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長的話

葉金川署長的期許
葉金川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經驗亦指出，全國自殺防治工作成果，很難
以單一之因素加以評量，且需經較長之時間
方能驗證，然而，就防治工作之重要環節加
以審視，第一期之行動方案顯已收到一些效
益。

自殺是世界性公共衛生問題，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預估，等到11年後，亦即民國109
年時，全球每年會有1,530萬人因自殺而身
亡。另依本署歷年針對國人死亡原因所作成
之統計資料顯示，自從民國86年開始，自
殺已連續11年登上國人十大死因名單，且自
殺死亡率多年來均維持在每十萬人口10人以
上。民國82年起至95年之這段時間，自殺死
亡率逐年在上升，並於民國95年達到高峰，
每十萬人口之自殺死亡率達19.3人，自殺死
亡的人數為民國82年三倍之多，足見，推
動全國性之自殺防治工作，已屬國內當務之

研擬「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行動方案」之第二
期計畫，期程自民國98年起至101年為止，
現正報行政院核定中。計畫之重點含：配合
精神衛生法於民國97年7月修正施行，自殺
防治業務已列為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法
定工作，故將積極致力於各縣市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功能強化，以便將第一期計畫在先導
區及推廣區之試辦經驗，有效地推廣到其他
地區實施。
此外，目前精神醫療、心理衛生及物
質濫用之防治業務，係分別由本署醫事處、

急。
為了有效降低國人之自殺死亡率，行
政院於民國94年5月核定「全國自殺防治策
略行動方案」之第一期計畫，計畫期程自民
國94年起至97年為止，在上開之計畫期間，
我們先後完成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之設立、安
心專線之開辦，自殺通報關懷系統之建置，
並且擇定在11個縣市進行先導區與推廣區之
試辦計畫，同時亦致力於自殺防治守門人之
訓練，灌輸大家「自殺防治、匹夫有責」觀

照護處、病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管制藥
品管理局與中央健康保險局各職掌一部分之
工作，為整合其業務，並發揮其功能，我們
亦於98年正式成立「心理健康辦公室」，以
期全面推展國民心理健康之促進、精神疾病
之預防與治療及復健、長期照護，以及物質
濫用之防治業務。希望透過這種新的整合措
施，提升國內自殺防治工作效能。
「自殺防治，匹夫有責」，懇請大家攜
手合作，共同成為自殺防治工作的守門人！

念。
經民間團體之鼎力支持，與政府機關
之充分配合，加上社會大眾共同關懷，國人
之自殺死亡率，已由民國95年每十萬人口
的19.3人，降至民國97年18.0人。當然，影
響自殺死亡率，其間因素非常多，先進國家
2

為延續第一期計畫執行成效，我們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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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生命，希望無窮」，祝福大家樂觀奮
鬥，一起為美麗的人生加油！

主任的話

自殺防治多元面向、用
心關懷積極協助
李明濱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暨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有民眾發願投入珍愛生命義工的行列，期許
關心自殺防治議題亦有志服務的民眾，能將
自身參與自殺防治宣導活動的經驗，或個人
對於珍愛生命的態度，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由「個人」為起點，增加義工辨識自殺危險
因子的敏感度，以真誠的傾聽、陪伴有心理
困擾的朋友，並鼓勵承受身心壓力的人接受

本期主題訂為「家庭暴力與自殺」，
家庭暴力與自殺防治皆被視為公共衛生及心
理衛生工作之重要課題，兩者間最大的關聯
是都需要當事人適時求助，受到家庭暴力
的人，常面臨著積壓許久的壓力來源，這時
周遭的人用心傾聽、關懷，就能及時支持絕
望的人走下去，對有自殺意念的人來說，支
持系統（如家人、朋友、同事等）提供的關
懷，是很重要的保護因子。

專業精神醫療的支持。可由網路及通訊方式
報名，目前報名本中心願意擔任珍愛生命義
工者累計有1,635位。
「Love Life珍愛生命」自四月份發起至
今，仍獲得社會上廣大迴響，民眾紛紛投入
此項具正面積極力量的活動，以各種方式盡
自己的一份心力，讓我們多付出一些時間關
心週遭的人，用心聆聽他們心理的聲音，在
他們最需要關心的時候，適時伸出援手、給

