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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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蟬鳴唧唧，歲月如梭，轉眼間繁忙的夏

如何橫跨「知」與「行」之間的鴻溝，成為

至已經到來，半載間學會與中心亦是努力不

知識經紀的重要角色。此外，國際自殺防

懈，勤勞耕耘於自殺防治。過去三個月，我

治協會(IASP)於5月份舉辦亞太地區學術研

們馬不停蹄於全國各地督導關懷訪視員、辦

討會，本期通訊亦與各位一同分享此次會議

理專業訓練課程與守門人訓練，並結合媒體

中，臺灣代表們發表的10篇自殺防治研究成

倡導自殺新聞報導之六不六要的重要性，希

果摘要。後續則由各縣市關懷訪視員分享其

冀能強化國人對自殺防治議題的重視。

自殺防治經驗，帶領我們了解實務工作者的

在衛生福利部於2005年底「全國自殺防

想法與困境，並解析今年度1-5月自殺通報關

治行動策略」的推動之下，全國自殺防治中

懷系統數據，刊載中心本季工作要覽與下季

心身負重任，並與各級政府、相關部會與民間

活動預告，最後由我們珍愛生命義工鼓勵各

團體合作溝通，配合全面性、選擇性與指標性

位持續不懈的努力。

之三大策略，促使全國自殺率逐年下降，直至

在自殺防治的道路上，能有各位的支

2010年自殺首度退出國人十大死因之列。直

持與協助，乃是維繫國人身心健康的一大福

至今日，自殺防治的工作仍不能因此停歇，我

音，特別是第一線的關懷訪視員，沒有您們

們需與時俱進，因此《自殺防治網通訊》身為

的付出，臺灣自殺防治成效也難以達到今日

溝通管道之一，應建立起各方經驗交流與分享

的成果。而隨著新政府上任，我們也期待自

之橋梁，讓我們一同精進成長。

殺防治能有嶄新的氣象、開拓的視野，達成

本期主軸文章以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視
角，省思中心於臺灣自殺防治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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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全球化、策略國家化、行動在地化」
的終極目標。

壹

導者需承擔相當不確定性與壓力，以及具備

台灣自殺防治中心
與轉譯政策學
廖士程
1
2
3

1,2

李明濱

1,3

台灣自殺防治中心
與轉譯政策學

良好溝通協調能力。再者在進行自殺防治相
關政策成效分析時，亦受限於自殺死亡事件

陳宜明

1,4,5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治醫師

發生率相對罕見，致使鑑別有效策略之統計
效力受限，加上區域性策略投入受地區基本

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自殺防治中心計畫執行長

資源分布差異影響，以及與全國性的防治策

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自殺防治中心計畫主持人

略重疊而成效明確難以鑑別等限制5。

暨主任
4
5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副秘書長

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推行政策之知行鴻溝
在推行健康政策的實務上，即使明顯有
利民生的政策，往往也需要民眾矚目的偶發
社會事件所帶來的「機會之窗」(windows of

自殺防治策略之實證需求與限制

opportunity)，方能順利推行，更何況許多

一 般 認 為 隨 機 分 派 的 臨 床 試 驗

被期待支持政策施行的實證研究，其結果或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RCT)，能夠協助

預設立場，並不一定即時反應政策需求，或

平衡不可控制的干擾因子，促進科學家了解

是並不投合施政者偏好 6 。從實證研究到實

介入措施的真實效益，這樣的研究模式也會

際政策制定與執行存在著迄需填補的鴻溝。

被期待對於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有所助益。

實務上，從針對健康問題的實證研究結果或

然而實務上，公共衛生政策制定，其依據

綜合分析(meta-analysis)並不等於實際可以

為RCT的部分往往相對有限 1 。相較於其他

實施在社區的健康政策 7 ，在公共衛生策略

重大公共衛生議題，自殺防治策略相關實

執行，所謂「知易行難」「知難行易」這種

證資料，更缺乏一般實證醫學領域堅信之

「知」「行」的鴻溝(know-do gap)，需要有

臨床試驗性質資料 2 。即使在流行病學研究

效的「知識經紀」(knowledge brokering)來

中呈現自殺死亡最重要的危險因子，於一

銜接 8 。若對照於已經深植人心，所謂「從

般人口中，其「人群歸因成分」(population

實驗室到病床邊」(bench-to-bedside)的轉譯

attributable fraction)仍相對為低 3。面對危險

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9，「從實驗室到

因子分散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有效防治之

議事廳」(bench-to-parliament)的轉譯政策學

迫切需求，若過度拘泥於實證研究證據以擬

(translational policy)更加重要而且需要落實

定相關防治政策，就彷彿軍事將領需要執行

10,11 。文獻當中指出執行轉譯政策學之「知

RCT以證明空投部隊是否需要使用降落傘一

識經紀」者重要工作內容包括：(1)建構政策

般 4 。因此，在推動自殺防治工作，各級領

制定者與研究人員的互動平台；(2)與各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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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轉譯政策學

立信賴的互動關係；(3)協助設定議題與共同

方單位進行業務指導；(4)防治中心與縣市相

目標；(4)標示互利互助的機會；(5)澄清訊

關單位合作落實「行動在地化」之策略研擬

息需求；(6)試行與政策高度契合的研究；

與評估；(5)中心彙整相關地方工作資訊後彙

(7)整合研究結果並促進實證研究證據之可近

整分析呈中央主關機關以作為精進國家自殺

性；(8)強化轉譯知識之能力；(9)與各界溝通

防治策略之用。

傳遞相關建議；(10)檢視各項作為對於縮短
知行差異之影響8。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自2005
年12月成立以來，即被期待扮演上述角色。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與轉譯政策學

