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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展現行動，創造希望 :
迎接 2022 年”自殺防治學”雜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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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防治網通訊》已出版屆滿 16

共同編輯與投稿。相信 JOS 的問世能提

殺防治學》雜誌 (Journal of Suicidology,

時光飛逝，2021 年又快到盡頭，新

年，自 2022 年起將轉型更名為學術型《自
JOS)，其卷期仍接續原《自殺防治網通

訊 》(Newsletter for Suicide Prevention
Network)， 2022 年 三 月 將 發 行 第 17 卷

第 1 期。通訊聯誼部分亦將於本會官網設

立專區持續拓展，已強化網網相連的原動
力。

本會已申請國際數位物件識別碼

(DO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及 國 際 標

準 期 刊 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 ，並與「華藝數位」公

司簽約，擬透過專業資訊平台，使刊登於

JOS 之論文，能即時讓普羅大眾隨即取
用。JOS 將發展為英文期刊，但於出版初

期，亦歡迎同仁使用中文投稿 ( 中英文投

稿簡則，參閱附件 )，JOS 將邀請日韓及
其他東南亞或歐美國家自殺防治專家學者

高國人在國際自殺防治領域的能見度。

的一年即將到來。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
國自殺防治中心負責承辦衛生福利部主

辦之「2021 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

今年宣導主題為 "Creating Hope through

Action"。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呼應今年主

題，定調為「展現行動，創造希望」強調
實際行動與正向樂觀的重要性，更要提醒
民眾在防疫期間也要留意自身與周遭親友

的心理健康。自殺防治人人有責，結合民
間及政府單位的力量，構築成綿密的防治
網，達成網網相連、面面俱到之願景。本

記者會結合政府單位、國內心理衛生相關
團體與媒體之力量，共同呼籲社會大眾同

心關懷周遭親友心理健康，發揮「一問二
應三轉介」的守門人精神，締造更高品質
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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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自殺議題屢屢上了新聞媒體版

健康識能，特於學會網站以短片方式宣傳，

本期主題文章亦提及自殺防治法以及在新

應方式，每集邀請自殺防治相關領域專家

面，而精神科的就診人數也大幅增加，跟
視野專欄中討論自傷與解離性身分障礙症

該如何正確照護，都是當今自殺防治的要
點。

提供民眾面對常見生活及心理困擾時的因

學者，以聊天談話形式回應民眾常見問題，
並提供具體建議，協助民眾解決眼前困難。
自殺原因多重，有效預防自殺之方式

在大眾宣導部份，有鑑於網路資訊傳

更是多元，相信未來自殺防治的工作網絡

網」臉書專頁，為網路世界注入正向關懷

治法的基礎上，共同落實「自殺防治人人

播盛行，中心除持續經營「珍愛生命打氣
訊息；透過教唆自殺網站監測與檢舉，預
防自殺之仿效作用，為提供民眾更多心理

將會更加牢固。最後，再次希望在自殺防
有責」的理念，全民攜手、有志一同促使
自殺防治工作能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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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議題的基層醫療觀點：提高醫療的可近性
談如何讓人做好看身心科或心理諮商的準備
近期，自殺議題屢屢上了新聞媒體版

面，而身心科的看診人數也大幅增加，但
根據很多調查的結果，還是有很多人不知

道怎麼看或是不敢看身心科，簡單講，就
是來聊聊您的生活，談談您的困擾，聽聽
您的抱怨。我們再從這些過程中，來討論
如何以專業的方式協助解決您的問題。

我們蒐集了常見的看診原因 :

鄭宇明醫師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5. 出現跑遍各科也難以解決的身體症狀，
例如：胸悶、呼吸不順、喉嚨異物感、
耳鳴、暈眩、心悸、長期腸胃不適、

脹氣、打嗝、拉肚子、頭痛、肩頸緊蹦、
血壓不穩等。

6. 出現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的念頭、沒
辦法出門。

1. 想要有個安全又有人可以聽我說話的

7. 注意力不集中、忘東忘西、難專心，

2. 覺得心情感到焦慮、憂鬱、容易生氣、

8. 人際互動的困擾：親子、夫妻、伴侶、

地方。

感受不到快樂、不安、害怕、焦躁、
悲傷，不知道如何處理。

3. 飲食、作息或體重出現明顯變化。
4. 睡眠出現變化：入睡困難、淺眠、睡眠

中斷、多夢、失眠、嗜睡，影響了生活。

或沒辦法上班上學、懷疑自己失智。
同儕關係。

9. 創傷事件：一些生命中難以訴說、難
以承受之痛。

10.

個性議題：急躁、思考執著、講話

直接、自我要求高、思緒無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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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身心科 , 要準備什麼 ?

如果可以，試著整理一下自己的狀況，一
方面了解自己的看診需求，另一方面則是
透過整理來減少對症狀的未知感、可以讓
情緒稍微放下一些。

如果擔心自己太緊張、怕到時候忘記

自己想說的話，也非常推薦大家把想法記
在手機或寫下來，讓自己能掌握的東西多

一點，比較不會太緊張！當醫療可近性提
高後，一定能讓身心更健康。

一些整理近況的好問題：

1. 是什麼原因讓我今天想要過來？
2. 這個狀況大概發生多久了？
3.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4. 有沒有出現什麼樣的身體症狀？
5. 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子？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生活變動？

一些整理期待的好問題：

1. 我期待透過看診獲得什麼不一樣？

2. 如果是睡眠方面，希望有什麼調整呢？
3. 其他：您想讓醫生了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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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理論之於校園自殺防治之應用
李佩宜、吳佳儀
自殺儼然為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問題，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中， 將 環 境 分 為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資 料 顯 示，15-19 歲

五 個 次 系 統， 從 小 至 大、 由 內 而 外

少年心理健康議題，不容被忽視 (WHO,

(Mesosystem)、 外 系 統 (Exosystem)、

青少年的第四大死因為自殺身亡，而青
2021)。青少年自殺的成因乃為一個生態
動態環境問題引起，不論是在個人內在或
外在的環境，其複雜的交互作用將增加個
體的高度身心脆弱性 (vulnerability)，其

環境亦可能為自殺防治的保護因子。本文
介 紹 Bronfenbrenner(2019) 之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架 構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說明該理論之意義與應用，並分析校園自
殺防治之實務策略方向。

Bronfenbrenner 於 1979 年發展了生

態系統理論，其用於解釋人們發展過程當

中，如何受到各種不同的環境系統影響，
而個人如何不斷的回應這些環境之下的改

變歷程，其理論亦強調個體與環境是個動
態、持續的互動形式 ( 李，2019)。生態系
統理論被運用於校園心理健康相關議題的

研究領域當中，如：解釋青年自殺相關問
題 (Lee et al., 2010)、校園霸凌 - 欺凌者與
受害者相關特質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Hong
& Espelage, 2012) 等。

為 微 系 統 (Microsystem)、 中 系 統
大 系 統 (Macrosystem)、 和 時 間 系 統
(Chronosystem) ( 曾、 高，2012)， 這 些

系統為一組同心圓，層層排列在個體之

上，作者自製該理論定義及概念應用，詳
見表一。

生 態 系 統 理 論， 最 內 層 為 微 系 統

(Microsystem)，意指個體與互動標的系

統的直接接觸與交流，如 : 個體與家庭互
動情形、家庭支持等。以青少年而例，其

微系統除了家庭之外，學校與同儕互動亦
是影響因子，當個體在家裡承受負面親子
關係，例如 : 缺少親子互動、缺乏良好的

溝通管道、缺少家庭支持，將增加個體之
自 殺 風 險 ( Lee et al., 2010; Rivers et al.,

2021)。此外，父母親若有自殺行為史，
也被認為是青少年自殺的危險因素之一

(Ayyash-Abdo, 2002)。 微 系 統 與 自 殺 防

治工作上的連結，即強調校園教育人員或
家庭成員如何去除家庭在互動關係中衍生

的自殺風險，提供親職教育相關資訊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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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再者，通過培訓學校人員跟學生成為

