，誠摯的希望

升至三級警戒，政府希望大家要減少去人

照顧者在照顧家中長輩的同時也要關照自

服務，包含長者平常前往的社區據點與日

自己的情緒是否：

多的地方，因此暫停所有集會型的活動與
照中心等，此舉這造成許多家庭的困擾，

己的心情，並善用心情溫度計關照並量測

如以前阿公阿嬤可以早上或傍晚去公園

★ 睡眠困難 , 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聊天，因為三級警戒都受到限制，所以心

★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走走或去據點、日照中心與老朋友小聚聊

情會比較不好，食慾也不好，甚至容易生
氣，這種情形看在做子女的可能感受也會
很不好，而產生被照顧者與照顧者的情緒
緊張，甚至會產生照顧者間的相互指責或
衝突。

★ 感覺緊張不安

★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 覺得比不上別人
★ 有自殺的想法

如果這種情形越來越嚴重，請您要跟

身邊的朋友說或是撥打 1925 電話、或是
尋求專業人員（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讓
大家來幫助你。除了關照並量測自己的情

緒，同時也要隨時注意長輩的心情，在這
個非常的時期，雖然不能跟親朋好友鄰居
作伙聊天，但是可以借助科技電子設備與
遠方好友互相問安鼓勵，希望大家可以保
持一個穩定的情緒，共同創造安全美好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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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精神醫療服務的觀點
陳宜明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副秘書長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主治醫師
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COVID-19 的大規模傳染，已經讓許

許多國家的醫院日間復健或社區型日

多國家憂鬱以及自殺的趨勢明顯上升。人

間照護中心，在疫情嚴重的時候也都為了

染的日常事物退避三舍。疫情引發大眾恐

出，規律的作息和治療頻率被打斷之後，

們因為擔心致病的病毒，對於各種可能傳
慌，造成民生用品搶購囤積的現象。許多
人不敢出門，在家看電視的時候，不知不
覺吃了過量不健康的食物。社群媒體上各
種真假消息並陳，又引發了更多焦慮。

減少傳染風險而暫停營運。一些研究指

包括失智症、自閉症類群、智能障礙、飲

食疾患，以及人格疾患等診斷的病人，皆
有病情惡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病患可能因為疫情導致醫

封城與隔離政策，也在很多地區造成

療過載，而在症狀急性發作，臨時需要協

怒。接踵而來的是酒精的銷售量增加，民

先處理的對象，或是被建議轉介到其他醫

民眾感覺生活不由自主，感受到壓力和憤
眾在家飲酒的習慣更普遍。也有研究發

現，家庭暴力和網路賭博的衝動行為變多
了。

對於原本就有心理困擾與精神疾病的

助的時候，到了急診無法成為檢傷分級優
院碰碰運氣。有些人有過這樣的經驗之

後，可能會選擇在家忍耐不舒服，等到門
診再評估。

當疫情嚴重的時候，全世界的醫療院

人而言，保持距離成為新的社交準則與法

所幾乎都採取感染管控的策略，包括門診

持力量變得無法穩定提供協助。有些病患

檢查與治療項目。然而，精神健康不僅只

律規定，讓來自家庭、社群、和醫療的支
的創傷原本就與家庭暴力有關，在居家隔

離無法外出的時候，病患不得不跟痛苦的
源頭長時間共處，感到無處可躲。

減量、延長回診時間、或是暫停非緊急的
生物面向的評估，還涉及心理社會是否適

應，以及個人層次之外，職場家庭社區等
場域的人際互動模式。嚴重和緊急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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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以簡單客觀的標準判定。對於某些病