而在本期內容之中，除了持續與大家
分享自殺防治新知之外，更談到媒體揭露自
殺新聞之現況，並有近期的統計資料─98
年1月至4月自殺通報概況、97年自殺死亡
數據，以及地方通訊─邀請到桃園縣、雲林
縣、屏東縣及基隆市衛生局分享當地自殺防
治工作最新消息或基層心聲。

予鼓勵，歡迎各界人士加入珍愛生命義工的
行列。
本中心將持續推動整合性的自殺防治訓
練計畫，並協助增進各縣市自殺未遂者之關
懷訪視品質與效能。此外，對自殺相關資料
庫之整合性分析，亦是未來自殺防治策略與
推動方案擬訂的重要參考。歡迎有興趣的專

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宜主動與醫療
衛生專家密切討論，以提供民眾更多元的觀

家學者能共襄盛舉，加入研究行列，共同為
推動自殺防治策略而努力。

點，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也將啟動專業諮詢平
台，期與媒體攜手打造健康之自殺新聞報
導，使民眾對自殺議題有正確的認知，共同
讓自殺防治工作更臻網網相連、面面俱到之
境界。媒體在自殺防治網絡中，仍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
為實踐自殺防治在地化，全國各地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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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與自殺

家庭暴力與自殺
周煌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副院長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常務理事

通性，這個共通性就叫做「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TSD），常伴隨PTSD出現的其他精
神疾病，包括：重鬱症、焦慮症、恐慌症、
睡眠障礙、物質濫用與人格違常等，其中又
以重鬱症與PTSD有高度相關。事實上，由

家庭暴力已經被視為是一個重大的公共

於精神狀況的複雜性，PTSD能被不一樣的

健康議題，並且引起全球性的關注（Heise,

創傷事件所促發。有許多學者贊成PTSD的

Ellsberg, and Gottemoeller, 1999）。聯合國早

共病性是原則（rule），而非例外狀況，也

在1992年聲稱毆打婦女的行為是一種侵犯人

就是說PTSD的共病是很常見的，因此，面

權的行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對受害人時應該要注意的不僅僅是PTSD，

organization, WHO）的估計，約有16-52%的

還要注意受害人是否有其他精神疾病的共

婦女曾遭受身體上的家庭暴力攻擊。對於家

病性存在。PTSD的個案面對相當高程度的

庭暴力盛行率的研究，在不同國家中估計差

「不確定感」常有強烈的焦慮不安或憂傷等

異頗大，終身盛行率約從10~69%，而一年盛

情緒，一方面尋求著這股能量的排除，一方

行率約在1~52%不等（Krug, Dahlberg, Mercy,

面又試著壓抑這種痛苦；故治療或輔導個案

Zwi, and Lozano, 2002），且一般相信家暴案

即需瞭解其意義賦予的歷程，以協助個案癒

件是處於低估的狀態（Gracia, 2004）。在美

合傷口，對於較為嚴重的個案，除了諮商輔

國，根據一個全國性的統計資料（National

導外，也需要精神科藥物的給予幫忙以減輕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NVAWS）

痛苦，增強復原的能量。

顯示：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終生盛行率為
22.1%，男性則為7.4%；如同美國般，台灣
一樣存在嚴重低估家暴事件的情形，在華人
「家醜不可外揚」與「家和萬事興」等傳統
觀念的影響下，婦女請求援助的比例仍然偏
低。有統計指出，有48%的家庭暴力案件未

許多個案或許不知求助，或許不知道
轉換求助的力量，以致於當這些壓力源無法
解決時，許多個案常會走上絕路--自殺。當
然，自殺的原因複雜，不能以單一因素歸
因，家庭暴力被害人之所以會選擇自殺的原
因，長期面臨家暴或許是一個浮出檯面的壓

曾向警方報案（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力源，但常常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他選擇自