(Niederkrotenthaler et al., 2020)， 媒 體

為，識別有風險的學生及有效地回應，學

息普及且快速傳播，不得忽視媒體的影響

自殺防治守門人，了解危險因素、求助行
童除了關心自己外，亦能在同儕角色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 (Singer et al., 2019)。

第二層為中系統 (Mesosystem)，其

定義為由微系統中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間互

相互動與連結影響，例如 : 家庭與學校、

或家庭與工作場合之間的關係。較差的家
庭環境亦會導致學童在學校受到同儕的排

擠，回到家中又因缺少家庭支持，這些系
統關聯間的不利因素可能提高學童的自殺

意念 (Lee et al., 2010)。若以成人為例，

工作壓力，又與家庭常有口角，同時缺乏
家庭的關懷及工作的認同感，整體增加了
成年個案的自殺風險 (Lin et al., 2020)。與
中系統及自殺有關的文獻甚少提及具體的

傳播無疑是增加仿效效應，媒體讓更多消
甚鉅。目前自殺防治法規範媒體不得報導

或記載自殺方法、自殺原因、或致命工具
之銷售等內容，若違反最高將依法處百萬

罰鍰。除了有立法規範外，也建議相關單

位，因在報導事件或相關新聞網址後文，

提供正確的求助資訊，如 : 求助專線及標
語 ( 徐等，2020)。媒體不應助長歪風，

而是可在浩瀚無垠的社群媒體中，提供相
關個案更正確的預防方式及求助管道，在
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推廣下，除了導正媒

體相關報導外，減少致命性物品可近性、
還 需 往 社 會 大 眾 推 廣 心 理 健 康 ( 廖 等，
2015)。

巨系統 (Macrosystem) 的定義通常與

自殺防治重點，但盡早評估其家庭及學校

文化有關係，在人與環境相互關係之下，

外系統 (Exosystem) 意指由一個或多

觀。如 : 升學期待作為年輕學子的緊箍咒

或工作系統互動的關係，應是重點所在。

個環境之間的相互組成，間接去影響到

個體，例如 : 媒體、網路訊息、政策之影

響。相關研究中指出，當媒體新聞報導名
人自殺消息一段時候後，大眾自殺死亡會
增加 13%、並報導其自殺方式，利用同

種自殺方式而致身亡的風險則增加 30%

形成不同型態的文化、信仰、規範及價值
般，父母親期望高，擠進明星學校迷思，

壓得學子喘不過氣；傳統華人社會中的性
別偏見，禁錮、限制了我輩數千餘年，婆

媳問題的衝突、傳宗接代問題、重男輕女
致壓力大，現代人思維與傳統文化認同形

成衝突，如代間差異、女力覺醒等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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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產生的衝擊，這些都可能影響個人，導

因社會經濟問題導致自殺率升高。台灣已

緒支持與管理，在家長部分，則提供認識

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

致自殺風險。此部分則是加強青少年的情

小孩在不同階段的發展及其需求，讓雙方
都有良好的抒發管道及溝通橋梁，而在教
師方面，則是提供增強老師對於心理健康
的關注 (Lee et al., 2010)。

時間系統 (Chronosystem) 意指個體

隨時間演進受到環境影響之下的發展變

化 (change in individual)，亦或是社會事

於 1993 年 成 為 高 齡 化 社 會，2018 年 轉

齡社會，且少子化的影響，兩大問題持續
影響著台灣人口結構 (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此外扶老比增加、低薪、高房價

問題，勢必加重下一世代青年的壓力與負

擔，更可能帶來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隱憂，
如憂鬱、焦慮對生活及工作的影響。

整體而言，不論是在哪個層次的系

件隨時間演進帶來的發展變化 (change in

統，都對自殺風險有影響，部分因素可能

小孩若於發展過程中，受到兒童虐待，此

過系統間對於危險因子的控制或消彌，提

events)，如 : 社會歷史事件。典型例子是
負面影響則如同陰影般伴隨著他們長大成

人，如 : 較差的因應能力 (Perlman et al.,

2016)，且在研究中都指出幼童若遭受兒
童虐待、性虐待皆為預測因子，能預測

他們成年期自殺企圖之風險 (Brezo et al.,

2008)，為此幫助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應
對重大生活事件，導致各個系統出現問
題，建議可以先從學校開始著手心理健
康 計 畫 (Lee et al.,2010)， 早 期 增 進 受 虐

導致不可忽視的風險（如童年受虐），透
升個案在各層次上的保護作用，將是重要

的自殺行為預防之道。有鑑於生態系統理
論中各成因間的加成性或關聯性的影響，
相對應的校園自殺防治策略也需多管齊

下，由上而下政令的改變，或從個人、同

儕、親子角度出發，在校園防治場域應關
注各系統內與系統間的自殺風險因子，以
強化多面向自殺防治策略之推動。

兒童心理健康及因應能力。此外，在社

會發展變化對自殺風險的影響方面，Lee
等 (2010) 提到 1997 年韓國面臨到經濟危

機，高失業率導致國家社會結構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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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理論應用於校園自殺防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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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傷與解離性身分障礙症

孫凡軻
義守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今年 3 月指導護理系學生臨床精神

科護理學實習的 15 天過程中，看見 3 位
青少年患者的手腕及大腿有無數數不清的

割痕，令人怵目驚心及心疼不已，患者表
示割的時候並不是她們自己割的，而是自
己另一人格割的，她們無法控制自己另一
人格不要自我傷害或自殺。也就是所謂的
解離性身分障礙症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患者擁有多重人格數量，
常見為二個或三個明顯不同的人格在患者

身上，猶如「在一個身體裡住著好幾個靈
魂」，患者藉由轉換不同人格以因應自己
無法承受的壓力。身為醫療專業人員的我
們，要如何照護她們，是我們的天職。首
先，須對自傷與解離性身分障礙症進一步
了解，故本文介紹自傷與解離性身分障礙
症。

DID 影響著約 0.4% 至 14% 精神科住

院病人 ( 馮、劉，2017)。解離性身分障礙

症與童年創傷相關，因為此時正是人格的

形成階段。當受到難以應付的衝擊時，患
者以「放空」的方式，以達到「這件事不

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感覺，這對長期受到
嚴重傷害的人來說，是一種自我防衛的方
式。研究指出約 90% DID 患者童年時曾

遭遇肢體虐待及 / 或性侵犯，故 DID 一般

被視為最嚴重的創傷後心理障礙 ( 馮、劉，
2017; Brand et al., 2019)。

解離性身分障礙症約七成有自傷 /

自 殺 史， 然 而 探 討 解 離 性 身 分 障 礙 症
自 殺 的 研 究 並 不 多 (Foote et al., 2008;
Webermann et al., 2016)。Foote et al.

(2008) 比較精神科門診患者有解離性身
分障礙症與無解離性身分障礙症之自殺

情形，研究發現解離性身分障礙症患者

(n=24) 較無解離性身分障礙症患者 (n=58)
有較多的自傷和自殺史，及較高的其他精

神疾病的發生率，例如重度憂鬱症、物質
使用障礙症、邊緣型人格障礙症。Ross et

al. (1990) 研究也發現 102 位 DID 病人中
91.2% 有重度憂鬱症、63.7% 有邊緣型人
格障礙症、60.8% 有身心症、92% 曾有自
殺念頭或曾嘗試自殺。

解 離 經 驗 量 表 (Dissociative

Experiences Scale, DES) 是 最 常 用 的 解
離自評量表，此量表共有 28 題，問及正
常解離經驗及病態解離經驗，採 100 分

法，分數愈高表示解離經驗愈多。舉例一
題：有些人會發現他們做過某些事情的證
據，卻記不起自己曾做過這些事情 ( 請圈

9 ■ 第十六卷 ‧ 第四期

肆

自殺防治新視野

出適當的數字來表示你有百分之幾的時間

治療者，而患者其他替代人格部分也才可

70, 80, 90, 100%)。例如，解離性身分障

助患者人格整合 (integration)，整合是內

出現這種情況：0%, 10, 20, 30, 40, 50, 60,
礙症患者割腕，卻記不起自己曾做過這
些事情。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Carlson, 1993)。醫療專業人員可以使用

