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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龍佛衛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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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節，回顧過去，感

略，並針對網際網路上搜尋燒炭自殺的關鍵

恩各界的珍愛生命守門人與我們一同為自殺

字進行統計研究及整理分析；探討如何與媒

防治付出努力。自殺防治這條路上，因為有

體共同把關，進而善用媒體達到事半功倍之

你/妳的同行才使我們不致孤單，在此表達

成效，內容還包含了104年1-10月全國自殺通

最誠摯地感謝，未來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全體

報個案統計，當然亦刊載常態性中心第四季

同仁將持續推動國人心理健康促進，提升國

之工作要覽及寶貴的分享交流等。

人對自殺防治的重視與關懷；除了持續深入

最後，年關將至，每逢佳節倍思親，也

各地宣導自殺防治知識與珍愛生命守門人概

容易使高風險族群感到寂寞孤單、無助，加

念，更致力於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人文關懷

深憂鬱的情緒，這些高風險族群需要我們的

為核心，擬定及推展防治策略，並與國際接

關懷，各位的支持與認同是防治工作前進的

軌進行相關經驗之交流，承先啟後，期許珍

最大動力。自殺防治最重要是你我的努力，

愛生命的理念更深入到社會每個角落。

讓自殺防治網絡網網相連、更加綿密，落實

本期內容著重在探討燒炭自殺之防治的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的理念，發揮守門

重要性，且有鑑於網路媒體在公共衛生領域

人的精神，散佈珍愛生命的種子，共同為促

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特邀實務與學術兼具的

進國人心理健康貢獻心力，讓社會更加平安

專家們從個人面向去剖析燒炭自殺之防治策

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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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炭自殺之防治
陳映燁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區精神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們將新北市與沒有木炭管制的台北市以及高
雄市比較，評估木炭管制之前的三年（2009
年1月1日~2012年4月30日）以及木炭管制後
（2012年5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燒炭自
殺以及非燒炭自殺的趨勢，結果發現鎖炭政
策以後，新北市燒炭自殺率在木炭管制後的