1994）。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在台灣有多少

殺的一條路，然而，如果在個案瀕臨崩潰的

家庭正在遭受婚姻暴力所帶來的苦痛。
長期受虐，身體上的傷害或許較容易恢
復，但心理上的傷害，卻可能需要更多的關

臨界點能夠適時的伸出援手，或鼓勵個案求
救，人人發揮1-問，2-應，3-轉介的守門人
精神，也許就可以挽救一條性命。

注與協助，心理創傷的經歷有許多種，不同
的經歷可能產生不同的反應。常見被害人受
到的心理創傷反應及症狀，都有很明顯的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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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專線】
◆緊急協助電話：119

貳
◆婦幼保護專線：113 (24小時免付費電話)

自殺防治新知

的就是鄭泰安教授於東台灣所作的心理解剖

提供諮詢項目含：家庭暴力、兒童保護、

研究(Cheng, 1995) 1。他發現97%的自殺死亡

性侵害

者為精神疾病患者，其中最主要的診斷為憂

◆內政部社會救助─福利關懷專線：1957
服務時段：週一至週日
上午8時至下午10時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 (免付費)
服務時段：週一至週日
上午9時至下午9時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家扶關懷專線：0800-07-8585
(您請幫我幫我)
提供家庭問題及在照顧兒童、少年上之困

鬱性疾病。他並發現58%在自殺前三個月看
過醫師，但通常是看其他醫生而非精神科醫
師，只有13%曾經看過精神科醫師。Luoma
等人(2002) 2回顧四十篇關於自殺個案生前的
醫療接觸之論文，也發現75%的自殺患者一
年內曾就診於基層醫師，45%生前一個月內
曾經就診於基層醫師，但是在最後一個月內
接觸心理衛生工作人員的僅有20%。東西方
的研究皆顯示，自殺者生前求助於一般醫療
的多於精神醫療。
然而以心理解剖對自殺者的親友進行深

難諮詢

【全國自殺防治諮詢專線】
生命線：1995 (你救救我)
張老師：1980 (依舊幫你)
行政院衛生署安心專線：0800-788-995
(請幫幫-救救我)

度訪談，時間人力的耗費甚至倫理的考量並
不容易進行。親友所提供的資訊，畢竟不是
自殺當事人，因此就醫資料有低估的可能，
且研究區域侷限於東台灣，醫療資源分布與
人口結構，相較於台灣全島有很大不同。同
時要取得某地區數個診所、醫院的醫療紀錄

自殺防治新知

並不容易，所以近來有些學者就用資料庫連
結(database linkage)的方法。資料庫連結的優

張家銘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
精神科主治醫師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副秘書長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副秘書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副執行長

點，首先可有全國的代表性，其次可完整了

了解自殺死亡者的特徵，以提早辨識並

檔相連，可以進一步了解自殺患者生前的特

作預防，是自殺防治重要的想法。過去關於

徵與求醫行為，有助於針對不同危險族群的

自殺者生前狀態的了解，多是使用死後心理

特徵與分布與診斷之關聯作更完整的分析。

解就醫、診斷、用藥的細節。最後醫令紀錄
有其時序可提供趨勢改變的分析。台灣全民
健保人口總納保率達96.16%，特約醫療院所
涵蓋90.47%。若能將自殺死亡檔與全民健保

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的方式，訪查自

當然由於現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實施，

殺死亡者相熟的親友、甚至相關的紀錄，用

對於倫理與隱私的考量更為強調。經過全國

以組合自殺死亡者生前的特徵，國內最有名

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與前執行長江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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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與衛生署溝通討論之努力下，經過衛生