此量表評估解離性身分障礙症，進而提供
適切的治療與照護以幫助解離性身分障礙
症患者減少自傷及自殺。

照護解離性身分障礙症有自傷和自

殺 意 念 的 患 者， 首 先 須 與 患 者 建 立 信
任 (trust) 而 對 等 的 治 療 關 係 (working
equilibrium)，因為她們大多有創傷的經

驗，導致較無安全感和較不容易信任別

人，所以，治療者要讓患者感到安全及信
任他們，患者才會願意披露創傷的經歷給

能跟治療師合作。DID 治療的方向，是幫

在溝通和合作的過程，需要各部分之間互
相尊重、接納、連繫和協調。所以，治療
師可鼓勵患者與其內在人格部分互相溝

通、接納和合作，也可以用寫日記的方式
溝通，或是治療師邀請患者不同人格逐一
表達自己的情感或需要，並協助不同人格
在生活問題上達成共識。另外，治療師

也可以與患者訂定安全和合理的協議，
例 如： 患 者 不 會 自 傷 或 自 殺 ( 馮、 劉，

2017)。最後，希望本文能增進醫療專業
人員照護解離性身分障礙症患者及減少患
者自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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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與自殺防治
吳佳儀、洪韡倢

前言

自殺是一個重要的醫療與社會問題，

每 40 秒 就 有 一 人 自 殺 死 亡， 每 年 有 超

過 70 萬人死於自殺，自殺企圖 (suicide
attempt) 是自殺死亡最重要的危險因子

(WHO, 2021)，自殺企圖人數大約是死於

自 殺 人 數 的 10 倍。 在 台 灣， 每 年 有 近
4000 人死於自殺，每位自殺個案背後大
約有 6-10 位遺族也可能是自殺高風險群，
足見自殺行為對家庭和社區所產生的深遠

影響。根據美國十大死因資料顯示，自殺
是 10 至 34 歲族群的第二大死因，為因應
自殺問題，WHO 推動自殺防治策略，一

方面減少自殺危險因子，一方面強化個體
保護因子，而復原力 (Resilience) 是保護

因子中一個被強調與重視的因子，特別是
在青少年族群，因為個人的復原力增強有
助於問題解決能力之提升及壓力感受的緩
和，進而降低自殺風險之發生。

復原力是一種個人特質 (trait) 或能力

(capacity/capability)， 人 會 受 生 理、 心

理、社會、文化因素在所處環境下互動之
影響，而改變回應壓力之反應，晚近文獻
強調其隨生命起伏的持續存在性，而非僅

存於危機下的全有全無概念 (Southwick
et al, 2014)。提升復原力已被證實可降低

一般大眾、精神疾病患者及自殺企圖等高
風險群的自殺危險性 (Sher, 2019)。建立

復原力的介入措施，考量到不同個體之背
景與風險程度上的差異，可區分成全面

性、選擇性和指標性三類，目的在提高復
原力，降低自殺風險。本文簡介復原力的
定義及其在自殺防治策略上的意義與應

用，期能幫助第一線醫療人員了解如何介
入措施強化個體的復原力，並以降低自殺
率為最終目的。

自殺風險與自殺危險因子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美國自 1999 到

2017 年的自殺率從每 10 萬人中 10.5 人
逐年增加到 14 人，然而自殺率被認為仍

有被低估的可能性，原因是藥物過量死亡
個案中僅有 21% 判定為自殺，其它歸因

未被確定，因此自殺率統計須注意死因統

計的偏誤。兩性來說，男性自殺比例是女

性的 3-8 倍，尤其東歐國家差異更為顯著，
而美國在 2017 年統計結果，男性自殺率
為女性的 3.67 倍 (Sher, 2019)。台灣的自

殺 率 於 95 年 達 到 高 峰 ( 每 10 萬 人 口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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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人 ) 後，政府積極推展自殺防治，使

良好適應的過程」，然而晚近對復原力的

年掉出十大死因名單之外，近五年來趨勢

它是個人經歷重大壓力或創傷後，為避免

得自殺率長期趨勢逐年下降，自民國 99

穩 定 ( 每 10 萬 人 15.5-16.4 人 )， 男 性 自

殺率一直是女性的將近 2 倍 ( 社團法人台
灣自殺防治學會 , 2020)。男性自殺率高被

指出和憂鬱症有關，其中包括抗壓性低、
易衝動、情緒控制能力差、藥物濫用、酗

酒和有自殺行為之家族史；此外，有精神

疾病史、焦慮症、物質濫用和人格障礙都
是自殺行為的高風險族群。研究實證，超
過 90% 的自殺個案有診斷是精神疾病，

大多數企圖自殺者都有精神疾病問題，
其中與自殺企圖最常見精神疾病是情緒障

礙。除此之外，慢性或長期內科疾病、慢
性疼痛，也都會增加自殺風險 ( 社團法人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2020)。

復原力概念、壓力相關疾病

概念從二元性轉變致持續性之影響，強調
或減少心理障礙而以不同程度存在於各

生命階段的持續性過程，所謂的復原歷
程 (resilience trajectory) 的概念是指個體
在經歷逆境後經力相對短暫的不平衡期

(brief period of disequilibrium)、接著轉
至恢復健康的一個過程 (Southwick et al,
2014)。

復原力的決定因素 (determinants) 相

當複雜，包含許多層面的影響，在不同個
人、家庭、社會和文化的背景下，復原力
的定義可能就有所不同 (Southwick et al,
2014)。作者將復原力和個體心理社會、

神經生物學等兩項因素的相關性，整理如
下:

復原力與社會心理因素極度相關，包

與自殺行為

括積極、樂觀、具調節情緒的能力、認

概念可被用在社區一般大眾或身心疾病

力、應對挑戰的經歷、對目的的承諾、

在自殺防治的策略上，提升復原力的

個案身上。復原力是個體面對逆境時，

產生克服困難的適應能力，同時得以保持
正常心理和身體功能的發展過程。美國心

理學會於 2014 年將復原力定義為「在逆
境、創傷、悲劇、威脅甚至壓力來源時能

知 彈 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認 知 彈 性

意指「以積極的角度重新因應困難的能
生命的意義與目標、自我效能、專注於
技術發展和利他主義」。此外，成為他
人的典範、獲得社會支持、宗教信仰和
靈性支持、關注身體健康，都是提升復

原力的重要內涵，不僅可以降低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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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預防與降低自殺行為；相反的，當復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史，則是自殺的高風險族群。另一方面，

factor)、 多 巴 胺 (dopaminergic factor) 和

原力差、過去曾有自殺行為、有精神疾病
研究證實復原力與神經生物學有相關，遺
傳因素在復原力的展現上具有重要角色，
因為遺傳會促進身體面對壓力和創傷事件
之生理反應，包括：神經肽 (neuropeptide
Y)、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腎 上 腺 軸 線

HPA)、 去 正 腎 上 腺 素 (noradrenergic

血清素 (serotonergic factor) 以及腦源性神

經 營 養 因 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在壓力因應與
復原力的影響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 圖
一 )。

圖一、復原力有關因素與壓力相關疾病和自殺行為之關聯性
( 原圖出自 Sher, 2019)

童年時期的環境衝擊或出生前的遺傳

會支持與宗教信仰是提升復原力的重要因

原力研究多著重在社會心理因素，證實

狀態，它是自律神經的重要營養素，亦可

因素決定了復原力的本質，過去針對復

積極、樂觀、具生命意義與生活目標、社

素。復原力的提升可維持賀爾蒙在平衡的
成為抵禦自殺風險的保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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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與自殺風險之實證研究