的困境，並且連帶危及食衣住行的日常所

幾個月，並不影響病情。但對於部分病

流離失所的難民，在白人優勢社會，可能

患而言，將心理衡鑑或腦部造影檢查延後
患來說，停止個別或團體心理治療一段時
間，可能就會導致症狀的急遽改變。

醫療機構為了兼顧防疫以及維持提供

服務，將部分服務改為線上提供，例如視
訊或電話問診與治療，同時也推廣使用手

機應用程式，做為自助改善健康的方法。
這些方式已經帶來一些成效，能夠改善服
務短缺的情形，也增加醫療的可得性。

但也有學者憂心，遠距醫療對於精神醫療

服務使用者來說，對於資訊科技不熟悉，
缺乏所需的軟硬體，居無定所，沒有網路

需。第二是社會歧視。不同膚色的人種、

會被視為病毒帶原者而遭到排擠嘲弄。本
土社區疫情爆發之後，感染者被大眾媒體
識別的身分標籤，例如「逃逸移工」、「萬

華居民」，或是諸如外包工人、清潔工、

醫事人員、物流人員等特定職業，也可能
引起相關群體被汙名化的感受，然而該身

分並非因為道德瑕疵而成為防疫破口，卻
是因為結構性制度，讓這些從事所得較低
且保障不足的職業的人們，暴露於更多的
感染風險當中。

Rochelle Burgess 在 Nature 撰 文 批

來源，或是無法找到安全隱私的空間能夠

評當今精神醫學與心理學關注的議題，

醫療的重重障礙。這些困難，會讓社會經

導致病變等等疾病觀點，相對忽略了疫情

接受視訊或電話對談，都會形成提供遠距

濟弱勢、高齡族群、有家暴創傷經驗的病
患、或是不希望被同住家屬得知性傾向的
LGBT 族群，因為數位落差而加大心理健
康不平等。

研究指出 COVID-19 導致心理健康不

均的兩個重要來源，第一是工作不安定。
疫情容易導致原本就工作不穩定的低學歷

低所得族群，面臨失業的風險或所得減少

例如自殺、憂鬱、或是病毒感染中樞神經
帶來的社會挑戰。Burgess 認為心理學或
精神醫學應整合社會心理與生物醫學的

需求，才能真正做到以病患為中心。她建
議臨床實務工作應體認宏觀環境對於病患

健康的影響，以增進對病患的支持。例如
當病患來電諮詢家暴議題的時候，協助病

患連結到他 / 她可能需要的社會福利，像
是食物銀行或臨時庇護所的資訊。或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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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倡議心理健康議題的時候，同時討論

過連結社會經濟的資訊，評估精神醫療服

源。

其他醫療部門、社會服務、學校與監獄等

失業的族群如何能不必擔心生活所需的資

對於醫療服務模式在疫情下的改變，

Carmen Moreno 等 多 國 專 家 2020 年 在

務是否不均，(7) 將心理健康服務整合到
機構，以及社區組織的服務當中。

Lancet 的 主 編 Richard Horton 說：

Lancet Psychiatry 發表文章，提出可供醫

「COVID-19 is not a pandemic. It is a

能供本土借鏡。這些建議包含 (1) 門診、

界。SARS-CoV-2 帶給人類如此巨大的威

療機構監測的指標，以及發展方向，或許
住院、急診、社區、或居家服務提供模式

的比例，(2) 透過面對面、視訊、電話提
供治療的比例，(3) 處方藥物的趨勢變化，

(4) 使用不同服務模式的新舊個案，其社
會經濟特徵，(5) 各種服務模式的醫療品

質，以及病患的期待、治療經驗、以及病
患的職業功能和臨床症狀的進展，(6) 透

syndemic.」他指出單靠疫苗無法拯救世

脅，不僅是因為微生物本身的能力，更來
自於居住、職業、教育、糧食、種族等等
的健康不均。COVID-19 對人類心理健康

的挑戰仍未結束，精神醫療對此的因應，
不僅止於繼續追求醫學技術的進步，還在

於能提供創新、永續、並且平等的醫療服
務。

參考資料
1.
2.
3.

Horton, R. (2020). "Offline: COVID-19 is not a pandemic." The Lancet 396(10255): 874.
Moreno, C., T. Wykes, S. Galderisi, M. Nordentoft, N. Crossley, N. Jones, M. Cannon, C. U. Correll, L. Byrne, S. Carr, E. Y. H. Chen, P. Gorwood, S.
Johnson, H. Kärkkäinen, J. H. Krystal, J. Lee, J. Lieberman, C. López-Jaramillo, M. Männikkö, M. R. Phillips, H. Uchida, E. Vieta, A. Vita and C. Arango
(2020). "How mental health care should chan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ancet Psychiatry 7(9): 813-824.
Burgess, R. (2020). "COVID-19 mental-health responses neglect social realitie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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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老年心理健康的影響與建議
憂鬱症是重要的老年心理健康問題。在

香港及瑞士的憂鬱症研究中，顯示發生率有
隨年齡增加的趨勢。老年人若合併憂鬱症，

可能頻頻抱怨身體不適，但查不出器官異常。
若原先已有身體疾病，則可能不願遵從醫囑、
不積極治療。結果不僅耗損醫療資源，原本
身體疾病惡化，也造成慢性疼痛、臥床時間
增加、社交功能障礙等。憂鬱症造成的失能

損失，不亞於慢性身體疾病造成的失能損失。
然而，因憂鬱的症狀（如興趣缺失、失眠、
精神心理活動遲滯、疲累失去活力）和老年
衰老或身體疾病症狀不易區分，因此常被忽
略而未治療。

