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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人人有責

change a life)記者會，藉此呼籲國人對自殺
防治的關注，防止「沉默的傳染病」蔓延擴
展。藉由人們在關鍵時刻給予注意、關心與

龍佛衛

陪伴，就能夠挽回一條珍貴的生命，自殺防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理事長

治工作勢必得從你我做起，投注關懷，傳遞

李明濱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主任

自殺防治不可輕忽的嚴重性。
本期主題文章由心理健康行動科技於自
殺防治之應用，探究App對於自殺防治的幫

轉眼間，2017年來到下半年，回顧過

助，自殺防治新視野則以貧窮議題引發自殺

去這幾個月，每天仍舊可以看到不少自殺事

意念造成的影響，加入防治觀點。統計數據

件發生，從每日四大報紙(含聯合報、自由

上則公佈2016年的自殺死亡數據、2017年電

時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6月到9月份

話調查與通報個案特性分析，透過統計數據

統計，引發自殺主要原因多來自人際情感因

的分享，期待從數據結果訂定未來防治策略

素，像是家人、伴侶、同儕、夫妻等，其次

的方向。除此之外，也收錄第一線關懷訪視

則為精神疾患因素，如憂鬱、物質濫用等，

員以及相關心理工作人員不同角度之工作經

另外，也不乏久病不癒、債務、經濟等因

驗。

素。分析結果與往年研究類似，顯現台灣民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不分年齡、性別、

眾正面臨相同的壓力與情緒危險因子，而如

種族，透過「1問、2應、3轉介」，發揮守

何面對、解套這樣的困境，是眾人們得共同

門人精神，散佈珍愛生命的種子，才是根本

思考的課題。

之道。在此感謝每一位堅守自殺防治工作的

近年來，透過地方與中央持續推廣自

人們，「您們都辛苦了！」，雖然這條路走

殺防治的相關知識，增加民眾對自殺防治的

的漫長艱辛，但多挽回一條寶貴的生命，就

認識。多項結果都顯示近幾年來透過不同宣

是我們最大的收穫與安慰。

傳活動、媒體網絡提升知識的即時性，同時
也能讓民眾對於心理健康有所警覺。不僅如
此，家長與老師對心理疾病的接受度與敏感
度也大幅提升，連同就診意願有所增加。為
提升全民大眾對自殺防治議題的重視性，學
會每年都會響應世界衛生組織（WHO）與
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共同訂定之9月
10日「世界自殺防治日」，今年9月3日辦
理「關鍵一刻，扭轉一生」(Take a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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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日】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

(IASP)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制定之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世界自殺防治日」。 2017年是第15屆世

每年的9月10日為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界自殺防治日，主題為「關鍵一刻，扭轉一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提供
根據統計，全世界每年有超過800,000的
人死於自殺，而曾有自殺企圖的人數是此數
字的25倍。這些統計數字背後是代表每個不
同的故事，他們因為眾多不同的原因而質疑
自己生命的價值。不僅如此，每年還有數以
百萬計的人經歷自殺帶來的喪親之痛或受到
影響。儘管自殺是能夠預防的，但此悲劇性
的連鎖反應代表世上仍有非常多的自殺者遺
族，或是曾接觸過企圖自殺者的人存在。

生」(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體現生
命珍貴，在面對心情不穩定、充滿危險的狀
況，花一分鐘關心一個人，不管是完全陌生
的人或是親近的家人朋友，都可能因此改變
他們的一生。
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有責任去發現
那些在掙扎的人們，了解他們的情況，並且
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及步調訴說自己的故
事，並以不評斷的態度提供溫和的支持和傾
聽，讓一切有所不同。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成立於2005年，過去
12年來與政府合作，持續倡導「珍愛生命」
之理念。除了開辦安心專線、辦理自殺防治

防治中心多年來致力與國際接軌，為響應世
界自殺防治日，每年都會定期舉辦相關系列
活動，期盼能喚起全民對自殺議題的重視，
挽救更多寶貴的生命。

守門人訓練等，也推動全面性、選擇性及指
標性之國家級策略，配合行政院建置社會安
全網絡，期望達到「全民參與、網網相連、
面面俱到」之目標。
在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下，台灣的自殺死

• 圖為本年度國際自殺防治協會主題LOGO

亡率自2007年來逐漸下降，並於2010年首度
退出國人十大死因，維持近七年都在十大死

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

因排名之外。由衛生福利部公告數據顯示，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2016年自殺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6.0人(男性