關於自殺死亡之危險因子研究眾多，
在自殺身亡個案一生的時間格局中，這些漫
長的危險因子暴露都能呈現統計上有意義的

目前衛生福利部心口司指導之「全國自

相關，然而在個案不幸自殺身亡前數周的時

殺防治中心計畫」，設定本中心之角色，及

間格局中，目前並無明顯可預防的危險因子

富含轉譯政策學精神。中心角色定位為結合

被重複驗證 2 。雖然如此，過去國外實證資

醫事專業、心理學、衛生教育、社會工作、

料呈現，在特定的醫療服務領域中，透過積

流行病學、統計資訊、健康傳播等專業人員

極防治精神疾病以及限制致命工具可得性等

及該領域之意見領袖，並與其他自殺防治相

多層面介入措施，將自殺死亡率降為零是可

關專業學協會共同合作，以當代自殺防治策

能的 13,14 。若提高到國家層級，自殺防治策

略之全面性、選擇性、與指標性三大向度作

略推動與同時期整體自殺死亡率下降20%也

為主軸，以促進醫療及非醫療體系之自殺

是可能的 2 。未來學界上需要更多的研究證

防治網絡整合為手段，透過資訊分析之實證

明，哪一種介入措施對於降低自殺風險有明

基礎為策略依據，協助推動全國自殺防治業

顯助益，而執行「轉譯政策學」的「知識經

務 12 。綜合過去十年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設置

紀」者，對於國家自殺防治之品質精進，以

與推動經驗，未來防治中心功能在轉譯政策

及執行與解讀實證資料之角色將更加重要。

學上之功能，除了擔任過去由行政院政務委
員主持自殺防治相關跨部會會報，扮演受衛
生福利部指揮之專業幕僚角色外，對於中央
與地方之自殺防治工作協助下列五項環節推
動：(1)中央主管機關針對自殺相關問題，責
成防治中心研議分析，落實「策略國家化」
之精神；(2)防治中心提供相關知識經紀服務
回饋；(3)主管機關參考中心回饋內容針對地

3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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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新視野

貳

第7屆國際自殺防治協
會亞太地區學術研討會
會議成果

自殺死亡自1997年起進入台灣十大死因
之列，並於2006年達到近年高峰，該年自殺
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19.3人。為因應嚴峻形
勢，政府於2005年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擔任推動全國性自殺防治工作之整合平臺。

本屆國際自殺防治協會亞太地區學術研
th

我國自殺防治策略，包含全面性、選擇性與

討會(The 7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指標性策略，以促進醫療及非醫療體系之自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殺防治網絡整合為手段，透過臨床研究與資

Prevention)由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與日

訊分析之實證基礎為策略依據。自2007年起

本自殺防治學會(JASP)共同主辦，於2016年

自殺死亡率呈現下降趨勢，至2010年退出十

5月18日至5月21日在日本東京舉行，今年主

大死因，於2011年由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之高

題為「Building bridges for a new start beyond

自殺死亡率國家進入中度之列。未來除持續

borders」，會中有來自29個國家、超過500

推動國家自殺防治策略外，將繼續深植 「珍

位自殺研究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計有將近

愛生命、希望無限」的精神於各領域，貫徹

300場會報。

「思維全球化」、「策略國家化」、「行動

臺灣於此 次會議中，由全國自殺防治中

在地化」的目標，以達成「自殺防治人人有

心 李明濱 主任、廖士程執行長、吳佳 儀副 執

責」、「人人都是珍愛生命守門人」的理想

行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學中心陳映

境界。

燁 醫 師、中 國 醫 藥 大學 附 設 醫 院 張 俊 鴻 醫
師、與國際生命線台灣 總會陳宇嘉名譽理事

˙Policy and strategy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n Taiwan: The role of the Taiwan Suicide

長等人代表出席，並於會後與日本、韓國代表
共同召開討論會議，針對國家自殺防治政 策
進行意見交流。本 次臺灣共計 發表10篇自殺
防治研究成果，研究題目與內容摘要如下：

˙Suicide prevention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李明濱

1, 2

龍佛衛 、張家銘
1
2
3
4

5

1, 2

、吳佳儀

2, 3

、

4

臺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第十一卷．第二期

廖士程
1
2
3

1, 3

、李明濱

1, 3

、吳佳儀

2, 3

臺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臺灣自殺死亡率自1994年以來持續上

、廖士程

4

Prevention Center(TSPC)

升，並於2004年急遽攀升，為因應此嚴重趨
勢，政府於2005年12月成立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由衛生福利部指導，委託臺灣憂鬱症
防治協會與台灣自殺防治學會辦理。全國自
殺防治中心藉由提升全國關懷訪視系統之效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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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並連結政府單位與各學協會之努力，以