根據 1994 年至 2019 年國內自殺死亡統

計資料顯示，台灣自殺死亡率隨年齡增加。

老年自殺的危險因子包括 : 高齡男性、憂鬱、
有身體疾病或疼痛不適、最近有傷慟反應、

獨居、有精神疾病、酒精濫用、最近有自殺
企圖 (Cattell, 2000)。老年自殺中因罹患身體

疾病直接造成者，高達 60–70%。此種自殺
類型，男性較女性居多。某些身體疾病就會

增加罹患憂鬱症的發生率，例如：癌症、腦
中風、巴金森氏症、癌症、甲狀腺功能亢進
或低下，更增加自殺機會。與年輕族群的自

殺行為比較，老人自殺行為往往死意更堅定、

王鈺淵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副秘書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精神科主任
計劃更周詳、方法的致死性較高、事前也較

少發出求援的警訊。當老年人有自殺意念時，
最常並存的精神症狀是憂鬱，自殺身亡者有
八成在自殺之前陷於此困擾。然而老年人多
未就診身心科，自殺前憂鬱或求援的訊息，

頂多對身邊的照顧著或內外科的醫師透露。
因此早期發現老年人的憂鬱症狀，並協助就
醫、充分治療，在自殺防治工作十分重要。

近兩年 COVID-19 大流行已影響大眾心

理健康，參考先前疫情爆發的相關研究，包

括 1918 年的流感大流行和 2003 年 SARS，

顯示這些時期自殺死亡人數顯著增加。其他
大規模災難（例如自然災害、大規模暴力事

件）的數據也表明，各種心理健康惡化會隨

後增加，包括憂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 (PTSD) 和物質使用障礙。最近研究顯示
COVID-19 透過增加孤立、恐懼、污名、虐待

和經濟惡化等後果，導致精神疾病、慢性創

傷和壓力的風險增加，最終增加了自殺傾向

和自殺行為。尤其對於原先已經有精神障礙、

藥物濫用和自殺家族史的人，會增加更高風險。
老年人較年輕人有較嚴重的社會孤立、

對照料者的依賴、合併較多身體病症和殘疾
等不利因素。防疫帶來的為公共衛生措施，

如社交距離、減少群聚、避免進出醫院、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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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陪病者等措施，更惡化原本社會孤立、造

承受重大壓力並從中恢復的能力。有大量證

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照顧更加不利。因此，了

負面壓力和管理日常社交問題的經驗，老年

成照顧者的經濟壓力和失業情況惡化，對老
解疫情對老年人的影響十分重要。

然而，研究數據表明，公共衛生危機或

其他大規模災難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
齡層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變化。例如，香

港 Yeung et al.(2007) 等人在 SARS 流行期間

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老年人比年輕人更能
應對與流行病相關的壓力。 針對 COVID-19
大 流 行 Xiong et al.(2020) 對 文 獻 的 系 統 回

顧，得到類似的發現：年輕較年老風險增加。
確 定 的 風 險 因 素 是： 女 性、 頻 繁 接 觸 有 關

COVID-19 的媒體 / 新聞報導、慢性 / 精神疾

據表明，因累積的生活經歷和更豐富的解決
人的社交和情緒調節能力可能更完善。 另一

項對 73 名先前患有重鬱症病史的老年人的研

究發現，這些人表現出對與社會孤立相關壓

力的適應能力，並且更擔心感染病毒的風險。
其他研究也發現，社區居住的老年人受到的

負面影響比年輕人要小，而有色人種、窮人、
療養院以及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受到的負
面影響更大。失智症患者較無法遵從防疫規
定，疫情期間失智據點或長照中心多關閉，
照顧者面臨更嚴峻困境。

綜上所述，雖然在疫情時期老年人有較

病的存在、學生身份、40 歲以下失業者。最

好的調適能力，對於有憂鬱症狀、合併身體

居住的老年人進行的三項研究顯示：老年人

院的老年人，我們給予更多關懷和協助。包

近發表在 JAMA 上針對 COVID-19 大流行社區
與年輕人相比，焦慮、抑鬱和 PTSD 的發生

率較低，負面影響較少，儘管自我報告仍面

臨相當的壓力，但他們更積極的面對日常事
件。在荷蘭進行的老年人研究顯示，大流行

增加了孤獨感，但老年人心理健康程度保持
不變。老年人的一個潛在保護因素，可能是

對心理社會壓力的復原力（resilience）與年

輕人相比更強大。復原力在文獻中被認為是

疾病、合併失智症、經濟不佳或居住於療養
括及時準確的診斷，使用抗鬱藥物和心理治
療干預措施及時提供個性化護理，有必要時

給予遠程醫療，引入虛擬社交互動的新技術，
為失智症個案提供持續醫療保健，為照顧者
減輕照護困難，針對老年人面臨的獨特而重
大的財務和醫療保健挑戰給予額外干預政

策，將有助於老年人在大流行期間保持健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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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族群的自殺防治策略
吳佳儀、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LGBT 專案小組成員