燒炭自殺已經在台灣風行超過十年，在

一年多裡下降了30%，但台北市以及高雄市

2006年高點時，大約有30%左右的自殺為燒

並沒有相應的下降，依據此下降幅度推估，

炭自殺，與台灣過去最常見的上吊自殺不分

有91個人因為鎖炭政策而捨棄燒炭自殺，雖

上下，當年1478人死於燒炭自殺，1498人死

然此鎖炭政策在2013年末期因為執行的持

於上吊自殺，最近五年燒炭自殺雖然有下降

續度不夠而有反彈的趨勢，但我們可以看到

的趨勢，但目前仍占所有自殺的25%左右，

當一種常見、致死性高、而且有機會限制的

也就是說臺灣近五年來每年平均大約有近

自殺方法被管控時，自殺率就有向下走的趨

1000人死於燒炭自殺，燒炭自殺的防治一直

勢，這些管控雖然沒有直接治療自殺者的精

是近年來自殺防治工作最大的挑戰。

神狀態，但爭取到可以介入的時間，因為管

談到燒炭自殺的防治，大家最熟悉的莫

控致命性的自殺方法在成本上相是對於昂貴

過於新北市的鎖炭政策，2012年新北市提出

的精神醫療花費是比較經濟、而且立即有效

此構想時，曾引起了許多討論，毀譽參半，

的防治選擇，世界各國的自殺防治中心莫不

贊成的認為香港之前推展過類似的政策，也

把限制自殺工具之取得列為必然的自殺防治

成功的讓燒炭自殺下降，顯示此策略確實讓

手段。

想買炭自殺的人因為購買困難而有遲疑，而

從限制致命性自殺工具的角度來看，另

這遲疑可能得以爭取到介入與救援的機會，

一個作法是看有沒有燒炭自殺的「熱點」？

例如買炭時發現還要開口問店員，覺得開不

而這些熱點有無防治的可能？例如若燒炭自

了口，暫時打消念頭，當天就被家屬帶去求

殺常發生在旅館，可以將房間內一氧化碳監

醫，因而挽回一命；但反對的人主張這樣的

測器當作例行安全檢查的一部份，這樣一來

策略擾民，而且不見得有效，禁了炭也可以

不僅可以防治燒炭自殺也可以防治其他一氧

轉而使用其他的方法。即使意見紛歧，新北

化碳中毒（例如瓦斯中毒），這也是可以考

市政府仍在數個大賣場支持下於2012年五月

慮的防治方式。

一日起著手進行賣場木炭管制，我們最近發

木炭管制為的還是爭取時間作介入，但

表一篇論文評估新北市鎖炭政策的成效，已

燒炭自殺是怎樣的族群？又能如何介入呢？

經發表在國際期刊 (Chen et al., 2015a)，我

我們之前的分析發現，燒炭自殺者多半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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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性、比較少就醫 (Chen et al., 2009)，我

參考文獻

們最近的文章研究這些特徵是否有改變，結

1. Chen, Y.Y., Chen, F., Chang, S.S., Wong, J.,

果發現燒炭自殺在台灣經過十多年的擴散，

Yip, P.S., 2015a.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主要族群依然是中年男性，雖然女性以及年

Restricting Access to Barbecue Charcoal for

輕族群也有上升的趨勢，但中年男性依然是

Suicide Prevention in Taiwan: A Community-

最大宗 (Chen et al., 2015b)，而傳統上這個
族群就是最不願意接受精神醫療的族群，而

Based Intervention Trial. PLoS One 10,
e0133809.
2. Chen, Y.Y., Lee, M.B., Chang, C.M., Liao,

且他們遭遇的困境或許不是精神醫療可以

S.C., 2009. Methods of suicide in different

完全涵蓋，而是整體社會經濟情勢加諸的壓

psychiatric diagnostic groups. J Affect Disord

力，這個族群面臨的多種問題包括低薪、高

118, 196-200.

房價、經濟不景氣、工作安定性不佳、工時

3. Chen, Y.Y., Yip, P.S.F., Lee, C.K., Gunnell,

又長、上有白髮父母需要奉養、下有稚子嗷

D., Wu, K.C., 2015b. The diffusion of a new

嗷待哺，燒炭自殺實際上只是一個社會現象

method of suicide: charcoal-burning suicide

的展現，針對此族群之防治應該要從整個大
環境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境配合進行重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50, 227-236.

整，另外或許從工作場域進行自殺防治是可
行的方向。
台灣的燒炭自殺已經擴散，也已經成
為人盡皆知的自殺方法，但若在燒炭還未廣
為人知時進行媒體管制就有遏止其蔓延的機

網路搜尋與燒炭自殺

會 。 記 取 燒 炭 自殺 帶 給 我 們 的 教 訓 ， 將 來
面對新自殺方法時，如何與媒體合作，讓新
的方法不至於繼續擴散而廣為週知，是自殺

張書森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防治的重要工作。尤其當今媒體生態更為複

3

雜，網路媒體的即時性、互動性特質，讓現

燒炭自殺是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也是

在的自殺防治之媒體工作挑戰度很高，在資

造成台灣過去15年間整體自殺率增加的主要

訊爆炸的社會要減緩某些訊息流動本來就非

因素之一。最近一項研究顯示，在網路上搜

易事，但站在自殺防治的觀點，將來面對新

尋燒炭相關字眼的流量增加時，下一周燒炭

的自殺方法，我們要更謹慎的監測與留意、

自殺身亡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顯示有部分

密切的與媒體互動、溝通，才能避免重蹈十

燒炭自殺者在生前有使用網路來尋找這項自

多年前燒炭自殺席捲台灣的悲劇。

殺方法的相關訊息 。這對於如何規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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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度描述自殺方法細節的資訊，以及導引