灣醫療選擇自由方便與習慣性，醫院非精神

署的協助連結自殺死亡檔與健保資料庫進行

科醫師在台灣自殺防治的重要性似乎更高於

分析。前後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同仁與幾位

基層醫師，建議應該加強醫院非精神科醫師

專家學者的研究團隊經過多次的討論與分析

對於憂鬱症診斷與處理的能力，應該對於自

整理，有許多的成果最近也陸續在許多期刊

殺防治有所幫助。而男性的自殺死亡率高於

發表出來：

女性但就醫與診斷卻相對不足，是容易被忽

首先是張家銘醫師於2008年香港國際自
殺年會代表國家自殺防治中心所作的口頭報
3

6

略的。
李信謙與林恆慶等人在2008的Canadian

告 。儘管心理解剖研究呈現自殺死亡者有

Journal Psychiatry 也有一篇類似的研究4。發

高比例有精神疾病，但是實際上有多少比例

現在台灣自殺死亡者生前一年內的就醫中有

在生前曾經被診斷出來仍不清楚，並且國外

83.1% 曾有過非精神科就醫，而只有22.2%

報告強調基層醫師的就醫最多，是重要的自

曾有過精神科就醫。男性、年紀大於55歲較

殺防治守門人，國內是否如此也是未知，所

少精神科接觸。建議應該針對不同特徵自殺

以這篇報告就是使用2001-2004的自殺死亡

者設計不同防治策略。

檔連結全民健保就醫檔所作的分析，希望回

另一篇是陳映燁醫師帶頭的掛名發表，

答以上的問題。結果發現，2001-2004年共

以自殺死亡者的性別比：精神疾病與自殺方

有12,497人死於自殺，其中88.2%在自殺死

法的交互影響為題，發表在2009 Journal of

亡前一年內曾經有過就醫紀錄。死亡前一年

Clinical Psychiatry5。此研究同樣以2001年至

內曾經就診於精神科醫師、基層醫師、醫院

2004年的自殺死亡檔聯結全民健保資料庫，

非精神科醫師的比例分別是24.9%、72.1%、

計算不同方法、不同精神疾病診斷自殺的男

79.5%。醫院非精神科醫師生前曾被自殺死

女性別比。結果發現自殺死亡者的男女比是

亡者接觸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基層醫師。整

2.16，而有精神疾病診斷的自殺死亡者，其

體而言有35.9%曾在生前一年內的就醫中被

男女比是1.51，憂鬱症診斷者最低最為顯著

診斷過有精神疾病，只有10.7%曾經被診斷

(1.09)，其次為躁鬱症(1.20)及精神分裂症

有過重度憂鬱症。而醫院非精神科醫師相較

(1.60)診斷者。在所有自殺方法中，跳樓自

於基層醫師會下更多的精神診斷與憂鬱診

殺者的男女比最低(1.28)，跳樓自殺者曾被

斷。而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高比例就診於所

診斷精神疾病者男女比只有1.09，並且跳樓

有科別，有更高比例曾被下過精神疾病診斷

自殺者曾有躁鬱症及憂鬱症診斷者中，女性

與憂鬱症診斷。本研究與鄭泰安教授的結果

的比例甚至高於男性。藥物中毒自殺者生前

相比，可見自殺死亡者生前「應該有的」精

曾被診斷憂鬱症的比例，也是女比男多。過

神疾病與憂鬱症及「實際被診斷」的精神疾

去西方的研究都說男性自殺死亡率高因為使

病與憂鬱症有非常大的誤差(精神疾病: 97%:

用方式較為暴力，但是此研究發現在曾被有

35.9%；憂鬱症87%: 10.7%)，又可能因為台

過精神疾病診斷、躁鬱症診斷、憂鬱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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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藥及跳樓的自殺死亡者，女性的比例甚

內執業和居住在都會區是主要特徵。

至高於男性，顯示男女比例與文化有關，西

最後繼上一期通訊報導幾篇國內燒炭

方未必完全適用東方。這結果也顯示女性臨

自殺的分析，最近潘怡如醫師、本中心執行

床醫療中的自殺危險不要低估，而如何讓男

長廖士程醫師、主任李明濱教授有一篇論文

性能接觸醫療系統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即將刊出的文章 8 ，則進一步分析燒炭自殺