自殺的原因多重，不同的性別對於自

提出具體可行的精神健康與自殺防治策

數，然而過去大眾對於此族群存在錯誤認

與精神疾病 ( 含物質濫用疾患 )、教育或

殺有不同的影響。多元性別族群身為少

知，造成許多污名與偏見，間接導致多元
性別精神健康問題與自殺風險，較一般民

眾為高。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以下簡稱本
會）於 2019 年於衛福部全國自殺防治計

畫案中以 LGBT 專案方式，探討此族群的

自殺防治策略，邀請專家學者共同開會

針對 LGBT 身心健康需求與社群發展現況
進行研析，會後形成一份重要的策略報告

（詳參衛福部 2019 年期末報告），本會
並於 2021 年彙集相關文獻與實證數據，
發表兩篇學術文章於台灣醫學及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JCN) 國際期刊，讓國
內外社會大眾更理解多元文化下的自殺防

治，需要大眾齊心協力、一起促成行動落

實防治策略。針對兩篇文章的精華內容，
簡要概述如下。

首先，台灣醫學發表乃文章回顧 ( 吳

等，2021)，旨在彙整國內外有關多元性

別族群之文獻，並透過專家會議之建議，

略。整體而言，個人層次的危險因子主要
就業狀態、失落經驗 ( 與負向醫療經驗、

暴力、性侵等相關 )、早期性經驗、家庭
背景、負向心理感受或疼痛耐受性等因素

有關，其次在社會層次，則與人際網絡架
構或互動品質及孤立或歧視經驗有關，特
別是青少年時期出櫃前後的人際關係改

變，可能與自殺行為相關。在保護作用方
面，個人提升認知與情緒調節能力、增
加耐受程度，並能考慮子女，可提供保

護機制；社會層次若可促進保護性環境對
LGBT 提供正向支持、增加人際網絡，則

可能形成潛在的保護力量。透過整合全面
性 (universal strategy)、選擇性 (selective
strategy)、指標性 (indicated strategy) 三

大面向之策略，醫療與非醫療體系之網絡
整合得以強化，從而避免多元性別族群遭

標籤化、落實自殺防治方針，並讓多元性
別族群的健康與權益獲得和大眾同等的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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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多元性別人口群易因社會

策略的三層架構 ( 全面性、選擇性、指標

與情感發展，導致較一般人更高的自殺風

落實 LGBT 自殺防治行動方案，積極提供

歧視、經濟問題、與身心壓力，影響人際

險。本會致力於推動跨領域、跨族群自殺
防治議題的實務推廣，LGBT 是社會上的

少數族群，卻比一般大眾有更高的自殺風
險性。有鑑於目前本會所提出之國內外實
證資料與專家學者建言，未來建議依全國

性 )，推動 LGBT 自殺防治的三大策略，

該族群所需的心理健康資訊或資源，同時
從教育紮根、給予實質的保護性環境，

讓台灣的 LGBT 自殺高風險人數持續下降
（吳等，2021）。

參考資料
1.
2.

吳佳儀 , 李明濱 , 王雅青 , 徐志雲 , 詹佳達 , 陳俊鶯 . (2021). 多元性別族群之精神健康與自殺防治 . 台灣醫學 , 25(4), 1-9.
Wu CY, Lee MB. (2021). Self-efficacy,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and suicidality i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ults in Taiw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30(15-16), 2270-2278.

9 ■ 第十六卷 ‧ 第三期

肆

自殺防治新視野

禁用巴拉刈預防自殺死亡的初步成效
張書森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林倩宇
早稻田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
李明濱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諶立中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本文介紹我們近期發表於國際期

刊《 臨 床 毒 理 學 》 之 論 文 (Chang, S.-

S., Lin, C.-Y., Lee, M.-B., Shen, L.-J.,

Gunnell, D., Eddleston, M. The early
impact of paraquat ban on suicide in
Taiwan. Clinical Toxicology, 2021. DOI:

10.1080/15563650.2021.1937642)， 該 文

報告臺灣於 2018 年 2 月 1 日起禁止巴拉
刈加工及輸入後減少自殺死亡的初期成

效。結果發現禁用巴拉刈後的 2019 年，
農藥自殺死亡率比預期趨勢減少 37%，主
因是巴拉刈自殺死亡率減少 58% 。
１

農藥中毒是全球主要的自殺方式之

一，每年約有 11-17 萬人農藥中毒自殺身

亡，佔所有自殺的 14-20% ；其中巴拉刈
2

（一種除草劑）對人體有劇毒，是致死率
最高的農藥之一 ( 可高達 40% 或更高 ) ，
3

因此限制巴拉刈的取得與使用可能減少巴

拉刈的中毒自殺死亡、並降低農藥自殺死

亡率。臺灣過去每年約有 400-500 人死於

農藥中毒自殺 4，是造成自殺身亡的第三
常見自殺方法，且巴拉刈是造成死亡的主
要農藥 5。

臺 灣 從 2018 年 2 月 開 始 禁 止 巴 拉

刈的加工及輸入（第一階段禁用），於

2020 年 2 月進一步全面禁止巴拉刈的銷
售與使用（第二階段禁用）。根據統計資
料，2019 年起巴拉刈的銷售量已近乎於

零，本論文評估第一階段禁用巴拉刈對於
減少巴拉刈與農藥中毒自殺死亡率的初步
成效。

我們根據巴拉刈禁用前（2011-2017）

整體、方法別（農藥、非農藥），和農藥

別（巴拉刈、非巴拉刈）自殺死亡率的趨

勢，推估 2019 年（禁用巴拉刈後隔年）

的預期自殺死亡率，然後和 2019 年實際
發生的自殺死亡率相比較。之前研究顯示
「非病死但原因不明」及「意外窒息與農
藥中毒」都可能是被低估的自殺死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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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將這些死亡也納入自殺的分析，

自殺的人經常是衝動地喝下隨手可得的農

結果發現，2019 年農藥自殺死亡率

的農藥，即使有個案轉而飲下其它農藥，

但這些可能的自殺僅占所有自殺的 13%。

比預期減少 37%，推估減少 190 人死亡，
主要是因為巴拉刈自殺死亡率減少 58%，

推估減少 145 人死亡（圖 1）。但因為農

藥，因此，禁用高毒性農藥並改用較安全
仍可以增加存活率、化危機為轉機、避免
了死亡的後果。

主要農作物的生產量在禁用前後也無

藥自殺佔全部自殺人數比例有限（禁用前

明顯變化。臺灣政府提供農民一份替代除

殺死亡率並未明顯下降。然而，65 歲以

禁用巴拉刈後對於農作物產量的影響。

佔整體自殺人數的 12.1%），因此整體自
上高齡者農藥自殺佔全部自殺人數的比例

較 高（21.4%）， 老 年 人 在 2019 年 的 整
體自殺死亡率較預期減少 10%。農藥自殺

死亡率的下降程度，在男性、高齡者，以
及農業人口比例較高的縣市幅度較大。

研究也發現巴拉刈自殺沒有轉移到其

它農藥自殺的傾向，非巴拉刈農藥的自殺
死亡率沒有增加。禁用高毒性農藥有助於
降低自殺死亡率的主因，是使用農藥企圖

草劑的清單 7，這些替代農藥可能避免了
綜言之，臺灣第一階段禁用巴拉刈後

的 2019 年，巴拉刈與農藥中毒的自殺死
亡減少，高齡者的整體自殺率也下降。未
來仍需評估第二階段全面禁止巴拉刈的銷

售與使用後的長期效果。限制高危自殺方
法是自殺防治策略的重要一環，需要有效

且全面的政策落實，禁用高毒性農藥可以
減少衝動自殺，給生命第二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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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 E.J., Padmanathan, P., Konradsen, F., Eddleston, M., Chang, S.S., Phillips, M.R., and Gunnell, D., The global burden of fatal self-poison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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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No change in the policy to ban paraquat.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baphiq.gov.tw/view_news.php?id=1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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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巴拉刈自殺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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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統計解析

2021 年 1-7 月通報個案特性分析
截 至 2021 年 8 月 10 日 統 計， 全 國

多，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2.9

同期相比增加 13.7%，通報比 ( 通報人次

傷」(10.1%)；女性之自殺方法排名以「以

1-7 月 自 殺 通 報 為 24,294 人 次， 與 去 年

/ 去年同期死亡人數 ) 為 9.7，分案率為

99.9%，分案關懷率為 99.0%。通報單位

類型，以「醫療院所」為最大宗 (67.3%)，
其次為「警消單位」(15.6%) 及「教育單
位」(7.2%)。

%)，排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

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48.7%)

為最多，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
(36.4%)，排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
及自傷」(8.2%)。

整 體 分 析 自 殺 原 因 ( 除「 不 願 說 明

分析 2021 年 1-7 月自殺通報個案特

或無法說明」外 )，以「精神健康／物質

報最多的年齡層為 15-24 歲 (27.5%)，其

／人際關係」 (49.6%)，排名第三為「工

性，女性為男性的 1.90 倍；整體來看通

次為 35-44 歲 (18.5%)，排名第三為 25-34
歲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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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占率最高，
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31.8%)，

排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
(8.8%)。以性別分析，男性以「以固體或

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39.0%) 為最

濫 用 」 (49.7%) 為 最 多， 其 次 為「 情 感
作／經濟」(11.9%)。再以性別分析，男

性自殺原因以「精神健康／物質濫用」

(44.3%) 為最多，其次為「情感／人際關

係」 (42.2%)，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17.2%)；女性之自殺原因以「情感／人