尋、和報紙自殺報導的資料，整理成每周

有自殺想法者尋求協助來預防自殺，有相當

的變化量，同時將燒炭自殺與非燒炭自殺區

啟發性。

分開來。網路搜尋資料是來自Google的搜尋

過去15年間，燒炭自殺在數個東亞國家

趨勢資料網站（https://www.google.com.tw/

明顯增加，包括香港、台灣、日本、與韓國

trends/），Google在台灣是主要的網路搜尋引

[2]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台灣，在1995-2011年

擎之一。我們使用各種不同的關鍵字，下載

間增加65倍。燒炭自殺是台灣2000年之後整

Google搜尋量，例如燒炭相關字為「燒炭、

體自殺率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它方法的

燒炭自殺」等，而其它方法包括「上吊、跳

自殺率（去除了燒炭自殺之後）在2000年之

樓」等。報紙報導則包括四大主要報社：蘋

[3]

後並無明顯變動 。因此預防燒炭自殺是重
要的議題。

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
在 分 析 上 ， 我 們 特 別 著 重 前 、 後周 的

在台灣，燒炭自殺在2000年之前相當少

相關性，也就是上一周網路搜尋或自殺報導

見，一般認為它的快速增加與媒體的過度、

量的變化，是否與下一周的自殺人數有關。

美化報導有關。有項在2009-2010年進行的研

相較下，同一周的關聯性則難以區分何者為

究，訪談燒炭自殺企圖者，高達87%的受訪

因、何者為果。我們同時也考慮了其它可能

者表示他們選擇這項方式是受到了媒體的影

影響自殺率的相關因素，例如失業率、離婚

響，相較下，只有8%使用農藥自殺的受訪者

率、季節變動、和名人自殺等，並使用統計

[4]

表示受到媒體影響 。另一項研究顯示，在

方法控制這些因素的影響。

1998-2002年燒炭自殺剛開始在台灣增加的期

結果發現，當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燒

間，當天燒炭自殺新聞每增加一則，隔天的

炭自殺報導越多，下周的網路搜尋量也相應

[5]

燒炭自殺數相應增加16% 。

增加，暗示媒體報導可能會吸引讀者搜尋網

近年來網路使用快速增加，傳統報導

路相關訊息。在控制報紙報導之後，當周在

（如報紙和電視新聞）的影響力逐漸被新興

網路上搜尋「燒炭自殺」相關字的流量每增

網路媒體所取代，同時網路上也存放了大量

加10%，下周的燒炭自殺數增加約4%，顯示

傳統媒體對自殺的相關報導，使得這些資訊

可能有少部分人在網路上搜尋燒炭自殺的資

可以長期儲放，並被快速地搜尋到，而延長

訊，之後使用此方法自殺身亡。相較下，非

了傳統自殺報導的影響力。因此有必要進一

燒炭自殺相關字的搜尋量，和下周的自殺人

步了解網路使用、媒體報導，與自殺的關聯

數並無相關。

性，尤其是針對燒炭自殺這種相對較新的自
殺方式。
我們搜集2008-2011年間自殺、網路搜

在報紙報導方面，則是觀察到當周聯合
報的燒炭自殺報導量，與當周的燒炭自殺數
有正相關，其它報紙則無關聯性。對於其它
第十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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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方法，則是蘋果日報的自殺報導量，與

響而自殺身亡。雖然，過去在其它國家的確

下周的自殺數有正相關。

曾發現某些燒炭自殺身亡的人士，在電腦上

這項研究首次呈現網路搜尋燒炭自殺
的流量，可能與實際自殺人數有關，少部分

炭自殺的相關訊息很容易在網路上取得

[7,8]