以下針對 Sher (2019) 文獻中的內容，

進行簡要概述：

一項針對美國退伍軍人的長期追蹤性

研究檢驗了復原力與自殺意念和企圖之相

關性及預測性，結果發現復原力對於自殺
率有顯著影響，當復原力低時則自殺意念
與企圖較高，證明復原力是自殺的保護因

子。另一項研究則以一般民眾為樣本，依
照年齡分為三組 ( 分別為 20-24 歲、40-44
歲、60-64 歲 )，目的為驗證復原力和自殺

風險的關聯。結果顯示復原力低與自殺風

險增加有關，與年齡無相關。另一是以戒
斷物質依賴的個案進行研究，以瞭解是否
曾嘗試過自殺並使用康納 - 戴維森韌性量

表 (CD-RISC) 檢測，發現曾嘗試自殺個案

的心理復原力量表得分明顯較低。MatelAnderson 等人於 2019 年進行網路調查，

結果證實隨著積極態度與自尊提升，不僅
增加社會支持，亦可提升個體復原力。

實證研究顯示：復原力低者自殺風險

高，若能提升復原力可能會降低自殺風

險，因此，建立復原力介入措施目的為提

提升技巧之措施能廣泛運用在各處，例如
醫療系統、學校、社區；選擇性介入措施

適用於風險增加的群體，例如，有精神疾
病或自殺家族史，以重度情緒或精神障礙
為例，其自殺風險是一般民眾的 8 至 22

倍 (Sher, 2019)，因此需針對具有高度風

險的個案介入復原力措施。指標性介入措
施是對於自殺行為個案所設計，由於近期

有自殺企圖或自殺行為者，其自殺風險是
一般民眾的 38 倍，因此針對已經有自殺

行為的個案來說，提供復原力訓練的教育
或治療更是刻不容緩。

提高復原力的自殺預防策略

目前已知提升復原力是一種有效預防

自殺的方式，有鑑於童年生活經驗形塑了

成年行為與心理健康的基礎，心理健康促
進之議題涵蓋了如何處遇壓力相關疾患與

自殺行為的脆弱性及復原力，因此，許多
研究建議掌握教育及支持兩大概念增進復

原力本質，進而降低自殺風險。套用自殺
防治三層策略在復原力的介入上，大致有
以下重點 (Sher, 2019)：

高復原力，降低不同自殺風險族群的自殺

一、全面性策略：

指標性。全面性介入措施是為一般民眾所

鎖定少數高風險者 ( 如自殺行為者 ) 的巨

率，將介入措施分為：全面性、選擇性和
設計，不管民眾的自殺風險如何，復原力

鎖定改變大多數人的微小風險將比

大風險，更能改變自殺防治的成效 ( 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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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se’s Theorem’, 羅 斯 理 論 )，

三、指標性策略：

助於降低壓力相關疾病的發生，進而降低

神經生物因素的改善，認知行為治療與藥

也就是提升社會大眾的復原力程度，將有
自殺率。實務上的做法，包括從童年開始
建 立 復 原 力 的 強 度 (building resilience in
childhood)，例如創造親子連結與溝通、

父母陪伴與分享家庭活動心得、家庭同盟
與 支 持 等 作 法， 有 助 於 在 本 質 上 預 防 焦
慮、 憂 鬱 或 其 他 壓 力 相 關 疾 病 與 自 殺 行
為， 同 時 為 人 父 母 也 需 要 被 教 育 如 何 創

造 具 有 韌 性 的 環 境 (resilience-promoting
environment)，以避免人生早期生活壓力

的累積，導致童年時期的神經生物學變化，
增加成人時期的風險。

二、選擇性策略：

從精神疾病族群的自殺風險來看，如

何促進復原力的學習應該納為治療計畫的

一部分。除了在治療中置入提升健康、樂
觀的態度、提升韌性等概念，問題解決能
力的改善也將協助自殺高風險個案的生活

提升復原力的作法除了靠心理社會及

物治療同等重要。尤其是對於已經出現自

殺行為的個案而言，建構具韌性 / 復原力
的生活方式對於預防精神疾病復發或重複
自殺，將是一個重要的做法。

以憂鬱症為例，提升復原力的三個面

向將有助於預防憂鬱復發，或降低其他精
神疾病患者的自殺風險：

1. 從日常訓練自我 : 從低度壓力源當中去
訓練自我對壓力的復原潛能 ;

2. 從壓力中提升正向力 : 在壓力下培養及
強化正向情緒的重要性 ;

3. 訓練個人的彈性度 : 增加個人辨識不同

環境下合理因應問題的能力，並得以善
用處遇策略 (coping strategy) 因應環境
挑戰的能力。

功能，帶來較低的自殺意念或行為可能性。
其次，從認知行為治療中也有助於培養復

原力的人格特徵，解決當前的問題並教授

個人技能，以改變適應不良的思維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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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綜上所述，復原力的定義與自殺風險

的概念息息相關，它會受到先天遺傳因素

及後天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表現。
建立復原力的介入措施，對於預防精神疾
病復發與降低自殺風險來說，具有關鍵的
影響力，因此對於一般大眾及精神疾病患
者來說，從小在逆境中培養出克服困難的

適應能力，或提升問題解決力、認知彈性、

家庭支持等作法，將有助於提升身心健康、
維繫生活功能、降低精神疾病與自殺行為
之發生。現階段這些復原力的介入成效仍

需更多研究驗證，然而已有許多實證依據，
建議治療憂鬱症或壓力相關疾病個案的心

理健康專業人員，可以使用心理治療方式
和藥物治療介入，來提高復原力；再者，
社區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可以從童年到成

人，思考不同個體需要的復原力相關教育，
促進自殺行為的保護機制，進而降低自殺
風險。
參考資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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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 L. (2019). Resilience as a focus of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A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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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0 月通報個案特性分析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統計，全國

最多，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

同期相比增加 8.8%，通報比 ( 通報人次

及自傷」(10.1%)；女性之自殺方法排名

1-10 月自殺通報為 35,434 人次，與去年

/ 去年同期死亡人數 ) 為 10.1，分案率為
100.0%，分案關懷率為 98.7%。通報單位

類型，以「醫療院所」為最大宗 (66.7%)，
其次為「警消單位」(15.5%) 及「教育單
位」(7.6%)。

(22.4%)，排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
以「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
(43.3%) 為最多，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
及自傷」(35.7%)，排名第三為「由高處
跳下自殺及自傷」(8.4%)。

整 體 分 析 自 殺 原 因 ( 除「 不 願 說 明

分 析 2021 年 1-10 月 自 殺 通 報 個 案

或無法說明」外 )，以「精神健康／物質

通報最多的年齡層為 15-24 歲 (27.5%)，

／人際關係」(45.5%)，排名第三為「工

特性，女性為男性的 1.91 倍；整體來看

其 次 為 35-44 歲 (18.2%)， 排 名 第 三 為
25-34 歲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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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占率最高，
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31.1%)，

排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
(9.0%)。 以 性 別 分 析， 男 性 以「 以 固 體
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35.4%) 為

濫 用 」 (47.8%) 為 最 多， 其 次 為「 情 感
作／經濟」(11.0%)。再以性別分析，男

性自殺原因以「精神健康／物質濫用」

(42.0%) 為最多，其次為「情感／人際關

係」 (39.2%)，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15.8%)；女性之自殺原因以「精神健康

／物質濫用」(50.9%) 為最多，其次為「情
感／人際關係」(48.7%)，排名第三為「工
作／經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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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暨學術研討會重點要覽
｢ 衛生福利部 主辦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承辦
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IASP) 明訂每年

青少年與長照照顧者之自殺防治等議題，

以 ”Creating Hope Through Action” 為

強關注因為疫情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及特定

9 月 10 日為「世界自殺防治日」，今年
主題，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負責承辦衛生福利部主辦之「2021