潘怡如醫師等則是以2004年的自殺死

的危險因素與趨勢，並探討是否因單一自殺

亡者3468人與健保資料庫的連結，看前一

方法大量發生使整體自殺率上升。方法上以

年內、與前一個月內的最後一次精神科與身

2001-2006年全國自殺死亡檔15歲以上進行

體疾病科別的接觸。結果發現72.6%在一個

分析，結果發現男性自殺率從1995年到2006

月內曾有身體疾病就診、89.2%在一年內曾

年由每10萬人有9.5人上升至26.7人，女性

有身體疾病就診。只有19.7%的自殺死亡者

自殺率由每10萬人有5.6人上升至11.7人。

在生前一個月內看非精神科醫師曾有精神診

性別比從1.69上升至2.28，自殺率上升最快

斷。自殺死亡者在生前一個月內的非精神科

為25-44歲組。1999到2006年燒炭自殺發生

醫療接觸，多會抱怨腸胃不適、頭痛、背

率由每10萬人有0.22人，上升到每10萬人有

痛，建議對於非精神科醫師在身心疾病的教

6.48人。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自殺年份

育課程，應有助於對精神疾病與自殺危險的

為燒炭自殺的顯著預測因子。結論認為媒體

認識。本文發表在2009年的General Hospital

對燒炭自殺的影響導致自殺率上升，加強便

6

Psychiatry 。
過去研究都說醫師自殺率高於一般人，
但在台灣缺乏類似研究。潘怡如醫師與本
中心李主任的一篇研究(2009) 7回答了這個問
題。這個研究使用2000年1月至2008年4月底
之醫師保險資料檔，分析包括醫師之年齡、
性別、執業地區、醫院種類和自殺方法。依
照定義分類近九年內有1,011位醫師死亡，其
中17位醫師死於自殺，15位可能死於自殺。
17位自殺醫師中16位為男性，70.6%主要發生
年齡層為40來歲，主要自殺方式為上吊/窒息
(29.4%)、燒炭(29.4%)和服毒(23.5%)。其中一
半是在診所與地區醫院執業(9人，52.9%)，5
人(29.4%)是在醫學中心工作的醫師。專科別
包括診所醫師、家醫科、精神科和外科。總
結而言，醫師自殺的年齡層約在40歲，社區

利商店店員販售木炭時的敏感度、加強媒體
指引和考慮在旅館裝置一氧化碳含量檢查
器，將有助預防燒炭自殺。

參考文獻：
1. Cheng ATA. Mental illness and suicide – a
case-control study in east Taiwan. Arch Gen
Psychiatry 1995; 52:594-603.
2. Luoma JB, Martin CE, Pearson JL. Contact
with mental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providers
before suicide: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m J
Psychiatry 2002; 159: 909-916.
3. Chang CM, Health care utilizations within 12
months before suicide: national record linkage
study for suicide. 2008. IASP, Hong Kong.
(oral report)
4. Lee HC, Lin HC, Liu TC, Lin SY. Contact of
mental and nonment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prior to suicide in Taiwan: a population-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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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Can J Psychiatry 2008; 53:377-388.

指出：採用燒炭自殺死亡的個案，在諸多特

5. Chen Y.Y., Chiang H.C., Liao S.C., & Lee
M.B. (2009). Suicide sex rati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ntal illness and suicide method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09;
70(2):294-295.

性有別於非燒炭自殺的案例。在燒炭自殺的

6. Pan YJ, Lee MB, Chiang HC, Liao SC.
The recognition of diagnosable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suicide cases' last medical
contacts. Gen Hosp Psychiatry. 2009; 31: 181184.

以限制木炭的取得來降低燒炭自殺死亡的危

7. Pan YJ, Lee MB, Lin CS. Physician suicide in
Taiwan, 2000-2008: preliminary findings. J
Formos Med Assoc. 2009; 108(4):328–332.