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

達自殺防治的使命，落實指標性、選擇性、

(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族群之自殺

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然而，在公共衛生政

危險因子和心理健康求助經驗。由於LGBT

策當中，卻鮮少採用臨床實驗的雙盲或隨機

族群有著較高的心理健康風險，過去20年缺

分派試驗等高品質研究方法。因此，政策推

乏有效的應對策略，自殺議題在此族群相對

動需要知識經紀者(knowledge broker)存在，

重要。本研究採橫斷式調查並以訪談或網路

促使政策制定者將實證、民眾需求與價值觀

問卷的方式收集資料，研究者藉滾雪球法於

作為決策依據。中心將實證研究落實到相對

某醫學中心收集LGBT個案(n=70)，與對照

可行的自殺防治措施，建立政府與研究單

組(年齡相符的全國自殺防治中心2015年電

位之間的整合平台，銜接知行鴻溝(know-do

話民調個案, n=688)做比較，利用簡明心理

gap)，緩衝自殺防治工作的不確定性與政治

健康篩檢表(Concise Mental Health Checklist,

壓力。除擔任政府單位專業幕僚，落實「策

CMHC)與社會心理評估，我們進行雙組心理

略國家化」之精神，亦協助中央衛生單位指

困擾程度和重要自殺危險因子的比較，並檢

導與提升地方措施，達成「行動在地化」之

視兩組的心理健康認知、心理疾病態度與治

目標。此外，中心改善自殺通報系統，降低

療以及求助經驗。結果顯示LGBT族群有顯

自殺工具可及性，發展自殺防治數位學習，

著較高的比例有近期/過去自殺意念和過去自

提供完整的災後心理社會服務，辦理自殺防

殺企圖、心理困擾、憂鬱症狀、較差的自評

治守門人訓練。未來中心可積極推動跨領域

心理/身體健康狀態，以及較低的健康自我效

合作，將資訊彙整後呈交給政府單位，以加

能分數；然而LGBT比一般大眾傾向於透露

強控制危險因子，並提升服務品質。全國自

自殺意念或心理困擾，大約1/4的LGBT個案

殺防治中心能夠促進各縣市政府更加緊密合

會因憂鬱症狀求助，其中68.4%曾實際尋求

作，一同面臨自殺防治與資源管理的挑戰。

專業精神科服務。

˙Suicide risk and mental health help-

˙Restricting access to barbecue charcoal

seeking among people with LGBT and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n Taiwan.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
吳佳儀
1
2
3
4

1, 2

3

、韓德彥 、李明濱

2, 4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

陳映燁
1
2

1,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本研究旨在調查臺灣北部某女同性

近年來燒炭自殺事件在亞洲國家蔓延，
甚至於西方國家亦開始產生零星個案。限制
自殺工具取得是少數受到實證研究支持的自

第十一卷．第二期

6

貳

殺防治措施，本研究旨在探討此種自殺方法

方法：本研究針對台北市2005年到2009

的擴散效應，並評估臺灣木炭管制計畫之自

年的年長居民(N=101,764)，採用縱貫

殺防治成效。

研究，透過Cox比例風險迴歸分析(Cox

本研究將探討媒體報導燒炭自殺事件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如何引發自殺方法蔓延，利用準實驗(quasi-

辨識出顯著危險因子，並建構預測分

experimental)方法來檢驗新北市限制木炭取

數，並透過接受器操作特性(Receiver

得計畫之成效。新北市於2012年5月啟動全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檢驗

市木炭管制計畫，以因應燒炭自殺事件不斷

預測時所得到的分數準確度。

增加的趨勢，該計畫要求販賣商將木炭從開

結果：男性(風險比Hazard Ratio

放式櫃位移除，改為儲藏至上鎖櫃位。

[HR]=3.41, p<0.001)、低教育程度

新北市在限制計畫施行後(2012年5月

(HR=3.31, p<0.001)與低收入(HR=2.52,

至2013年12月)的燒炭自殺率較施行前(2009

p<0.01)與自殺風險增加相關；同樣

年1月至2012年4月)下降37% (95% CI: 17%,

地，憂鬱情緒(HR=1.44, p<0.02)與失眠

50%)，從長期趨勢來看，整體下降30%

(HR=1.30, p<0.03)亦然。另外，預測分數

(95% CI: 14%, 44%)，且其他自殺方式並

的敏感度為0.63，特異度為0.73，ROC曲

無上升，估計新北市於長達20個月的執行

線下方面積為0.73。從預測模型中移除憂

管制計畫中，拯救了91條生命(95% CI [55,

鬱情緒後，並無顯著改變模型對自殺的預

128])。

測力(P=0.11)。

研究結果顯示，木炭管制計畫減少了特

研究限制：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並不包含

定方法與全國自殺率，強力證明限制常見自

部分重要危險因子，例如：物質濫用、處

殺工具的取得能夠有效降低自殺率。

方藥物治療、與精神疾病檢測等。

˙ Predicting suicide in older adults─A

結論：老年人的日常健康檢查紀錄較不足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 in Taipei

以預測自殺行為，最強的預測因子應為不

City, Taiwan.

容易改變的因子。未來可釐清老人自殺的

1, 2

社會經濟影響因素，以針對老年高危險族

陳映燁
1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群的介入提供建議。

˙Risk of developing suicidal drug overdose

背景：全世界老年人相對於其他年齡層有

following depressive disorders among

較高的自殺風險，然而現今探討老人自殺

younger patients: A population-based

危險因子與辨識能力之前瞻性研究較為鮮

cohort study.

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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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背景：之前的研究已顯示中風後有較高的

馬偕醫學中心台東分院

自殺發生率，但是中風後的吞藥自殺風險

國立台北護理大學

仍不清楚。本研究試圖探討中風族群(20

背景：憂鬱症患者有較高的自殺風險，但

到99歲)的吞藥自殺風險。

是年輕憂鬱症患者的長期追蹤後的吞藥自

方法：從2002年到2013篩選出29,518名

殺風險仍不清楚。 本研究試圖探討年輕

新診斷的中風族群(20-99歲)，並配對年

憂鬱症族群(20到39歲)的吞藥自殺風險。

齡、性別、收案年相同的對照組，排除中

方法：從2002年到2013年篩選出12,280名

風前有吞藥自殺病史。

新診斷的憂鬱症年輕族群(20-39歲)，並

結果：29,518名中風個案中有481 (1.63%)

配對年齡、性別、收案年相同的對照組，

人發生吞藥自殺，而對照組只有85

追蹤最長為12年。

(0.28%)人。另外Cox分析顯示憂鬱症、

結果：12280 名年輕憂鬱症個案中有824

物質濫用疾患、失眠和精神疾病為危險因

人發生吞藥自殺，而對照組只有63人

子。

(824 [6.71%] vs 63 [0.51%]; p < 0.001)。

結論：中風族群有較高的吞藥自殺風險，

經校正後HR風險高達 10.252 (95% CI:

而且這風險隨憂鬱症、物質濫用疾患、失

7.881, 13.338; p < 0.001)。進一步嚴重度

眠和精神疾病上升。

分析，顯示重鬱症比輕鬱症有更高的風險

關鍵字：中風、吞藥自殺

(〔HR〕=1.284; 95% CI: 1.092, 1.511; p =
0.001)。另外Cox分析顯示女性、失眠、

˙ Risk of developing suicidal drug overdose
among patients with morbid obesity: A

物質濫用疾患為危險因子。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結論：年輕憂鬱症族群有較高的吞藥自殺
風險，而且這風險隨重鬱症、女性、失

1

1

眠、物質濫用上升。

2

關鍵字：憂鬱症、吞藥自殺

2

張俊鴻 、陳紹基醫師 、劉介宇教授

3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馬偕醫學中心台東分院
國立台北護理大學

˙ Suicidal drug overdose in patients with

背景：之前的研究顯示病態性肥胖的個案

stroke: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常伴隨身心症狀甚至自殺企圖，本研究試

1

2

張俊鴻 、陳紹基 、劉介宇
1
2
3

3

圖探討病態性肥胖與吞藥自殺的風險。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方法：本研究收集自2002年到2013年

馬偕醫學中心台東分院

6,004名診斷病態性肥胖的族群，並1比4

國立台北護理大學

配對年齡、性別、收案年相同的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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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總共30,020人納入研究，其中

˙ Investigating how crisis helpline service

6,004人為病態性肥胖、24,016人為對

construct suicide prevention community

照組。肥胖組有較高吞藥自殺發生率

network with internet tool: Taiwan

(0.90% vs 0.30%)。另外Cox分析顯示憂

lifeline practical experience.

鬱症、女性和Bariatric手術為危險因子。

Yu-Chia Chen, Cheng-Hsiong Lee, Hua-Yuan

結論： 病態肥胖族群有較高的吞藥自殺

Tseng, Chen-Yu Ho, Mei-Chi Yu

風險，而且這風險隨憂鬱症、女性和
Bariatric手術上升。
關鍵字：病態肥胖、吞藥自殺

˙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aiwan life line.
Yu-Chia Chen, Hui-Man Yang, Chun-Yu Chang

˙會後與日韓學者交流意見

˙李明濱主任(左四)、廖士程執行長(右一)、吳佳儀副執行長
(左五)、陳映燁醫師(右五)、陳宇嘉教授(右四)、張俊鴻醫師
(左二)與日韓學者共同合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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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勇於求助

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畫，能夠預防自殺行為發生。選擇自殺的人
並不是真的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透露

葉婉菁個案管理員

出「我需要幫助」、「我很痛苦」、「我需

信安醫院

要關心」的訊息。當我們詢問當事人自殺相

每一起自殺事件都是一場悲劇。
雲林縣每年有超過100人自殺死亡，這
對於家庭、朋友及社區都有破壞性及長期性
的影響，甚至也導致他們同樣選擇自殺來結
束生命。現在，我們或許能了解什麼原因會

關議題，反而能降低他們的焦慮，當事人會
得到情緒的紓解或者更加受到瞭解。大部分
想自殺的人心理充滿矛盾，我們可以幫助他
們尋求其他解決方法來紓解心理壓力，以減
輕身心負擔。
至今我仍不斷向社區、校園、機構、企

讓一個人有自殺的念頭，也能根據學術研究
及相關統計數據擬定防治策略，但是我們仍
然避諱談論，或不願主動求助，甚至也可能
於求助後無法立即獲得有效協助。

業等單位網絡前進，辦理守門人教育訓練與
宣導，鼓勵正陷於困境的人，勇於求助；提
醒正處於身旁的人，伸出援手。

由此可見，自殺防治從來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要持續做
好每一項防治工作。為了建構一個美好的未
來、營造關懷的社會氛圍、去除自殺的迷思
與標籤，並讓尋求幫助不再是禁忌，因此我

自殺防治實務經驗分享

們需要提高自我能力，以對需要幫助的人伸

凃

出援手、提供支持並適當轉介。

沛璇自殺關懷訪視員
台中榮總

跨部會的合作能使自殺防治工作有成功
的開始，當自殺防治議題成為各部會優先考

從事自殺關懷訪視員有段時間了，每

慮的工作重點時，防治策略就能更加全面與

當與新認識的朋友介紹起我的工作，大多數

完備。自殺死亡人數不可能下降到零，透過

的人都是抱持驚奇的態度，有些人的反應甚

防範自殺危險因子只能部分地減少自殺行為

至用驚恐二字來形容也不為過。接下來的問

發生，當自殺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防治

題如果不是「天啊，你為什麼會想做這份工

策略就應朝向正面積極的心理健康促進層面

作」，就是「你好勇敢喔，你這樣會不會很

邁進，以提升個人保護因子。

危險」，不難看出一般人對於自殺議題的恐

經過7年多來的自殺個案管理經驗，我
相信藉由及時的介入關懷和擬定有效處遇計

懼。
但事實上，從事這份工作的人，真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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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不會害怕了嗎？我還記得剛開始從事這份工