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配合世界自殺

防治日主題，將今年宣導主題訂為「展現

行動 創造希望」，強調實際行動與正向
樂觀的重要性，更要提醒民眾在防疫期間
也要留意自身與周遭親友的心理健康。自
殺防治人人有責，結合民間及政府單位的

力量，構築成綿密的防治網，達成網網相

連、面面俱到之願景。本記者會結合政府
單位、國內心理衛生相關團體與媒體之力

量，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共同呼籲社會大眾同心關懷周遭親友心理

健康，發揮「一問二應三轉介」的守門人
精神，締造更高品質的社會安全網。

定調為本次學術研討會之兩大主軸，以加
族群自殺防治策略之制定。

此外，持續舉辦富有宣導自殺防治意

義的「世界自殺防治日海報設計徵選活

動」以及「世界自殺防治日徵文活動」，
藉由民眾透過海報設計響應「展現行動 創

造希望」的理念，亦透過文字傳遞自殺防

治中的正面力量。而行之有年的全球「單
車繞世界」活動亦將於本月 10 號熱烈展

開，邀請民眾走出戶外、踏上單車，每一
個里程都象徵對自殺防治工作的支持與肯

定，希望藉此提升大眾對自殺議題之重
視。

全國自殺人數下降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李明濱理事長指出，

除記者會外，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亦舉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最新資料顯示，全

與並探討自殺防治的重要議題與策略，並

億多的人口因自殺事件而深受影響。台灣

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特邀請專家學者參
於會中回顧自殺防治中心十五年來的工

作成果及未來展望，也特別將今年國內

COVID-19 疫情延燒所帶來的影響，以及

球每年有 70.3 萬人口死於自殺，更有 1

自 2005 年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以來，
正邁入第十六個年頭，在政府與民間合作

之下，台灣的自殺死亡率自 2006 年 (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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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406 人，每十萬人口 19.3 人 ) 最高峰， 未明示之方式自殺及自傷增加 4 人 ( 增幅
逐年下降，並於 2010 年退出國人十大死因

4.9%)，其他自殺死亡方式則下降。

降至 3,656 人 ( 降幅為 17.0%)，不僅顯示

細則發布施行後，根據 2020 年自殺企圖

之列持續至今，在 2020 年自殺死亡人數下
自殺防治工作的成效，亦成功傳達「自殺
是能夠預防」的重要概念。

陳時中部長表示政府在今年也不落人

後，在心口司諶司長的規畫之下，自殺防

自 2020 年 8 月《 自 殺 防 治 法 》 施 行

通 報 資 料 統 計 結 果 發 現， 全 國 自 殺 通 報
總 計 40,432 人 次， 與 前 一 年 相 比 增 幅 為

14.5%，各年齡層通報人次皆上升，顯示中

央與民間積極推動自殺通報作業的成果。

治也列入社會安全網，未來在人力、經費、 仍要注意的是，在兒童及青少年族群 14 歲
組織架構都會有大幅度的進步；另外部長

以下及 15 至 24 歲的自殺企圖者中，除了

然擴大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減少彼此的交

是主要自殺原因，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

也提到防疫期間的隔離、維持社交距離雖
流，但在民間的努力下，疫情期間的自殺
防治已看到成效。立法院邱泰源委員也提
到照顧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發展遠距醫
療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台灣有堅強的
團隊與全民的合作及努力，一定能夠用最
好的身心狀況迎戰這波疫情。

情感問題與精神疾病問題外，校園問題也

為生理、心理、社會及經濟文化環境等互
動的結果，防治工作是跨領與跨團隊的巨
大工程。

民眾心理健康調查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每年進行 15 歲以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與 2019 年 相 比，

上民眾之「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認知與行

死亡人數增加 11 人 ( 增幅 110.0%)、75 歲

明濱理事長表示，透過心情溫度計 (BSRS-

2020 年除 0-14 歲兒童及青少年族群自殺
以上老年族群增加 29 人 ( 增幅 6.2%) 外，
其他年齡層則下降，其中 15-24 歲自殺死

亡人數在衛福部及教育部的合作下已呈下

降趨勢；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
毒 增 加 1 人 ( 增 幅 0.2%)、 切 穿 工 具 自 殺

及 自 傷 增 加 13 人 ( 增 幅 14.4%)、 其 他 及

為」電話調查，關心民眾的心理健康。李
5) 檢 測 民 眾 心 理 健 康， 顯 示 出 2021 年

全國約有 6.0% 民眾有情緒困擾 ( 推估約
122.5 萬 人 )。 在 自 殺 想 法 方 面， 全 國 約
有 13.0%( 推 估 約 264.7 萬 人 口 ) 之 15 歲

以上民眾一生中曾經出現自殺想法，另有
2.0%( 推估約 40.8 萬人口 ) 15 歲以上民眾
曾於一年內認真想過要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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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明濱理事長亦表示今年度延

續去年之主題，特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民
眾心理健康的影響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年
滿 15 歲以上民眾約有 45.4% 的民眾表示

自己過去一個月以來因疫情關係至少感到

一項壓力，其中占率較高前兩項分別為工
作 / 經濟壓力 30.8%( 去年僅 23.4%) 及日
常生活壓力 29.8%( 去年僅 24.8%)，且因

疫情關係感到壓力的民眾同時亦承受著情

緒困擾的問題；台灣在全民的共同努力下，
已挺過首波的心理社會衝擊，但也千萬不
能輕忽疫情的長期壓力，全民仍需同心協
力共同邁向疫後心理重建。

自殺防治優質報導

珍愛生命守門人缺一不可

李明濱理事長呼籲，在民眾身處的群

體之中可能就有許多情緒困擾而需求助的

親友，若能透過網路或媒體的特性加強宣

傳「自殺防治守門人」訊息，儘管無法見
面仍能傳遞力量幫助民眾並且建立對自殺

防治的正確認知，同時發揮一問二應三轉

介技巧。這時簡單的一句關心，都可能幫
助處於自殺風險當事人看見生命的一線希
望。「自殺防治，人人有責」，無論民眾

身在何處、擔任何種角色，皆可以成為珍

愛生命守門人，實踐「展現行動 創造希望」
之理想境地。

今年度優質報導獎由自由時報獲得，

陳時中部長也呼籲新聞媒體報導自殺新聞

時應遵循六不六要原則，相關領域專家和
媒體間能夠相互討論配合，也期許新聞媒
體報導自殺事件的同時提供心理衛生資源

及正確的因應識能資訊，讓大家知道有很
多的心理資源可以使用，各個方面一起努

力，自殺防治能做得更好，期待未來能有
一個更溫暖的社會。

活動詳情

請 上 2021 世 界 自 殺 防 治 日 系 列 活 動 網 站：
https://sites.google.com/tsos.org.tw/wsp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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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世界自殺防治日學術
研討會

現場與線上混合模式進行，「世界自防治

題，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式展出，藉由民眾透過海報徵件活動響應

為呼應今年度世界自殺防治日之主

特邀請專家學者參與並探討自殺防治的重

要議題與策略，並於會中回顧自殺防治中
心歷年來的工作成果及未來展望，也特別
將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影響、青少年自殺防
治以及長照主要照顧者等自殺議題，定調
為本次學術研討會之主軸，以加強關注因
為疫情所帶來的心理衝擊與不同族群的心
理衛生需求及自殺防治策略之制定。

此外，今年因應疫情影響，研討會採

日海報設計徵選活動」以及「世界自殺防
治日徵文活動」得獎作品，皆改採線上方

「展現行動 創造希望」的理念，亦透過
文字傳遞自殺防治中的正面力量。而行之
有年的全球「單車繞世界」活動亦依照往

年規劃進行，邀請民眾走出戶外、踏上單
車，每一個里程都象徵對自殺防治工作的
支持與肯定，希望藉此提升大眾對自殺議
題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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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設計徵選得獎作品
今年響應世界自殺防治日之主題，邀請社會大眾透過一張海報宣傳自殺防治的理

念，以「展現行動

創造希望」為主軸，運用大眾巧思及創意，設計出溫馨、感人又具

有宣導自殺防治意涵的海報，並透過文字說明傳達珍愛生命的理念，經由網路徵選、一
般大眾及學會理監事線上票選的結果，共選出社會組、第一線專業人員組及學生組各六
件得獎作品。

恭喜以下得獎者，也呼籲社會各界大家一起攜手合作、共同營造支持性的環境，讓

更多社區角落中的自殺高風險者得到溫暖而正向的力量！

作品欣賞：https://sites.google.com/tsos.org.tw/wsp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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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 心理健康系列影片 :
《有煩惱就說出來》 EP3-5 上架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為提供民眾更多心理健康識能，特於學會網站以短片方式宣傳，

提供民眾面對常見生活及心理困擾時的因應方式，與進一步的自主評估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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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3
家人一直情緒勒索，怎麼辦 ?