程的機會。

8. Pan YJ, Liao SC, Lee MB. Suicide by charcoal
burning in Taiwan, 1995-2006. J Affect Dis
(accepted)

案例裡，大多數發生於25-54歲的男性，未
婚且較少有物質濫用或重大精神疾病史，較
有可能同時遇到經濟問題。有部分學者提出

險，這個提案並非是要禁止木炭的銷售，而
是要增加燒炭自殺的困難度，或是增加求助
與接觸的可能性，也就是多了一個介入此過

減少致命性物品之可近性
過去西方文獻也指出限制特定自殺工具
的取得，通常可以降低自殺死亡率，最經典
的例子就是英國的家用瓦斯改革；此後英國
更利用改變解熱鎮痛藥的包裝，使得因解熱

他山之石：香港防止自殺
研究中心對於調整木炭販
賣方式之研究與建議

鎮痛藥中毒死亡減少了21%。此外紐西蘭在
橋樑上增建圍欄，美國對槍枝的管制，以及
中國限制殺蟲劑的販賣等，皆提供有效自殺
防治的策略。

前言

香港經驗：調整木炭的取得方式

近期通訊中，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副秘
書長張家銘醫師節錄了近年來本土有關燒炭
自殺的最新報告，顯示新興的自殺方法的傳
播，可能對於原本不會考慮到自殺的人，
在碰到一些生活壓力事件時，有可能促發自
殺企圖的危險。而在自殺防治的全面性策略
中，除了導正媒體報導、降低自殺與精神疾
病的社會污名化程度，以及促進社會大眾心
理健康外，減少致命性物品之可近性，也可
能有助於預防燒炭自殺。

在台灣和香港，木炭可以很容易在傳統
市場、超級市場和便利商店取得。然而，木
炭雖然不是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主要是用於
娛樂活動或宗教儀式中(特別是過火、驅邪
祈福儀式)。有部分學者認為：限制木炭的
取得是一個可能的預防策略，也符合國際標
準自殺防治的最佳典範，而限制致命工具的
取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的認同與支持。其中建議將木炭下架，有需
要的顧客必須透過店員才能購買，這個提案

木炭與自殺
台灣以及亞洲鄰近國家的近期研究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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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級市場及便利商店執行試驗性研究，限

原則，攜手打造健康的自殺新聞報導，期使

制該區木炭的販賣，即下架木炭，有需要的

自殺新聞報導能在不侵害自殺個案隱私權的

顧客必須詢問店員才能購買，初步的結果顯

前提下，同時照顧民眾知的權利、並宣導正

示，這樣簡單的限制，明顯地降低燒炭自殺

確的自殺防治觀念。本中心李明濱主任期許

數，也沒有改用其他的替代方式。因此，針

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能遵循世界衛生組織

對身處於嚴重情緒困擾且想取得木炭的人，

(WHO)於2000年時提出的「六不六要」原

問題不是在於木炭的取得與否，而是提供比
較緩慢的取得方式。

則，幫助民眾對自殺行為持有正確的態度，
了解如何維護身心靈的健康，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也將持續提供媒體諮詢平台，為媒體健

結語

康新聞報導提供專業的支援。

自殺有生物、心理、社會、經濟與文化

目前媒體在進行自殺新聞報導時，「六

之複雜成因與背景，絕非由單一危險因子可

不」原則中以「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

以解釋其發生率之變異，所以自殺防治需要

印象來解讀」及「不要將自殺光榮化或聳動

不同層級防治工作的介入。對於自殺企圖者

化」較易被遵循，而「不要簡化自殺原因」

的關懷服務以及促進資源連結，針對精神疾

及「不要刊登出照片或自殺遺書」則是較易

病患者提供並改善相關的醫療服務，對於情

被忽略的原則，比較95年與98年的自殺新聞

緒困擾的個人或家庭提供多元的協助，都是

報導，部分原則的遵循比例有成長的趨勢，

自殺防治的重要步驟。因此有學者建議：當

顯見媒體已逐漸掌握「六不」之報導原則，

自殺防治工作受到社會整體的支持時，制定
策略以管制自殺所需的關鍵工具，以限制致
命方法的取得，可能是符合經濟效益，而且
相對可以迅速地執行的防治方法之一。
編者註：本文節錄自香港大學Prof. Paul
Yip發表於 Oxford Textbook of Suicidology

透過媒體自律在自殺防治網中，持續努力扮
演其不可或缺的角色。
另於「六要」原則內，「用『自殺身
亡』而非『自殺成功』的描述」及「刊登在
內頁而非頭版」是較易被遵循的原則，「與
醫療衛生專家密切討論」、及「提供與自殺
防治有關的求助專線與社區資源」則是比較

and Suicide Prevention. Chapter 80: Prevention

容易被忽略的原則，此兩項原則在95年及98

of Suicide due to Charcoal Burning. Published

年的自殺新聞相關報導中都是較不容易做到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的部份，有待相關單位共同努力。

Press Inc., New York, 2009.