自殺防治工作心得

作時，連打通電話都要端詳通報單許久，緩
緩深呼吸過後，才敢撥出第一組號碼。在等

林佑珊關懷訪視員

待電話回應的過程中，內心總是緊張撲通撲

信安醫院

通地跳，一方面希望對方接聽你的電話，以
確保個案的安危；另一方面，如果個案未接
聽電話，卻又不自覺鬆了一口氣。
在稍微熟練後，開始遇到一些自殺威
脅個案，會作出「你如果不幫我申請補助的
話，我就死給你看！」或是「你馬上到我家
來，不然你就再也見不到我了！」諸如此類
的威脅。接收到這些言語，理智線總是告訴
自己要冷靜、要冷靜，先確定個案在哪裡、
身邊有沒有其他人、是否要報警協助處理等
等。有時在危機處理結束後，赫然發現自己
早已嚇出了一身冷汗，這都是工作中經常出
現的情況，更不用說遇到持有槍械、毒品之
個案，或是在訪視過程中拿刀出來揮舞、揚
言要殺人的個案，總讓人內心揪了好多下。
直至今日，在處理某些個案時，我仍然
感覺到恐懼，但「克服恐懼」也是我一直在
做的功課。有時轉念一想，這些個案與你我
一樣，都只是在社會中努力求生存的芸芸眾
生，似乎就沒那麼可怕了。

助人是一件喜樂的事，在幫助他人的當
下，我就會感到喜悅並充滿力量。
雖然助人過程有著酸甜苦辣，但每一
個家庭、每一位個案，就像人生中的各種風
景，也帶領我們品味不同的人生。而過程中
需要相對的耐心與毅力，並以陪伴支持的精
神，伴隨著每一位個案一同前行。
在訪視過程中，會遇到形形色色的過
路人；在問路過程中，也感受到這些人們的
溫暖及熱心，助人過程看似是我們在幫助個
案，但有時個案、家屬、甚至路人也會以溫
暖與支持來對待訪員。然而，在幫助他人的
同時，幫助自己也很重要，平常我們都在傾
聽個案的心聲，每天持續地面對與接收多種
負面訊息時，回頭過來卻發現，靜下心來面
對自己是很重要與不可或缺的一環。
很感謝在我身旁無私的人們與我分享身
邊不同的美好以及生命中值得追尋的事物，
過程中讓我心靈重新洗滌一番，萌芽出嶄新
的自我力量，得以再次出發去面對個案。
在這服務的過程中，像是短時間增加
了很多生命風采，品嚐到好多人生與家庭故
事，感謝這些歷程增添了我的視野與彈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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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意涵與執行的困難性，同時為了節省成本，

訪視服務心得

許多計畫案都以外包型式執行，在多頭馬車

李緯坤關懷訪視員
信安醫院
從事訪員工作已進入第四個年頭，從一
開始的懵懂無知，到現在略有心得，但這不
是結束，只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剛進入自殺防治與社區精神醫療追蹤關
懷領域，縱使做的是後續追蹤服務，但其中
所耗費心力其實不比一線處理來的輕鬆。我
們需學會各種會談技巧以因應不同的個案，
更要學著如何將專業理論用最簡單的幾句話
傳遞給個案。在這四年中，有正面收穫也有
負面抱怨，實在是簡單數句話語難以道盡。
正向收穫除了來自於個案的自我提升與
改變，家屬從漠視卸責到開始關懷個案，亦
是對訪員最大的肯定與回饋。有些個案因為
訪員導入的觀念與資源連結，而走出現有困
境，或是進而提升自我功能與價值。有些個

的情況下，辛苦為難的永遠是一線執行者。
又主管機關基本上不會有太多機會與訪
員討論制度缺失，縱使有討論，但可改善的
空間非常少。此外，網絡單位之間的配合與
認知有許多落差，有時候會有互推卸責的感
覺，因為各單位的服務案件數都很多，基本
上能少一件是一件，所以一有機會，就真的
容易陷入「自我負擔減輕」與「個案最大利
益原則」之間的抉擇。
而人性黑暗面也是打擊訪員的重大因
素，如果遇到人格疾患個案，相同問題一再
發生，且在人力、物力、資源、醫療等方面
不斷介入後都未有改善，真的會令所有介入
人員深受打擊。
但縱使有再多的困境，身邊仍然有這麼
多的夥伴共同努力，加上自我期許，未來還
是會繼續為個案利益打拼。

案經過訪員多次奔走努力，學會正面思考與
積極尋求資源，而不是逃避或是自我放棄。
有些家屬藉由訪視員建立溝通橋梁，慢慢示
出善意與個案溝通，不再是一昧指責排斥。
但雖然有正面收穫，卻也有負面抱怨。
負面抱怨主要來自於整體制度面的死板與不
完美，以及人性的黑暗面。制度層面問題，

實務工作經驗心得分享
唐曉鳳
新北市張老師基金會

經過各縣市訪員互相交流後，發現所遇到的
問題幾乎大同小異。公部門從古至今的觀念

從事自殺防治的工作迄今3年又8個月，

與想法，就是如何繳交出漂亮成績單，在層

所接觸的個案有超過一千多個，也就是說在

層壓力下，只追求數據而忽略其中所代表的

這段期間內已與一千多個陌生人談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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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觸的每一位個案，都有著自己的
故事，有的看似家庭幸福，有的則是獨居；
有的是單親家庭，有的則是喪偶，其他還有

自殺通報關懷系統
–2016 年 1-5 月通報個案

家暴、精神疾患等不同類型的個案，而這些
人存在著唯一的共同點就是──自殺意念。
我在那麼多不同的人身上，卻看到相同意
念，生活對他們而言充滿了無望與無助感，

截至2016年6月10日統計，全國1-5月
自殺通報為11,500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減
少2.9%，通報比(通報人次/去年同期死亡人