EP4
癌症已非絕症，若有憂鬱也可治

EP5
自殺者親友如何走過傷痛

－－－－－－－－－－－－－－－
網友來信訴說自己因母親的關係不
睦，進而影響到生活，無法調適心
情，由學會蕭雪雯理事，來分享如
何學會自我相處，以及具體照顧自
己的方法。

－－－－－－－－－－－－－－－
網友來信訴說自己因久病厭世及經
濟負擔的壓力，讓他有自我了斷的
想法，由學會詹佳達秘書長，來分
享可尋求的資源協助管道，以及重
大疾病者是否常伴隨心理健康問題
之迷思。

－－－－－－－－－－－－－－－
網友來信訴說父親自殺身亡後，自
己因罪惡感而走不出來，由學會蕭
雪雯理事，來分享身為自殺者遺
族，該怎麼面對，以及如何與其他
家人打開心房來做溝通。

連結：https://youtu.be/p477tioT5w4

連結：https://youtu.be/GjXfxFpfD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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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 自殺防治年報上架

立即掃描 QR-code 閱讀全文

｜ 109 年自殺防治年報｜
https://www.tsos.org.tw/media/4591

今年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彙集 109 年度

藉由年報的編製及呈現，盼能增進一

中央、地方及民間團體重要的自殺防治工

般民眾對於自殺現況、全國自殺防治工作

本次年報規劃以專題文章的方式，向民眾

提供各界探究當前自殺防治政策、問題，

作發展，編製「109 年自殺防治年報」，
介紹 109 年於自殺防治的重要主題，內容
包含第九屆國際自殺防治協會亞太大會、

的認識；各縣市自殺防治要點的整理，能
作為未來政策擬定之參考。

新冠疫情與自殺防治、青少年自殺防治議
題、去年開始推動之醫院自殺防治以及自
殺防治法施行後自殺相關數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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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關懷總是多一度 ~ 你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
齊美婷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現實生活中往往面臨多重生活壓力，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平時多關懷身旁

有些人因壓力過大無法調適而出現情緒困

週遭的每個人，透過多一份關心、多一份

時，即易出現負面想法甚至自殺企圖。然

應立即提高警覺，用心聆聽、伸出援手發

擾、焦慮及失眠等問題。當壓力無法負荷
而自殺不僅是個體的損失，亦會造成家庭
及社會的問題與衝擊，所以自殺議題在現

問候，當發現他出現與平常不同狀況時，
揮你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的精神 ~

今社會更須關注。

1問

易取得物件居多，因此前端之防範更是極

3 轉介 ( 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 )

近年來自殺死亡事件中，使用工具以

為重要。如何做好有效防範，「團隊合

作」為首要條件，透過網絡單位包括跨局
處第一線服務人員 ( 包括警政、消防、社

政、民政、教育、勞政、長照及衛政 ) 並
結合其各自之網絡合作單位成員及社區民

眾等，共同攜手合作讓自殺防治網更加綿

2應

( 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 )
( 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 )

肩負應有的責任，協助自殺者重新燃

起對生命的希望，再次找回自我，邁向全
新的生活。

密，以有效做好前端之防範。

實務推動提升第一線人員敏感度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除了落實人員共同參與自
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培育自殺防治種
子人員及建構自殺防護網等策略，過程中
亦聘請專家共同參與政策規劃，並滾動式

修正防治策略，提升相關人員知能，共同
推動自殺防治，守護民眾心理健康，進而
有效預防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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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煲的滋味
我將豆腐切塊，滑入煎鍋，鮮嫩的豆

林佳瑩

我們是一起接受新生訓練的同學，除

腐接觸到熱油，吱吱作響宛若孩童的嚶

了無話不談，還驚喜地發現，住家地點就

著隔鄰湯鍋水滾，我將剝好的青色蝦仁丟

約小聚。妳好奇獨居的我，為什麼能每日

嚀，轉眼呈現金黃色澤、起鍋暫放。趁

入，蝦身被高溫驚嚇，在蜷曲翻紅之際、
撈起。接著的步驟是煟煮醬汁。醬油、清
酒、高湯，這次，我該為妳調出何種滋
味？

上次我將這道菜盛放在妳面前時，

大概是太久沒有進食，妳顫抖著手，將吸

在附近，於是在受訓期間，經常在課後相
下廚，尤其總能端出佳餚款待。我向妳道

來，烹飪如何治癒我的悲傷。聽著兒時情
景，善感的妳不禁紅了眼眶。看著食材經
過水煮油煎，如同我經歷的童年，卻能在
廚藝轉化下，換來妳的盈盈笑語。

在美食前，我也為妳的戀情高興，受

飽濃郁醬汁的豆腐舀入口中，初始覺得噁

訓的同學都能感受到對方的殷勤。結訓

頰。妳終究還是在我的鼓勵下，感受到睽

我們少了頻繁的聯絡。但那日早晨，我卻

心，艷紅飽滿的蝦仁反襯出蒼白消瘦的臉

違已久的滋味。我問是否覺得醬汁太鹹，

妳說配上食材品嘗後，恰到好處。「況且，
再鹹也鹹不過眼淚。」當雪白的瓷盤慢慢
見底，妳的臉頰漸漸沾染久違的紅暈。

那天，在夜半惡夢中，又是家庭暴力

的陰影。父親用皮帶抽打在肚腹、痛如火
燒，當求饒已經無效，只能轉為啜泣；母

親將彎身躲在浴缸中的我，從水中撩起，
剎那間，總算天明驚醒。窗外是市場的喧
囂，我起身採買。

後，因為不想打擾沉浸在愛河中的妳，

在市場發現了格外新鮮的鮮蝦與豆腐，於
是計畫外帶現做的蝦仁豆腐煲給妳。沒想

到，迎接我的是憂傷的伯母。她說妳已關
在房門多日，幾乎滴水未沾。訓練結束

後，情竇初開的妳，以為將享受熱戀時，

情場老手很快就顯露出猙獰的面目，讓妳
遭受始亂終棄的打擊。我跟伯母把門撞開

時，單薄的妳佇立窗邊，隨風揚起的窗簾
好似要把妳捲走。

32 ■ 第十六卷 ‧ 第四期

捌

交流園地

我把帶來的蝦仁豆腐煲布置在餐桌

前，我告訴妳，每當自己被過往糾纏時，

是靠著將注意力投注在烹製手續中，才能

遏止自殘的瘋狂，想像著妳品嘗時的笑容，
讓我能在進入調製醬汁的階段後，將胸中
的野獸馴化為人形。我們相約此後在身心
煎熬之際，一起享用這道菜餚。

這次，換成逐漸步入生活正軌的妳來

訪。儘管妳向來只負責品味，我卻決定將
調製醬汁的手續交給妳。妳說，或許應該

加點白糖，才能將醬油如眼淚般的鹹澀，

提成醇厚鹹香。我想，這是妳回到人間後，
期待的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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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的透光出口
我接到緊急通報，個案情緒失控，意

圖吞藥自殺，個案的好友報警送醫。身為
個管的我準備待命。

個案的生父母不詳，個案三歲前都在

孤兒院，四歲才被領養。養父母起初對個
案很好，但在個案七歲那年，養父母生下
弟弟，個案感覺逐漸被冷落。十歲時，個

案在養父母的安排下改與祖母同住。個案
跟祖母的感情融洽，但祖母卻在個案 19

歲時罹癌往生。個案難以適應重回家庭的

新生活，加上祖母驟逝的打擊，個案經醫
師確診罹患憂鬱症。

我回想初見個案時，個案因在宿舍割

腕後到保健室敷藥，而被校護帶至輔導
室。我依稀記得個案在我面前，大剌剌

地把纏繞著繃帶的手腕擱置在桌上，表現
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個案對於我的
場構，毫不遮掩地透露著不耐煩。直至