。

人在死於燒炭自殺之前，可能曾在網路上找

從今年（2015）3月27日開始，Google

尋這項自殺方法的資訊，或許是因為想了解

公司在香港和台灣同步啟動一項新功能，

如何使用這項方法，以及可能的後果。相較

每當有人在Google上搜尋自殺相關字眼時，

下，傳統常見的自殺方法或許較無收集資訊

在所有的搜尋結果之上會出現自殺防治求助

的需求。因此，網路上各種自殺相關的資

電話，鼓勵有自殺想法的人求助。基於這項

訊，尤其是關於較新自殺方法的細節，值得

研究的成果，Google採納我們的建議，搜尋

我們重視，因為它們可能會在有意或無意

「燒炭」時也會啟動這項功能。水能覆舟，

間，鼓勵了使用特定自殺方法，而增加自殺

亦可載舟，網路平台也有機會成為預防自殺

風險，或促進自殺方法的傳播。

的利器，將來我們需要更進一步了解網路使

對臨床工作者、自殺防治相關人士，

用如何增加，或減少自殺風險。

或家屬而言，這項研究提醒我們，對有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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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edia reporting on the
emergence of charcoal burning suicide in
Taiwan. PLoS One 8: e55000.

63.4%)，男性9,317人次(占率36.6%)，女性為
男性的1.7倍。以年齡層分析，35-44歲占率最
高(占率25.0%)、其次為25-34歲(占率22.7%)、
45-54歲則排序第三(占率17.7%)。另外男性75

6. Chen YY, Bennewith O, Hawton K, Simkin

歲以上的自殺通報人次占率(占率7.6%)為女性

S, Cooper J, et al. (2013) Suicide by burning

(占率3.9%)的1.9倍、男性55-64歲(占率11.2%)

barbecue charcoal in England. J Public

占率為女性(占率8.2%)的1.4倍；而男性65-74

Health (Oxf) 35: 223-227.

歲之自殺通報人次占率(占率5.5%)為女性(占率

7. Cheng Q, Chang SS, Guo Y, Yip PS (2015)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of the charcoal
burning suicide method in Mainland China.
PLoS One 10: e0140686.

3.5%)的1.6倍。
分析自殺方式占率，除「以其他方式」
外，排序前三位的分別是「安眠藥、鎮靜

8. Cheng Q (2011) Online suicide-related

劑」(38.1%)、「割腕」(23.3%)、「其他藥

information in Hong Kong: perspectives from

物」(7.0%)。再以性別分析，女性的占率排序

youth suicide prevention (in Chin). Journal of

與前述相同；男性排序第三位則為「燒炭」

Youth Studies (Hong Kong) 14: 74-85.

(10.2%)。以年齡分層來看，24歲以下之自殺
方式之占率以「割腕」為最多、25歲以上則以
「安眠藥、鎮靜劑」之占率為最多。65歲以上
的老年人以「農藥」方式自殺之占率排序在第
二位。

104 年 1-10 月通報個案
特性分析

分析自殺原因占率，除「不詳」與「其
他方式」外，排序前三位分別為「夫妻問題」
(14.7%)、「家庭成員問題」(14.1%)、「感情
因素」(13.9%)。以年齡層之自殺原因占率分

全國104年1至10月自殺通報共25,459人

析，14歲以下以「家庭成員問題」(40.5%)占率

次，通報比(自殺通報人次/去年同期自殺死

最高、15-34歲因「感情因素」自殺之占率最

亡人數)為8.4，分案率為100.0%，分案關懷

高、35-54歲因「夫妻問題」自殺之占率最高、

為99.6%，結案率為43.1%。各類型通報單位

55-64歲排序第一位則為「憂鬱傾向、罹患憂鬱

自殺通報之占率排序前三位為：醫療院所占

症」(18.5%)、65歲以上老年人多數因「慢性化

87.8%、警消單位占7.6%、衛生局所占1.7%。

的疾病問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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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