找不到活著的價值與意義，而生命所帶來的

數)為7.9，分案率為100%，分案關懷率為

卻是更多痛苦，他們走不出來。

97.6%。通報單位類型，以「醫療院所」為最

有時真的不難理解這些個案活著有多麼
辛苦，他們被病痛折磨、無能為力，再加上

大宗(84.2%)，其次為「衛生局所」(8.5%)及
「警消單位」(6.6%)。

經濟困頓，此時我也迷惘了，我不知道我能

分析2016年1-5月自殺通報個案特性，女

為他們做什麼，試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病了癱

性為男性的1.68倍；整體來看通報最多的年

了，到底生命還有什麼價值，這也是我個人

齡層為35-44歲(24.8%) ，其次為25-34歲(22%)

常常思考的問題。

，排名第三為45-54歲(17.2%)。

在每一次的訪談中不論傾聽也好、鼓勵
案主也好，又或者幫案主做一些相關轉介，
看似好像在幫個案的忙，但更多時候覺得自
己得到的幫助更多，他們讓我更懂得珍惜，
更知道自己的不足，讓我提醒自己要自我反
省、同理別人，讓我在這樣一個助人工作上
不斷自我成長，所有的一切都要歸功於我的
個案，在此我必須向他們說聲「謝謝」。
在這廣大的世界中，一個人也許渺小、
微不足道，但只要願意伸出手來幫助他人，
這個社會就會多一分溫暖，也讓這些個案不
再感到孤獨，有勇氣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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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占率最高，其次為「切
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8.2%)，排名三為「由
其他氣體及蒸氣自殺及自為中毒」(6.9%)。以
性別分析，男性以「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
及自為中毒」(44.9%)為最多，其次為「切穿
工具自殺及自傷」(21.1%)，排名第三為「由
其他氣體及蒸氣自殺及自為中毒」(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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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為最多，其次為
「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32.4%)，排名第三
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4.7%)。
整體分析自殺原因(除「不願說明
或無法明」外)，以「情感／人際關係」
(46.9%)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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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35.1%)，排名第三為「工作／經
濟」(9.8%)。再以性別分析，男性自殺原因
排序與整體相同，以「情感／人際關係」
(36%)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濫
用」(32.8%)，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12.9%)；女性之自殺方法排名與男性相同，
惟占率略有不同，以「情感／人際關係」

˙日出健走前於中強公園合影留念

(53.4%)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
濫用」(36.5%)，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8.0%)。

◆ 各縣市「自殺關懷訪視員之實務督
導」
本中心於今年度規劃22場次實務督導，
派遣專業人員或以視訊會議方式，與各縣市
精神醫療、心理衛生相關單位之專家代表與
關懷訪視員進行實務討論，藉以瞭解關懷訪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視員在從事自殺防治工作時，所遇到的問題
和困難，並針對問題個案進行討論、提供建

◆「日出健走Walk In Hope」一同重視
心理健康
「日出健走Walk In Hope」活動已於5
月8日圓滿落幕，與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簡
德皓先生團隊共同合辦，當日總計約50人參
與。本活動希望透過健走，來喚起大家對心
理疾病的重視。第一次的「日出健走 Walk
In Hope」選擇了可以眺望台北市的象山步道
為路線，在凌晨4點出發，讓眾人一起抵達
象山頂端迎接晨曦到來，希望可以透過此活
動讓大家更正視與面對心理相關問題，並於
象山山頂寫下攻頂後內心希望。健行活動結
束後，於Nola Kitchen分享及討論，期待明
年能有更多民眾共襄盛舉。

議，期盼藉由實務督導會議能更強化關懷訪
視員之技巧。
實務督導於5月9日正式開跑，第一站
為基隆市衛生局，而後也陸續至雲林縣、連
江縣、屏東縣、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
宜蘭縣、台東縣、南投縣、彰化縣進行實務
督導。會議中由衛生局代表報告該縣市自殺
通報流程、個案管理人員作業內容、與關懷
訪視員訓練及督導，後續展開關懷訪視員座
談討論會，議題包含特殊個案之因應策略、
實務面臨之困境、計畫輪流招標時品質之確
保、個案討論、綜合檢討等。
督導對象以各縣市關懷訪視員為主，其
餘參與成員包含該縣市衛生局與其它關懷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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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業務相關人員(如：社政、警政、勞政)、

與覺察來適度調節關懷訪視員之身心健康。

全國精神醫療網、該地責任醫院負責同仁及

初階課程內容包含「自殺防治概論與措

專家學者等，每場次與會人數約20人不等，

施」、「自殺/自傷個案之評估與處遇」、

花蓮縣實務督導則有將近45位同仁參與。中

「自殺防治與資源連結」、「自我覺察與壓

心則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吳佳

力管理」，並於課程最後階段安排「關懷訪

儀副執行長、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龍佛衛理事

視經驗分享與討論會」，由關懷訪視員提出

長共同參與，聆聽關訪員的困境，釐清各縣

自己在實務工作上的經驗與問題，讓課程講

市不同的問題，以建立因地制宜的自殺防治

師現場給予指導與解說。

策略。

一、北區專業訓練課程─5月14日於臺大醫
院第七講堂
此場課程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合辦，當日出席長官有衛生福利部心理及
口腔健康司諶立中司長、詹金月科長，新北
市衛生局高淑真副局長、杜仲傑科長。該日
活動主持人為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

˙屏東縣實務督導會議現場

與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吳建昌主任，本次課
程講師為中心廖士程執行長、吳佳儀副執行
長、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方俊凱常務監事、馬
偕醫院蕭雪雯社工師等人，當日參與課程人
數有169人，課程中講師與學員互動頻繁，
學員亦積極提問、滿載而歸。