我說 :「妳看我眼睛大大的，其實看不太
到，因為我視障。」我成功引起個案的好

奇，個案問 :「妳真的看不到 ?」個案在我
眼前不斷揮舞她沒受傷的左手，試圖證實

真偽。我說 :「我還能看到光影，妳一直

鍾宛貞

揮動手。」個案放下原本擺在桌上的右手

腕，身體微向前傾，認真地問 :「天生的 ?
那妳在這幹嘛 ?」我真誠地自我揭露 :「20

多歲生病才視障，妳是不是覺得我這輩子

應該完蛋了，為何還坐在這裡跟妳聊呢 ?」
她尷尬地點頭，我抓住這個機會，把問題

焦點轉回個案身上，我問 :「妳是不是有
不想再活下去的想法 ?」個案很訝異地再

度點頭。我繼續說 :「其實，妳不是真的
想死，妳只是想重生，對不對 ?」個案張
大眼，泛紅的眼眶滴下淚水。

多年前，我因罹患腦瘤而導致視神經

發生不可逆的萎縮，我沮喪、憂鬱，感覺

前途渺茫，變成無生活自理能力的廢人。
當我想要自殺而死意甚堅時，在我腦海閃
過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愛與希望。我意識到
不只該為自己活，更要為愛我的人好好

活。那時，我生命中出現的一句話打動了
我：「妳的人生是否可能轉換成輔導助人
的跑道？」

開案後，我協助個案每週固定一次心

理諮商，鼓勵個案穩定服藥，引導個案找
尋生命的愛與希望。

34 ■ 第十六卷 ‧ 第四期

捌

交流園地

這一次的吞藥自殺，表象看來彷彿烏

雲密佈，實則潛藏撥雲見日的契機，我在

個案心田播下的種子，竟悄悄發出嫩芽。
個案在醫院打電話給我，頓悟地說：「我

聽妳的話，用我訊息跟養父母表達感受 ...，
為何總要發生一些事，才能看懂愛妳的人
其 實 都 在 身 邊？ 我 困 在 自 己 的 固 著 裡 太

久，是該透氣的時候了。養父母跟我談很
多，我回去再跟妳說。」掛上電話，我微

笑了，我會耐心等候，準備好細細聆聽個
案娓娓敘說屬於她生命的愛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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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在
那是一個夏日傍晚，天猶暗。記得早

羅如芬

「小花」，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追

上匆匆忙忙起身上學，下課後和同學們閒

了上去並拉住她的手。她停下腳步看著

去了親人，心情顯得不安，課堂上也時常

在」。我見她淚水如水龍頭般落下，不到

聊，輾轉從其他人口中得知，小花最近失
發呆。雖然我和小花是很熟識的朋友，但
我很少過問別人的私事，也不知從何開始
安慰。

放學後的我見天已慢慢暗下，我在三

樓等著電梯，看著電梯燈號從八樓慢慢往

下。「三樓到了」，我在電梯外聽見電梯

我，我注視著她微紅腫的雙眼說道「我都
三秒鐘，似乎從涓涓細流成了汪洋大海。
四周的寂靜，讓我只能聽見她啜泣的聲

音。她突然收起讓我不知道能再多說些什
麼的哭臉，小聲地告訴我「謝謝」，我見
她背影慢慢離去。

凌晨一點正準備入睡的我，收到小花

語音廣播著，電梯門一開，我看著小花也

冗長的訊息。她告訴我她好多次有自殺的

踏入電梯，頓時感覺一陣緊張與寂靜，到

尬，所以她最近總是快步離開。直到今天

在電梯內，我們倆四目相看了兩秒鐘，我
底該說些什麼呢？我想。

「妳也下課了嗎？」，我問。我見她

眼神紅腫且發愣的看著電梯燈號點點頭，
明明就只是從三樓搭電梯至一樓，第一次
卻感覺時間如此緩慢。「一樓到了」，電

梯語音劃破寂靜，我見她快步步出電梯，
似乎也感受到我們尷尬、突然間不知道該
說什麼的情景。

念頭，而且她也明白大家見她會有些尷

傍晚我叫了她。她最後說「謝謝妳，還好

有妳」。我雖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當下我確實也不知該回些什麼，但總有

一股暖流衝上心頭，鼻子酸酸的、眼眶似
乎也有些淚水。我沒多想，還是只回覆她
「我都在」。我見這三個字被已讀，小花
卻沒有再回覆我，我想，對面的她應該又
是一面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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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面對人生中不如意之事，

往往都是自己經歷過才懂，很多人無法述
說給別人聽、不想將困擾帶給別人或是不

想造成別人的麻煩，所以默默承受。也許
我們真的無從理解對方所受的痛苦，但小
小的陪伴和一句簡單的話語可以讓對方感
受到我們的心意。「我都在」，僅僅三個

字卻成了最浪漫且最有支持力的話語，它
代表了一切―「我們都在陪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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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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歷經兩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侵襲，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仍持續努力推
展相關策略，特別是在疫情下，校園、職
場、家庭等各場域與老年族群的需求更顯
重要。本期專家觀點所發表的簡短好文，
特介紹如何與基層精神科醫師溝通，以提
升就醫成效，在這個精神科醫療仍容易被
誤解或汙名的時代，醫病溝通是一個重要
議題。此外，針對校園青少年或年輕自殺
高風險個案，本期從生態系統理論之校園
應用，談到學生自傷行為的特殊人格表現
之一－解離性身分障礙症，再進入到復原
力與自殺防治之介紹，期能增加大眾對年
輕族群自殺問題的知能與關注，特別是廣
大的學生家長族群。這些議題皆凸顯出守
門人仍是重要的基本防治策略，從校園同

儕、師長、行政人員到家長，若具備正確
知能，必要時給予多一些關懷、愛及希望
感，陪伴之餘積極聆聽、需要時善用醫療
資源，對當事人必能發揮支持的力量。在
學會理事長的帶領下，2022 年將是嶄新
的開始，本通訊將要邁向全新的面貌，將
最新的國內外數據透過新組成的編輯委員
會，以「自殺防治學」期刊英文版內容呈
現在眾人的面前。期待未來將本土自殺防
治的經驗透過實證研究及資料彙整，與國
際接軌，更能強化本土自殺防治法及相關
策略的成效，讓更多國內外人士了解本土
最新的實證進展。歡迎本會會員及一般讀
者們持續支持本刊，在華藝平台免費下載
期刊內容加以閱讀及推廣。

「自殺防治學」歡迎投稿
「自殺防治學」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所出版之同儕評審且開放取用 (open access) 之學術雜誌。
凡與自殺防治相關之跨專業領域學術論著，均為本誌刊載之對象，但以未曾投稿於其它雜誌