際關係」(53.5%) 為最多，其次為「精神
健康／物質濫用」(52.5%)，排名第三為
「工作／經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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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參與
泰國 2021 年國際心理健康線上會議
The 2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ental Health Virtual Conference, 2021, Thailand
泰 國 政 府 公 共 衛 生 部 (Ministry of

命，希望無限」的概念，結合台灣健保制

Health) 舉辦之年度心理健康國際研討會，

通報關懷系統、媒體監測、守門人訓練…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of Mental

特邀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於 7 月 8 日論壇
中報告及與談 ( 視訊 )，本會由吳佳儀理

事代表本學會，與日本、韓國及泰國的專
家進行學術交流討論，主題為「國家的心
理復原力、促進與自殺防治」 (Nation’s

Mental Resilience, Promo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本次大會主題呼應疫情下對心理健康

的影響，將主題設定在：「心理健康新常
態」(New Normal Mental Health)，吳理

事在會中先進行了主題演講 (Title: Taiwan

Suicide Prevention and Mental Health
Strategy)，首先介紹台灣推動了近 16 年

的自殺防治工作，以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及衛生福利部的指導角
色為核心進行長期合作，推動「珍愛生

度與初級保健醫療普及的優勢，執行自殺
等全面性、選擇性與指標性自殺防治策
略。

接著談到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下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態，台灣由於有

著過去面對傳染性疾病的經驗，如 2003
年 的 SARS 與 2009 年 的 H1N1， 因 此 在

COVID-19 疫情來臨時，國家有計畫性地
施行各項防控策略，各個心理健康相關學
協會也呼籲大眾以「安靜能繫望」五字訣
實踐自我關照技巧，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的

心情溫度計 APP 也透過各種管道推廣給
社會大眾，來檢測自己的情緒困擾程度，
透過自我覺察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並
在 APP 中提供多項醫療及電子書等資源，

藉以提升民眾求助動機。這些都是在演講
中強調的本土現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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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同時分享了台灣目前一些實證

會後與會的泰國主持人對於台灣的

心理健康策略與執行成效，包括下列內

報告有兩項提問，首先想了解「台灣在

通報個案統計結果發現，在 2020 年 1 月

吳理事指出這次疫情是危機同時也是轉

容：心情溫度計 APP 使用者與自殺防治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前後，台灣民眾的心
理困擾程度並未有大幅的變化；而本會於
2020 年 7 月以電話進行連續第 15 年的民

調，其結果也發現疫情並未增加民眾近一

個月的自殺意念。此外，吳理事在其難治
型憂鬱症病人的團體介入型研究中，證實
了以認知行為關懷團體介入之個案，越位
介入措施之憂鬱患者具有較佳的復原力，

越能在疫情期間維持穩定的狀態，其生活
品質與社區在融入狀態也會比較好，證實
在疫情前後若有精神照護專業人員介入，

有助於精神疾病患者穩定症狀、度過難關。
總結本演講內容：台灣在 2020 年疫

情爆發期間的自殺率並未增加；COVID-19
之下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主動專業的心理健

康服務支持以度過難關；強化疫情期間關

鍵性策略以提升全民心理健康，包括：媒

體教育、心理健康求助資源宣導、國家級

的熱線 -- 安心專線、及科技使用 ( 如心情

溫度計 APP) 策略，以提升心理照護品質。

COVID-19 疫情後的心理健康新常態」，
機，不管是政府機關或各界單位，比起從
前都更為關注心理健康議題，例如職場員
工開始參加有關正向心理線上課程，心理
健康自我照顧的概念也在社區中傳播得更

為廣泛，因此在台灣的心理健康新常態，
展現在不同場域、不同族群間開始更加重
視心理健康識能 (mental health literacy)

相關議題，比如說衛生福利部推展心情溫
度計 APP，幫助民眾來覺察心理困擾、自

我觀照心情、管理壓力等，在疫情下正是
一個改變民眾關注心理健康議題的開始；
其次，第二項提問是有關：「台灣是如何
評值自殺防治策略的成效？」，吳理事回

應近年來台灣從不同層面、多元管道執行

自殺防治策略，因此也有多個評值指標，
較常見的便是歷年自殺死亡率和通報率等

數據，2020 年的自殺死亡率成為近六年

的低點，此結果除了是對本領域工作者的
鼓舞，更證實自殺防治工作需要長期持續

推動，並結合網絡共同合作。此外由於台
灣各地自殺防治工作強調因地制宜策略，
各縣市有其自殺防治的特色及作法，因此
在評值上也會有其他指標（例如劇毒農藥
致死人數）同時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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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防治工作聯繫會議
為促進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與安心專線