For-Wey Lung, Ming-Been Lee

(2) Urban and gender disparity in age-specific
自殺是世界性的公共衛生議題，國際合
作在自殺防治工作上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亦積

suicide rates in Taiwanese population
Bih-Ching Shu, For-Wey Lung, Ming-Been Lee

(3) Suicide educ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極參與國外自殺防治會議，將臺灣之自殺防

e-learning for the nurses in Taiwan

治與國外接軌，相互交流，除學習各國的自

Chia-Yi Wu, Ming-Been Lee, Hen-Shun Chen,

殺防治背景、策略及相關實證資料之外，也

Shih-Cheng Liao

有助於臺灣自殺防治策略的擬定與自殺問題

(4) Mental and nonmental health care contacts

的解決，同時亦可分享臺灣之自殺防治經驗

before and after suicide attempt in Taiwan:

與成果。本年度共參與以下3場全球性學術

A 6-year nationwide data linkage study

研討會：

Chia-Ming Chang, Ming-Been Lee, Shih-Cheng Liao

1. 第 2 8 屆 國 際 自 殺 防 治 協 會 國 際 研 討 會
(28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第28屆國際自殺防治協會國際研討
會」由國際衛生組織(WHO)贊助、加拿大自

(5) Emergency attendees with suicide risks had
lower perceived need for help an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mplication of a survey in
northern Taiwan
Chia-Yi Wu, Ming-Been Lee, Cheng-Chung
Fang, Shen-Ing Liu

殺防治協會(CASP)和魁北克自殺防治協會
(AQPS)協同辦理，於2015年6月16日至6月
20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辦，今年主題為「新

Suicide)

興科技與自殺防治」，共計有590場個人匯

「亞特蘭大0自殺宣言會議」由臺灣、

報，並有來自50個以上的國家、超過820位

香港、日本、中國大陸、美國、英國、澳

世界各國的自殺研究學者皆聚集一堂。

洲、加拿大、丹麥、荷蘭、紐西蘭、法屬玻

本會龍佛衛理事長、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里尼西亞以及北愛爾蘭13國共同參與，於

李明濱計畫主持人、廖士程執行長及吳佳儀

2015年9月21日至9月23日在亞特蘭大舉辦，

副執行長於此次研討會中共參與兩場論文發

今年主題為「國際宣言與社會運動」。臺灣

表會及三場會議。

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計畫主持人與廖

(1) The predictive index of parental bonding

士程執行長代表出席，於會議中與各國代表

s t y l e s i n s u i c i d a l i t y i n Ta i w a n e s 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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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 特 蘭 大 0 自 殺 宣 言 會 議 ( A t l a n t a Z e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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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分享我國在精神醫學領域的發展及成
果，也增加與國際相關醫療資訊團體合作的
機會，對於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為心理健康
做出的貢獻都極具意義。
李明濱計畫主持人更邀請日本Tadashi
Takeshima部長、韓國Jong-IK Park教授、香
港Paul SF Yip教授及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吳佳
儀副執行長進行專題演講，吳副執行長演講
主題如下。
(1) From Macro to Micro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y: Linking the Individual-level Suicide
Assessment to High-risk Management
Chia-Yi Wu1, Shih-Cheng Liao1,
Ming-Been Lee1, For-Wei Lung2
1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Taiwan 2Calo Psychiatric Hospital, Taiwan

3. 2015世界精神醫學會國際大會(WPAIC
2015 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2015世界精神醫學會國際大會」由
衛生福利部指導，台灣精神醫學會主辦本會
協辦，於2015年11月18日至11月22日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本會龍佛衛理事長擔任
世界精神醫學會區域性顧問、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李明濱計畫主持人以及本會理事擔任委
員，透過周元華理事擔任大會籌備委員會召
集人與臺灣精神醫學會黃敏偉秘書長共同籌
組與自殺防治相關之研討會主題。
「2015世界精神醫學會國際大會」開幕
典禮榮幸邀請馬英九總統蒞臨現場，馬總統
表示，藉由本次大會，臺灣不僅有機會與世
第十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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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及「台灣
自殺防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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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龍佛衛理
事長表示：今年的主題為「伸出援手 拯救生
命」，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與國際接軌，於當日假集思交通部會議中
心五樓集會堂舉辦「伸出援手 拯救生命」記
者會，鼓勵社會大眾對有自殺意念或自殺行
為者，伸出援手給予即時的關心及關懷，並
予以協助。一同發揮1問2應3轉介之守門人
精神，共同投入自殺防治工作，守護每一個
寶貴的生命。
呼應今年世界自殺防治日之主題，今年