由上觀之，媒體自律的部分(六不原則)

自殺新聞清新視野

在近年來媒體工作者與自殺防治工作的共同

新聞媒體參與自殺防治工作現況

述避免錯誤的形象鏈結，但自殺新聞仍需其

努力下，已逐漸步上軌道，對自殺事件的描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自94年成立以來，致

他專業單位支援，才能提升報導的品質，顯

力於與媒體共同合作，宣導自殺新聞報導之

見網網相連的工作仍有其困難性存在，呼籲
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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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自殺概況要覽

媒體工作者報導自殺新聞時，能主動與醫療

（16.6%）及「失業」（13.4 %）。女性自殺原

衛生專家密切討論，以提供民眾更多元的觀

因除「其它」外，前三名依序為「憂鬱傾向」

點，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也將持續提供專業諮

（22.3%）、「感情因素」（22.1%）、「家人

詢平台，期與媒體攜手打造健康之自殺新聞

間情感因素」（21.3%）。

報導，使民眾對自殺議題有正確的認知，共
同讓自殺防治工作更臻網網相連、面面俱到
之境界。

近期統計資料
自殺通報概況
98年1月至4月全國自殺通報8,016 人次
（7,499 人），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19.9 %。通
報比（通報人次/死亡人數）為6.0，分案率為

10

98年1月至4月總計關懷13,380人次（7,310
人）；其中電訪有11,755人次（6,536人）佔
87.9%、家訪1,325 人次（1,052人）佔9.9%，門
診晤談300人次（204人）佔2.2%。關懷後，處
遇計畫「安排電話關懷」佔49.1%，「結案」佔
22.8 %。

97年自殺死亡數據
自殺死亡資料描述

99.1%，分案關懷率為98.0%，結案率為20.1%。

97年國人自殺粗死亡率(死亡人數/年中人口

自殺通報人次，女性為男性的2.02 倍；不論

數)為每十萬人口17.9人，居國人主要死因之第

男性或女性，發生最多的年齡層為25-44 歲年

9順位。如以2000年世界標準人口結構調整計算

齡層（佔54.4 %）。通報單位以醫療院所通報

（即納入人口結構老化因素考量），97年之標準

數量為最多，佔91.5 %，其次為衛生局所（佔

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5.2人，較上年增加3.3

3.7%）及警消單位（佔2.9 %）。

%。

以自殺方式分析，自殺通報個案最常使用

回顧過去歷史資料，自民國82年起，台灣

之自殺方式前三名分別為「安眠藥、鎮靜劑」

自殺死亡率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回顧近期(92

（40.7%）、「割腕」（15.7%）及「燒炭」

至97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之變動幅度極大。

（8.5%）。男性最常使用之自殺方式前三名依

民國93年至94年間台灣標準化自殺死亡率增幅

序為「安眠藥、鎮靜劑」（27.5%）、「燒炭」

為21.9%，民國95年至96年為首度呈現負成長，

（13.5%）及「割腕」（11.2%）；女性最常

降幅為12.2%。而民國97年則較96年增加3.3%。

使用之自殺方式前三名分別為「安眠藥、鎮靜

進一步分析性別與年齡層別差異，97年與96年

劑」（47.3 %）、「割腕」（17.9%）及「其他

相較，男性上升5.1%，女性持平，青年(15-24

藥物」（6.6 %）。

歲)下降14.0%，壯年(25-44歲)增加8.1%，中年

分析自殺原因，除「其他」外，前三名依

(45-64歲)增加2.1%，老年(65歲以上)增加0.7%。

序為「憂鬱傾向」（20.4%）、「家人間情感

依照ICD-10死因分類呈現，97年全國自

因素」（19.9%）及「感情因素」（18.8 %）。

殺死亡方式前四位分別為「利用懸吊、絞勒及

男性自殺原因除「其他」外，前三名為「家

閉息(悶氣)蓄意自我傷害」(32.9%)、「其他氣

人間情感因素」（17.0%）、「憂鬱傾向」

體及蒸氣(汽)(所致)的蓄意自為中毒及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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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交流園地