互助合作，建立更完善之自殺防治網絡。

27 日召開「自殺防治工作聯繫會議」，

討論主題更針對「如何協調、制定滾動性

的合作與實務經驗交流，於 110 年 7 月

由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台北市
生命線協會及安心專線代表共同參與，盼
藉由合作舉辦工作聯繫會議，促進溝通與

會議當日除近期業務報告外，會議交流與

策略」進行討論，以期透過三方交流，促
進互助合作，建立更完善之自殺防治網
絡。

◆ 自殺防治相關人力 新課程上架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新推出 6 堂課，敬請各位自殺防治的夥伴們至我們網站上
點選「自殺防治相關人力」課程專區學習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 網址：

https://www.tsos.org.tw/p/elearning

課程名稱

講師

自殺防治法及子法規介紹

陳俊鶯

67分鐘

自殺未遂個案關懷訪視知能研討會議

周昕韻

61分鐘

加強精神病人合併自殺風險個案之評估重點及關懷
訪視實務課程

周昕韻

73分鐘

自殺個案拒訪及重複自殺之關懷訪視注意事項

姜丹榴

73分鐘

精神病人治療性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彭英傑

55分鐘

新冠肺炎衝擊下的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

吳佳儀

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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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系列影片 :
《有煩惱就說出來》 EP2 上架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為提供民眾更多心

《有煩惱就說出來》系列二，由台灣

理健康識能，特於學會網站以短片方式宣

自殺防治學會詹佳達秘書長，同時也是新

的因應方式，與進一步的自主評估狀況，

受到背叛，無法再信任任何人，該如何重

傳，提供民眾面對常見生活及心理困擾時
以及提升對自殺防治的認知，每集邀請自
殺防治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以聊天談話形
式回應民眾常見問題並給予具體建議，協
助民眾解決目前困難。

光醫院精神科醫師，來談論在人際關係中
新面對友誼。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BSwtFSIRC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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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訊息公告
◆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一年一度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

適時轉介資源，協助有需要的個案或已有

五千名以上的專家學者，其中更特別的是

自殺相關議題的族群擬定介入處遇計畫以

門人訓練訂於 8/28( 六 )，全國共有一萬
包含社會工作者及長照人員為 4000 位，
期盼透過訓練課程，讓受訓人員可掌握「1
問、2 應、3 轉介」的方法，學習辨認自

殺的危險因子與基礎的自殺介入技巧，提
供醫療情境中的高風險者適度關懷，並能

自殺意念或行為者。最後，便是針對具有
降低個案的自殺危險性，亦促進對於每一
個人對自殺議題的關懷，歡迎各界第一線
相關人員踴躍報名。

網址：https://www.tsos.org.tw/

◆ 世界自殺防治日
每年的 9 月 1 0 日為國際自殺防治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

協會 (IASP) 和世界衛生組織 (WHO) 推動

心為響應世界自殺防治日，訂於 9 月 5 日

防 治 學 會 (IASP) 公 布 了 2021-2023 年 的

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台灣自殺防治學

之「世界自殺防治日」。今年國際自殺

世界自殺防治日新主題：Creating Hope
Through Action。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於 8
月 6 日召開「2021 年世界自殺防治日記

者會籌備會」，會中決議將 2021 年世界
自殺防治日主題翻譯為「展現行動 創造
希望」，希望人們能夠與他們認為可能正
處於苦痛中的人建立連結，創造出新的希

( 日 ) 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報名訊息已於近期
公布於學會網站，歡迎各界自殺防治夥伴
踴躍報名。

活動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tsos.
org.tw/wspd2021

望，防止更多的自殺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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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驗分享

愛、勇氣、力量
許允建
關懷訪視員
任職關懷訪視員已經約有 2 年多於，

小花 ( 化名 ) 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

在社區精神疾病過程中發現服務案主過程

獨居一人在社區中生活，在急性症狀中有

由我們逐步慢慢陪伴著案主狀況看的不穩

助，我逐步與案主建立穩定關係，讓小花

中，社區民眾在服務過程中是一種辛苦，
定逐漸調和案主穩定，是一個很辛苦卻是
一個幸福。

我穿梭各家醫院以及社區間陪伴需要

協助、罹患精神疾患的案主，予以提供

「全家關懷，全人服務」協助案主面臨

醫療處遇，與醫師溝通、精神醫藥副作用
衛教、社區復健中心服務、危機處理因應
技巧、社區資源連結、病患出院後居住安

置、就業就學服務銜接、社區衛教國高中
宣導之服務，在社區中告訴每一位民眾遇
到親朋好友罹患精神疾患該如處理以及面

對，他們並不恐怖，而恐怖的是我們並不
瞭解患者而給予標籤化。

出現有自殺行為，對生命感到無望及無

取得信任，在醫療下的介入，住院期間不
定期前往探視，穩定小花與醫院端溝通出

院準備服務後，轉入社區復健中心，小花
也很努力在為自己生命負責規律前往社區

參加活動，很幸運的她找到工作，我也不
定期的關心小花工作狀態與問題，在一次
會談中小花說謝謝許社工，好險當初遇到
你，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在生存下
去，而且姊姊在過年期間還有邀請我前往
他家圍爐，我終於感受到有家的感覺。