˙花蓮縣實務督導會議現場

◆ 自殺關懷訪視專業訓練第一階課程
自殺關懷訪視專業訓練第一階課程於5月
份正式啟動！此次課程目的是為提升關訪員
之關懷訪視技巧與資源整合能力，並瞭解全
球自殺防治工作之現狀，透過自我壓力管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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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區專業訓練課程─6月18日於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正心樓0211教室
該日課程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
辦，當日出席長官有臺中市衛生局心理健康
科邱惠慈科長，當日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
明濱主任、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李俊德副祕書
長擔任主持人與講師，其他講師包含中心吳
佳儀副執行長、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張家銘理
事，當天參與課程人數有184人，學員反應
˙ 北區關懷訪視員訓練課程─諶立中司長致詞

十分熱烈，會後討論不斷，第一階課程在此
圓滿結束！

二、南區專業訓練課程─5月28日於高雄市
立凱旋醫院三樓凱旋廳
此場課程與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合辦，全
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與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陳明招院長共同主持，李明濱主任亦擔
任當日講師，其他講師包含中心吳佳儀副執
行長、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張家銘理事、成大
醫院精神暨長期照護部楊延光主任，當天參
與課程人數共217人，學員們積極參與並踴

˙6月18日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訪員上課
現場

躍發問、獲益良多。

˙訪員經驗分享座談會現場─全國自殺防治
中心廖士程執行長、吳佳儀副執行長、李
˙5月28日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訪員上課現場

明濱主任、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李俊德副秘
書長、張家銘理事(由左至右)共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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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參訪活動

校友會館四樓會議室，辦理「新聞媒體聯繫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於5月31日(二)上

會議－媒體報導與自殺防治」，主持人為李

午10點前來參訪，今年鐵工局召集各單位主

明濱主任，專題演講者為吳佳儀副執行長與

管人員與熱心服務之同仁，共同組成關懷小

陳映燁教授，衛生福利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

組，藉以主動關懷有需要之同仁，並適時提

以及詹金月科長皆共同與會，出席媒體代表

供相關資訊。

有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當日共有33位鐵工局人員前來參與守門

沈文慈自律委員、台灣記者協會李志德會

人種子講師的訓練課程，由全國自殺防治中

長、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王今暐文

心李明濱主任在台大精神部602室授課，期

書員，當日與會人員共36人，出席媒體共11

盼藉由學習守門人概念與技巧，能在適當時

間，已圓滿落幕，會後新聞稿露出共10則。

機扮演「關懷、支持」的角色，在對方最需
要關心的時候，給予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吳佳儀副執行長於會
中表示，由於媒體對民眾極具影響力，而其
報導之方式皆會對民眾造成正負面之影響，
該如何在記者職責與報導中取得平衡，找回
傳統之新聞價值，以更中立與可靠的方式報
導新聞，為媒體人員重要之課題。
而國立陽明大學陳映燁教授認為報導自
殺相關新聞時，需注意「保護隱私並顧及高
危險族群的反應」及「促進大眾心理健康教

˙吳建棧主任（左）與李明濱主任（右）於
會後之合影

育及預防自殺」，此外，第一線媒體工作者
之心理健康更不容忽視，另針對「標題選擇
與編輯」、「報導內容」與「圖片及影像」
以及「網路」層面各自提出報導建議。

˙當日上課實況

◆ 新聞媒體聯繫會議於6月17日盛大展開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已於6月17日(五)下午2點至4點假台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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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與會人員大合照─圖中央由左至右分
別為詹金月科長、陳映燁教授、吳佳儀副
執行長、李明濱主任、及諶立中司長。

伍
◆ 農藥自殺防治教育宣導
本季特別針對農民、農藥販賣業者及代
噴業者，辦理農藥自殺防治教育宣導，於農
藥人口眾多之四縣市陸續開跑，分別於6月
16日(四)嘉義縣竹崎鄉、6月21日(二) 彰化縣
二林鎮、6月23日(四) 屏東縣高樹鄉、6月27
日(一) 台南市下營區圓滿結束，每場次參與
人數約60人不等，講師為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張書森副執行長、臺灣先正達公司高肇興經
理、技術部門高永泰先生、劉同揚先生、廖
啟文先生、與吳宏章先生，依據個人專業共
同授課。期盼透過課程能讓民眾瞭解自身在
自殺防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責任，強化
自殺防治概念，並提升對自殺危險因子的敏
感度。

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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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殺高風險者之關懷與溝通、自殺防治
資源之連結與轉介，並於課程最後與學員們
共同進行個案分享與討論。
此次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
同辦理此課程，乃是考量可與全國三十間醫
院同步視訊，以利課程推廣至更多醫療及社
會工作相關之第一線專業人員。當日的最後
一堂安排「個案分享與討論」為主題，開放
主講堂及雙向視訊會場的學員提問以共同討
論，學員提問包括了精神科汙名化、思覺失
調症專業相關問題、及第一線人員的自我抒
壓技巧等。講師們也接力回答，並由主持人
相應補充，現場氣氛活絡，活動圓滿落幕。

◆ 第二季「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自
殺防治課程」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自民國98年以來，每
月均辦理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課程，探討自
殺防治相關議題，並帶領學員們了解國內自
殺防治現況、策略及推廣成效。105年4-6月
課程辦理場次如下：
日期

˙張書森副執行長於嘉義縣宣導課程授課

◆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課
程全臺同步連線
於6月25日假臺大醫院第七講堂辦理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
由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廖士程執行長與吳佳儀
副執行長、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鄭宇明秘書長
與張家銘理事擔任講師。課程主題包含自殺
防治教育及推廣、自殺高風險群之辨識與處

對象
人數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4月13日 陽明院區) 、宏恩綜合醫院、 1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4月27日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陽明院區)、恩主公醫院

17

5月11日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和平院區)

11

5月25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0

恩主公醫院、耕莘醫院永和分
部、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台北
6月8日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忠孝
院區)