者為限。目前投稿本雜誌無需支付任何刊登費用。惠稿請線上投稿，網址如下：https://www.
ipress.tw/J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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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眾分享您在自殺防治工作過程中的相關經驗或甘苦談。經審查及同
意刊登後，我們將刊登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tso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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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學」投稿簡則
一、 「自殺防治學」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所出版之同儕評審且開放取用(open access)之學術
雜誌。凡與自殺防治相關之跨專業領域學術論著，均為本誌刊載之對象，但以未曾投稿於
其它雜誌者為限。
二、 本誌刊載之論著類別包括：致編者函、綜說、專題報導、原著與病例報告。
三、 稿件內文字數無特殊限制，但結果之陳述與討論以精簡為原則。
四、 人體試驗、人類研究必須有倫理委員會之同意。研究對象基於人權保護，需經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或 CRB (Community Review Board)核准，並於研究方法
中敘述。
五、 投稿時，請同時附上投稿聲明書(函)，表明投稿本誌之意願及欲刊登之論著類別，並說明
所有著者之貢獻內容及均已過目且同意投稿。
六、 稿件之第一頁為標題頁，須列出：
1. 中、英文：題目、姓名、單位、簡題 (running title)。
2. 通訊作者之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 E-mail。
七、 稿件之第二頁需包括中英文摘要，字數限 300 字以內，並附關鍵詞(key words) (至多 6
個)。摘要內容涵蓋: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中、英文摘要內容需對照一致。
八、 中文原著論文按：摘要、前言、方法、結果、討論、誌謝、參考文獻、附表、圖片說明
及英文摘要順序撰寫。病例報告按：中文摘要、前言、病例、討論、參考文獻、附表、圖
片說明及英文摘要順序撰寫。致編者函、綜說、專題報導與病例報告之撰寫格式不拘，但
必須列出參考文獻與英文摘要。
九、 所附圖表以 6 個為度，每一表格需有一簡短標題，表格中勿用縱線與橫線。圖片請提供
電子檔，解析度至少為 300 像素(dpi)，圖片格式為 JPG 檔，圖之說明儘量簡潔。引用他
人之表格(table)或圖示(figure)務必徵得著作權所有人同意，否則該圖表不予刊登。若使用
已發表的圖片表達概念者，作者需重新製作附圖且避免侵犯版權，必要時作者必須簽結必
要文件，以負完全法律責任。
十、 參考文獻限 50 篇內，均需按照引用的先後順序排列。在文中引用處，以阿拉伯數字方括
弧標示於引用之後，例[1]、[2]…。參考文獻的著者為 3 名或 3 名以下時需要全部列出，
為 4 名以上時只列出前 3 名，其它著者以 et al.(等)代替，文獻之簡寫請依照 Index Medicus
之型式。參考文獻書寫之範例如下：
1.

雜誌：著者姓名：題目。雜誌簡稱 年份；卷數：起訖頁數。
1)

Wu CY, Lee MB: Self-efficacy,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and suicidality i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ults in Taiw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Clin Nursing 2021;30(15-16):2270-8.

2)

Lee MB, Liao SC, Lee YJ, et al: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short screening instrument to identify psychiatric morbidity. J
Formos Med Assoc 2003; 102(10): 687-94.

2.

單行本：著者姓名：書名，版數。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號：引用部份起訖頁數。
英文單行本的書名。除介系詞及冠詞外，第一字需以大寫打字。
1)

Parsons AH, Parsons PH: Health Care Ethics. Toronto: Wall & Emerson, Inc.,
1992; 24-4.

2)

Esposito-Smythers C, Perloe A, Machell K, et al: Suicidal and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s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 Kaminer Y, ed.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1st ed. Arl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16; 227-52.

十一、 文稿繕打格式：原稿請使用 A4 紙張 12 號字型，一律隔行(double space)繕打，左
右邊界 3 公分，並請編頁碼。文稿提交需依下列次序: 標題頁、摘要、內文(含誌謝)、參
考文獻與圖表。
十二、 文末必須註明是否有接受任何來源之贊助(financial disclosure)，以及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等。
十三、 凡投稿經同儕審查及編輯委員會同意登載於本誌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溯及投稿時移
轉予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所有；惟著者仍保有集結出版、教學及個人網站等無償使用之權
利。
十四、 目前投稿本雜誌無需支付任何刊登費用。惠稿請於本會網站做線上投稿，網址如下：
https://www.ipress.tw/J0212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1.

The Journal of Suicidology (JOS) is the peer-reviewed open-access publication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of Suicidology. The JOS welcomes the submission of articles from
multidisciplinary fields of suicidology. The manuscripts must be original and must not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or currently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to any other
journal.

2.

Categories of articles: The catego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clude: editorials, letters to
the editor, review articles, original articles, special articles, and case report. The editorial
is invited.
1)

Letters to the Editor: Letters are welcome in response to articles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or issues related to suicide. They should be no more than
1,800 words. They may include references.

2)

Review Articles: These include overviews and comments on specific topics of
suicidology. They should include comprehensive list of references. Review articles
ar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opical issues in research or clinical practice. Systematic
methods for inclusion of all data sources and critical review of those sources should
be described in the paper.

3)

Special Articles: In this category, authors make a brief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present state of knowledge, sharing the opinions and comments on a specific topic
of suicidology without the statistical conclusion. They should include a list of
recommended references.

4)

Original Articles: These should be original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Subheadings in long
papers are acceptable if needed for clarification and ease of reading. The
Introduction should addres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aper.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ction should identify the sampling, explain the study methods and state the
statistical procedures used in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uld include pertinent
findings and necessary tables and figures. The Discussion should contain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5)

Case reports: Case reports should include statements of the problem,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methods of treatment, and outcome.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d “Results” sections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Case Report(s)” section, which should include statements of the problem, patient
history, diagnosis, treatment, result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pertinent to the
case(s). All other sections should follow the format for original articles.
3.

Length of manuscript: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word count for the text.
Nevertheless, the JOS encourages authors to present and discuss their findings
concisely.

4.

Ethical Approval of Studies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human investigations,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r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is required, and such approval should be stated in the methods section of the
manuscript. For those investigators who do not have formal ethics review committees,
the principles outlin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should be followed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Available at: http://www.wma.net/e/policy/pdf/17c.pdf).

5.

Cover letter: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stated in the cover letter: a declaration
states that all of the authors agree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article. All authors should
have participated sufficiently in the work to take publ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and
should have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work: (a)
conception and design; (b)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c) drafting the article
or revising it critically for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d) final approval of the version to be
published.

6.

The title page should include the title, names, academic degrees and affiliations of the
author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corresponding author(s). The title page should include a
running title of not more than 40 letters.

7.

The second page should include an abstract of no more than 300 words. The abstract
of original articles should include the background/purpose, methods of study,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abstract page should include no more than 6 key words. Abstracts
for Case Reports, Special Articles, and Reviews are unstructured, but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background/purpose of the report, methods, results (or case report),
and conclusions.

8.

Tables, figures and legends should be typed on a separate page.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than 6 tables, figures and legends in the manuscript.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title and
subtitle should be in capital letters, as well as the first letter of special terms.

9.

Referenc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set off in brackets and number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referred to in the manuscript. Arabic numbers sh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numbers. In general,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should not exceed 50.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ir references and for correct
text citation.
10. Journal references with more than three authors should list only the first three authors
followed by the notation “et al.”. Abbreviations in the form used by Index Medicus should
be used for all journal titles. If the reference is in a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use the
Roman alphabet,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should appear in parentheses following the citation of the reference. Examples of
references are shown below:
A.

Journal articles: authors, title, journa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volume number
and inclusive page numbers (first to last).

1)

Wu CY, Lee MB: Self-efficacy,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and suicidality i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ults in Taiw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Clin Nursing 2021;30(15-16):2270-8.

2)

Lee MB, Liao SC, Lee YJ, et al :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short screening instrument to identify psychiatric morbidity. J
Formos Med Assoc 2003;102(10): 687-94.

B.

Books: author, title of chapter, editor, title of book, edi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ages.

1)

Parsons AH, Parsons PH: Health Care Ethics. Toronto: Wall & Emerson, Inc.,
1992; 24-4.

2)

Esposito-Smythers C, Perloe A, Machell K, et al : Suicidal and nonsuicidal
self-harm behaviors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n: Kaminer Y, ed. Youth
Substance Abuse and Co-occuring Disorders, 1st ed. Arl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16; 227-52.

11. Manuscripts, including tables, references and figure legends, must by typewritten,
double-spac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margins of at least 3 cm. Pages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beginning with the title page. Manuscript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in the following order: title page, abstract, text,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tables and figure legends.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saved as a text file or as a Microsoft Word file.
12. Disclosure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All authors are required to sign and submit a financial disclosure statement at the time
of manuscript submission. Authors who have no relevant financial interests should

provide a statement indicating that they have no financial interests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in the manuscript.
13.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shed article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authors must sign a statement of authorship responsibility and copyright transfer
prior to publication of their paper. This form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Taiwanese Society of
Suicidology.
14. Manuscript Submission: Manuscripts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via our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Website: https://www.ipress.tw/J0212
Currently, no submission or publication fees are cha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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