從一個無法提勞動力患者，逐步牽著

案主的手，不斷鼓勵增強案主能力，讓案
主到可以緩解與家庭成員衝突，且再度回

到職場獲得工作，其實我的內心是欣喜若
狂，不做不會怎樣，但做了會很不一樣。

20 ■ 第十六卷 ‧ 第三期

捌

交流園地

不只是心情不好，而是憂鬱症？

我們難免有心情不好的時刻，遇到失

戀、失業、喪親…等也會情緒低落、悲痛

憂鬱好一陣子。但憂鬱症和憂鬱情緒是不
一樣的，憂鬱症是大腦內分泌不平衡的疾
病。為何憂鬱症會被稱為「疾病」? 主要

原因是憂鬱症會造成明顯而嚴重的失能，

包含人際、經濟層面的損害，失去情緒的
調節能力，讓我們越來越想躲起來，不想
與人接觸，無法工作、上課，無法打理自

己，最難受的是掉入情緒黑洞，更加惡化
甚至自殺自傷。憂鬱症是自殺者的危險因

子，據統計，自殺者中有 70% 患有憂鬱
症。

憂鬱症若缺乏治療很難自行康復

值得注意的是，憂鬱症如此普遍，根

據衛生福利部的推估，全台約有 200 萬人
罹患憂鬱症，但在台灣許多人不願承認自

己有憂鬱症，也抗拒治療。只有五分之一
的憂鬱症患者有去求助，還有五分之四沒
有求任何治療。因此當我們周遭親友向我
們求援時，千萬正視與尊重對方的求助訊
號，避免憾事發生。

賴惠敏諮商心理師
苗栗縣生命線自殺防治合作講師

我的家人有憂鬱症嗎？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普遍所認為的憂

鬱症像是心情不好、悶悶不樂，而忽略其
他的徵兆，例如青少年的憂鬱症，很容易
被認為是叛逆期，此時的孩子內在性賀爾
蒙大量變動、外在人際與親密關係也容易

卡關的階段，情緒起伏大，不一定是終日
悶悶不樂，反而可能是以暴躁易怒、自殘
自傷的方式呈現。

而老年人的憂鬱症，可能會以身體症

狀的抱怨來展現，根據台灣憂鬱症防治協
會的整理，老人常以身體症狀來隱藏其憂
鬱情緒，高達 50％的老年憂鬱在內科或

家庭醫學科門診被遺漏掉。但讓人擔心的

是，老年人如出現自殺想法，實際執行結
束生命的自殺成功率比青少年還要高出許
多。

因此，如何關心、陪伴家人以及留意

徵兆是重要的，如您目前正有家人或自己
受到憂鬱症的困擾，請務必持續就醫以及
搭配心理諮商的治療，維護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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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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執行長
今年歷經 5 月至 7 月新冠肺炎疫情的

供一般大眾了解自殺防治工作的複雜性與

注在疫情下跨族群、跨場域各種自殺防治

相連，必能增加高風險者的保護作用。本

嚴峻考驗，在上一期通訊中本學會通訊關

的相關議題，本期出刊時疫情已稍緩，我
們將 7-9 月台灣在自殺防治工作上最新的

進展呈現給讀者。專家觀點中提醒大眾不
能忽略疫情下長期照護領域中－照顧者這

個重要角色的困境與需求；主題文章分享
精神科醫師對疫情下社會因素對個人心理

健康之影響；而新視野一欄中有三個主題 :

COVID-19 疫情對老年心理健康之影響、
LGBT 多元性別族群之自殺防治策略、以

及高致命工具－巴拉刈在 2019 自殺防治

法通過後的初步成效，上述豐富的內容可

困難度高，然而透過跨專業、跨團隊網網
期持續收錄最新的自殺統計相關數據，並
由社工師、心理師第一線工作者投稿心情
園地，在閱讀他們感動人心的經歷與寶貴
的實務觀點之同時，也感受到每一個專業
都是自殺防治團隊的一個螺絲釘，唯有大

家建立共識、齊心協力，才能有更多力量
展現為實際行動，帶給個案及專業人員更

多希望感。期待大家喜歡本期的內容，也
歡迎大家多多投稿與大眾分享您的觀點或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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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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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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
238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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