重」教育宣傳活動

中心邀請諸位自殺防治領域的專家學者發表

根據facebook的統計，2015年臺灣有將近

專題演講，交流最新防治策略及推動經驗。

1600萬人使用facebook來關心周圍的人事物，

另外也呼籲大眾平時多關懷周遭的人們，在

也是青少年與上班族最常使用的社群網站之

對方需要關心時伸出溫暖的雙手，陪伴他們

一。有鑑於此，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於2015年

渡過人生的低潮，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主動加

開始與facebook、兒童福利聯盟、臺灣展翅協

入珍愛生命守門人的行列。

會及婦女救援基金會合作，針對網路霸凌與

本次記者會特別恭請吳敦義副總統、司
法院賴浩敏院長及衛生福利部諶立中司長親

9

◆西門町舉辦快閃活動及發起「網路自

自殺防治推出教育指南與建議，協助臺灣民
眾打造相互尊重與安全的網路空間。

臨鼓勵訓勉，同時也邀請關心自殺防治議題

此外，更由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與幸

的相關政府單位及民間各界代表共襄盛舉，

福in快閃擔綱舉辦街頭快閃表演，期盼藉此

請大家發揮守門人精神，鼓勵及傾聽需要幫

活動，能讓更多民眾知道此次活動的真正

助的人。

意義，並於9月14日在西門町意舍舉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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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及自殺防治發表會，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張書森副執行長出席參與，會中呼籲使用
facebook的網友們共同擔任網路守門人，於
facebook上也能發揮1問2應3轉介的守門人精
神，建立更加綿密的自殺防治網絡。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新課上架
數位課程新鮮上架，內容多元且實用，
推薦給想了解自殺防治的您；另新增多堂專
業人員認證課程，歡迎您線上學習推廣。
網址：http://www.tsos.org.tw

◆第四季「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自殺

◇主題：塵爆事件媒體報導對自殺防治之影響
講師：呂淑妤理事、呂淑貞監事

防治課程」

課程簡介：
自殺防治課程第四季辦理場次如下：
日期
10月7日

對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
區、宏恩醫院

在六月八仙樂園發生塵爆事件後，造
人數

成多達5百多人之輕重傷，而在這個重大事件
中，媒體新聞的持續追蹤報導，帶來什麼樣

8

劇烈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對社會大眾是好是
壞？透過簡短的一堂課，讓你知道新聞媒體

10月28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陽
明院區) 及永和耕莘醫院

11月18日 中心綜合醫院及宏恩醫院
12月14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
區、永和耕莘醫院

18
4

在自殺防治上佔有多重要的地位！
◇主題：個人層次的自殺防治策略：簡介
CMHC自殺風險篩檢及動機式晤談

14

個案管理
講師： 吳佳儀副執行長、陳偉任副秘書長

共辦理4場，受訓人數44人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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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接觸到自殺高