肆

守門人」之教育訓
練。
（三）指標性自殺
防治策略：主要在
於追蹤自殺企圖
者，強化偏遠地區
之緊急救護能力，
以及自殺相關個案
管理，以期給予自
殺企圖者有效的身
心醫療及社會介入
措施，以防止其再
度試圖自殺。
(30.8%)、「殺蟲劑(所致)的蓄意自為中毒及暴

整體而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行，與心

露」(12.0%)及「利用從高處跳下蓄意自我傷

理衛生體系，甚至社會安全體系功能之充分發

害」(10.0%)。與96年相較，排位順序相同，其

揮密切相關，台灣目前已有相當程度之心理衛

中成長幅度以「其他氣體及蒸氣(汽)(所致)的蓄

生、醫療照護、以及其他社會安全系統網絡，

意自為中毒及暴露」及「利用從高處跳下蓄意

然而，欲進一步達成有效之自殺防治工作，還

自我傷害」為高，分別上升9.1%及6.4%。

必須能促進各種網絡間「網網相連」「面面俱
到」之有效功能性連結，以提供完整而持續之

因應策略

關懷服務。

自殺有生物、心理、社會、經濟與文化之
複雜成因與背景，絕非由單一危險因子可以解
釋其發生率之變異。我國自殺防治策略，與世

地方通訊

界各國同步，主要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全面

【北區】

性、選擇性與指標性策略。

桃園地區活動訊息

（一）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標的為全體民眾，

98年7月11日（六）下午01：30-04：30

涵蓋導正媒體報導、減少致命性物品之

配合衛生署衛教宣導列車巡迴活動，假中壢

可近性、降低自殺與精神疾病的社會污

市SOGO百貨公司中央新館前廣場舉辦「自殺

名化程度，促進社會大眾心理健康，以

防治─麥鬱卒啦！」活動，活動內容含：宣

及自殺概況與相關資訊的有效監測。

導自殺防治、用藥安全等6大衛生教育主題、

（二）選擇性自殺防治策略：以高風險群為對

「麥鬱卒啦！」大聲公比賽、自殺防治健

象，包括精神疾病的早期診斷與有效處

康、加油金句大賞、有獎徵答及免費大頭貼

置、持續推動專業人員及「自殺防治

等，歡迎有興趣民眾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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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心理困擾）：家庭問題（家人情感）困擾、

雲林縣衛生局關懷獨居老人心理健康

感情困擾、人際關係、學業、工作、行為偏

雲林縣老人人口數高居全國第三位，為

差問題等心理困擾，以及產生自殺意念、憂

協助社區獨居老人心理調適與關懷，衛生局

鬱、失眠、焦慮、不安、恐慌等情緒困擾。

結合雲林縣健保特約藥局協會辦理偏遠地區

民眾可電洽(08)737-0102預約服務。

社區獨居老人憂鬱症篩檢，藉以瞭解其身心

【東區】

適應狀況及憂鬱傾向，並針對臺灣人憂鬱症

基隆市提供市民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量表篩檢分數偏高部分，轉介至就近的衛生

基隆市衛生局提供免費心理會談服務：

所心理諮商站，由精神醫療人員提供個別心

專業心靈SPA～民眾只要年滿14歲以上、設籍

理諮詢與醫療服務。

或居住於基隆市，即可撥打社區心理衛生中

【南區】

心電話（02）2430-0195，預約會談時間（時

屏東縣提供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段：星期三 14:00~17:00及18:00~21:00、星期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
供免費心理諮詢服務，諮詢項目（如有下述

第四卷第二期

日 09:00~12:00）『心情忘憂谷』的園地協助
您找到人生另一個轉角！

自殺防治網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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