27

6月22日 宏恩醫院、中心綜合醫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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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 出版系列自殺防治實務手冊
為加強關懷訪視員訓練與實務經驗，
本季發行四冊自殺防治實務手冊，主題分別
為「自殺防治概論」、「自殺風險評估與處
遇」、「重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指引」、
「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實務」，並已出版
電子書，歡迎至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網站線上
閱讀。

自殺防治概論
本手冊重點在於使關訪員了解自殺現況
與防治策略，而自殺防治策略大致分為個人
及群體兩個層面，個人層面著重於了解個人
自殺歷程與評估整體自殺風險，群體層面則
依目前之國家政策分為全面性、選擇性、指
標性策略；藉由案例引導說明個人自殺行為
歷程與風險評估內容，並強化關訪員對於全
國自殺防治三大策略之基礎認識。

自殺風險評估與處遇摘要
內容針對關懷訪視員必須具備之風險評
估與處遇能力，給予指導方針，使用案例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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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透過風險評估來辨別個案之危急程度，並
於手冊中提供評量工具以及相關資源連結訊
息，以利關懷訪視員能夠依據不同風險程度提
供適當的資源以及訂定有效的防治策略。

重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指引
本手冊目的在於提供第一線關懷訪視員
面對重複自殺個案時，可以有一個引導準則
與內容參考，內容簡要說明重複自殺個案的
現況，並針對風險辨識與評估、訪視技巧與
注意事項給予建議，期以增進訪員對困難訪
視個案的認識與了解，以提升適當關懷與服
務轉介的能力。

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實務
本手冊著重於關懷訪視員業務實務層
面。自通報流程簡介起，讓訪員了解自身定
位與工作目標。實務層面提供了簡易的工作
指引，除基本工作內容外，也提供一些關訪
員常見的困難與因應方式。最後強調訪員的
自我身心照顧，提醒訪員在關懷別人前，首
要任務是先將自己照顧好。

伍
◆ 下季活動預告
˙ 自殺關懷訪視訓練進階課程
7月份將在北區、中區、南區各辦理一
場進階課程，主題為「關懷訪視問題之探究
與分析」，以探討關懷訪視所會遇到的問
題，提升訪員之精神醫療知識及訪視技能
˙ 自殺關懷訪視員之實務督導
未來7、8月將持續至其餘11縣市進行實
務督導，彙整各縣市自殺防治業務之優點、
面臨之困境做成紀錄，並即時給予回饋、建
議，以增進業務完善度及從業人員專業度。
˙ 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徵件活動

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生活中人與人交流的美好時刻，共同加入珍
愛生命守門人的行列，一起用愛守護寶貴的
生命。詳情請見中心網站http://tspc.tw，敬
請踴躍報名參加！
˙ 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單車繞世界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響應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今年推行之
世界自殺防治日「單車繞世界」活動。國際
自殺防治協會呼籲各國踴躍參與「單車繞世
界」活動，目標是募集到環遊地球一圈的里
程數(40,075公里)。
本次活動將與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合辦，分別於8月6日(六) 與8月20日(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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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2016年世界自殺防
治日主題「聯繫、溝通、關懷」，呼籲社會

猴硐三貂嶺驛站煤鄉尋貓遊(休閒30公里)及
北海岸麟山鼻鐵馬騎跡遊(挑戰55公里)兩場
活動，詳細活動內容敬請鎖定中心網站最新
消息專區。

大眾重視自殺防治的議題，推廣珍愛生命理
念，今年特舉辦「聯繫、溝通、關懷」自殺
防治攝影徵件活動，邀請社會大眾一同紀錄

歡迎您加入「單車繞世界」活動，不管
您騎多遠，每段距離無論長短都有意義，代
表一份對自殺防治的支持與珍愛生命理念的
發揚，讓我們與世界同步，踴躍參與這項世
界級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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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園地

自殺防治體驗分享
珍愛生命義工
黃信雄
多年來，我於國軍基層部隊辦理了多場

自殺防治的知能是需要不斷積極培養，

自殺防治心得分享，卻感覺年輕官兵對這個

一旦累積出厚實防護能力，對個人、家庭、

議題似乎顯得不是那麼關注，但近期國軍發

社會都具有相當裨益，也減少了社會資源的

生了幾起不幸自殺案件，也讓焦點重新聚集

支出。然現實防治工作中，深感除了專業理

在這個議題之上。

論、技巧之外，如果能有更加豐厚的人文關

我個人覺得自殺防治工作其實可以不

懷，我想更能理解人心中「更深、更痛的感

用那麼學術、悲情、驚悚，我曾嘗試用較為

受」，因為能更深刻體會這樣的感受，所以

活潑、生活化的方式，讓官兵弟兄知道，個

才能夠更貼近地影響或幫助需要的人，透過

人應該如何預防這樣的憾事發生。有時融入

學習、融入，不斷成長，並積極尋求解決方

正向生活體驗、文學智慧，帶領聽眾深入思

式，方能讓自殺防治工作，有更深層次的啟

考，或從心裡領略自身可以如何幫助他人、

發，發揮更大的力量。

協助自己，勇於面對負面情緒而無懼，讓人
們相對平靜地面對人生最艱難的關卡抉擇，
也期許大家在心靈上獲得助益，情緒上獲得
釋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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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 本會謹訂於105年9月4日(星期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演講廳，辦理第三屆第三
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敬請各位會員預留時間，撥冗出席。
學術性壁報投稿

歡迎踴躍投稿與轉知相關人員！

☆ 研討會報名及壁報投稿規範，請至以下網址查詢：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www.tsos.org.tw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tspc.tw

§ 自殺防治需要大家共同參與，觀迎熱情的您加入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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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詢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238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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