◇主題：網路搜尋與燒炭自殺

危險群和需要協助的個案時，該如何扮演

講師：張書森副執行長

一個基本的守門人角色呢?本課程介紹評

課程簡介：

估工具的使用，進行自殺風險的篩檢及動

當前網路世界無遠弗屆，所有的訊息

機式晤談個案管理，提供後續治療與輔導

只要在網路搜尋幾乎唾手可得，包含自殺

工作的重要參考方向。

的訊息亦是如此。究竟網路搜尋和自殺的
關係為何?及如何限制致命工具以達到預

◇主題：自殺與飛安：疾病與犯罪的安全邊界
講師：鄭宇明秘書長
課程簡介：
今年德翼航空的重大失事案件，爆出
疑為副駕駛心理狀態不穩定，蓄意讓飛機
墜毀，此事件發生後，各界開始關注機師
的心理狀態是否會嚴重影響飛安，但這些
機師的心理狀態該如何持續維持在健康的
狀態呢?疾病與犯罪之間的安全邊界，正
開始受到更嚴峻的考驗。
◇主題：值得付出多少-談自殺防治的成本
效益
講師：方俊凱常務監事
課程簡介：
從醫學倫理的「公平正義原則」來
看，投入自殺防治的臨床、教學與研究，
就如同其他的醫療行為一般，並不能僅著
眼於眼前的成本效益而已。自殺防治的投
入乃是為了個人、家庭、醫院、社會甚至
是整個國家，降低了往後可能因自殺而必
須付出的代價，並增加了創造幸福與價值
的機會。自殺防治究竟值得付出多少?只
看成本效益，卻不看最後的成果，無非是
對生命的輕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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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自殺的目的，均為本堂課程的重點。好
比WHO針對自殺新聞事件所提的「六不
六要」報導建議，未來要如何更加落實在
自殺相關的網路資訊上；以及冀望民眾在
網路上發佈燒炭自殺方式時，人人均能遵
照相關建議。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交流園地

陸

來做生命的守門人
珍愛生命義工
李訓宇

在加入珍愛生命義工的行列後，陸續參
與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宣導活動，在活動過
程中了解自殺防治必須要透過長期的宣導，
結合各方資源，設計文宣摺頁，也連結其他
網路資源，透過相互連結來達到防治的目

媒體總是不間斷的在報導自殺新聞，但
這些人只是有著某些原因上的活不下去，並

的，可以感受到全國防治中心對於生命的用
心。

不是不想活，而且「自殺」這個字眼，雖在

在活動的現場，宣導的過程中，透過

各種媒體上泛濫的出現，卻似乎是個不能說

「心情溫度計」來幫助民眾，作為聊天開頭

的秘密，生活周遭甚少聽聞，也無人討論。

產生互動，而有人則是有著潛在的壓力累積

於是乎當我聽到哪裏有人自殺時，我便開始

而不自知。透過心情溫度計適度的提醒他

思考如果壓力排山倒海而來，來自雙親、朋

們，應當適時的抒解心中的苦悶，這是很重

友，特別是來自自己的壓力時，該如何解

要的。

決，而面對生命的消逝，亦不免覺得感傷！

珍愛生命守門人是一種正念運動，是

在高中時就曾經歷過同學自殺的情形，

需要所有的人都動起來，運用「1問2應3轉

當時並不太清楚發生什麼事，但卻也深切的

介」的技巧，能拯救一個人使其由破滅邊緣

感受到朋友的親朋好友的痛苦，也發現許多

重新完整，運用心與心的溝通還有耐心與尊

身旁的人，揹負著別人看不到的重擔，或許

重來產生共鳴，進而使對方感覺到自己是被

沒有解決問題的答案，但可以花更多時間聆

理解及關心的，多一分關心支持、少一分批

聽別人，伸出援手，用同理心對待他人。

評責備，是讓人放心傾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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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自殺防治需要眾人群策群力共同努力，歡迎對自殺防治有興趣及熱情的您加入會員，一同
推動自殺防治！為持續會務推動，請尚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惠予繳納，謝謝您。如有任何問
題，請洽本學會秘書處專線(02)238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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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發行人／理事長：龍佛衛
秘 書 長：鄭宇明
副祕書長：李俊德、陳偉任
執行秘書：孔祥玲
常務理事：李明濱、周煌智、陳珍信、賴德仁
理

事：吳佳儀、呂淑妤、周元華、侯蓉蘭、柯慧貞、張家銘、陳恆順、
楊聰財、廖士程、劉珣瑛

常務監事：方俊凱
監

事：呂淑貞、陳碧霞、黃敏偉、顏永杰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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