於9月3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會議

21.8人、女性10.2人)，與2015年(15.7人)相

室承辦衛生福利部之「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

較之下上升1.9%，因此，自殺防治是分秒必

日記者會」，並由台灣憂鬱防治聯盟協辦，

爭的工作，需要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及全民持

以「關鍵一刻，扭轉一生」為主軸，結合國

續努力投入，才能持續發揮成效。

內各心理衛生團體及媒體電視台記者，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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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在關鍵時刻透過多一句關懷，就
可能改變對方的一生，唯有喚起社會大眾對
自殺議題的重視，才能讓自殺防治工作更暢
行無阻。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首先致詞表示，
自殺是一個多重且複雜的議題，只有靠社會
大眾的齊心協助，才有機會降低自殺問題。
自殺並非單一因素造成，精神疾病、慢性疾
病、照顧者負擔、家庭穩定性等都可能是引

•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發表對自殺防治議
題的重視

發的危險因子，所以必然需要透過全面性、
選擇性及指標性策略才能讓自殺防治做得更

宜的策略，將木炭等常見自殺工具的取得進

好。其中全面性策略最重要的是推動心理健

行管理。而在各界呼籲之下，農委會宣布將

康網，將衛政、教育、社政三者結合，才能

於2019年2月全面禁用巴拉刈農藥，雖然時

獲得良好的成效，例如透過教育，從小就把

間有點晚卻仍是很大的進步，減少自殺企圖

心理健康建構起來，強化人民對於複雜問題

者在關鍵的一刻無法取得致命性自殺工具，

的因應能力。

確實可以扭轉他的一生。最後則是加強醫

再來是社區心理健康網建立篩檢制度找
出高風險族群，提供醫療資源、社會支持及

政、醫療人員及關訪員的對自殺防治的敏感
度與相關知識。

關懷訪視。明年衛福部預計增加社工人員的

吳玉琴委員在記者會中表示，今年協同

數量，並研擬社政與衛政結合方針。對於六

林靜儀委員及邱泰源委員針對農藥問題質詢農

個相對高自殺風險的縣市，建議採取因地制

委會。巴拉刈雖被農民廣泛使用也具成效，但

• 圖中由左至右為立法院吳玉琴立委、林靜儀立委、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
主任、賴浩敏前司法院院長、衛褔部陳時中部長、心口司諶立中司長、社團
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龍佛衛理事長、心口司詹金月科長、臺灣憂鬱症防治
協會廖士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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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琴立委提出從衛褔部做出跨部會自殺

• 林靜儀立委則以性別議題，讓大眾重新了

會報，由中央聯繫地方共同建置綿密的自

解不同性別族群面對社會期待所引發自殺

殺防治網絡的重要性

的潛在風險

如此劇毒的農藥竟成為自殺工具之一，因此才

轉介」透過關懷降低自殺行為的發生。另外

要求農委會禁用。另外希望衛福部能努力恢復

一個議題則是性別認同，其實這個族群有很

跨部會自殺防治會報，立法院也會持續努力推

多人因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受到非常多不友善

動建置自殺防治的網絡。而近年陸續傳出生命

的對待，對於這些族群，我們應該要創造一

線、張老師在志工招聘上面臨困境，專業人員

個多元、友善的社會來接納這些人們，因此

志工的培訓與聘用是非常重要的，期待衛福部

這在自殺防治上是不能少了這一個部分。同

能努力改善這個問題。

時也要呼籲在場來賓及媒體朋友們，過去我

隨後林靜儀委員提到，自殺防治確實

們對於憂鬱症的病友們，給予的支持、友善

是刻不容緩、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心理健康

還是有待加強，因為現實社會仍舊是有家屬

的議題。2007年在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

不願承認家人罹患憂鬱症，而延誤就診的時

員會做的統計分析發現，男性自殺死亡率一

機。要拜託媒體朋友及所有關注自殺防治的

直都是女性的兩倍，在社會印象中女性比較

朋友們，對於憂鬱症潛在風險或已經是憂鬱

會掉眼淚、比較會有憂鬱的表現，事實上以

症的個案，給予更多正面支持與鼓勵，協助

性別主流化的觀念來講，女性在憂鬱跟自殺

及早發現及早就診治療，立法院也會努力一

傾向的表現上與男性是不一樣的，所以除了

同為自殺防治盡心盡力。

關注女性的需求外，男性的自殺情形也同等

最後，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李明濱表

重要，尤其男性透過用藥、酒引發的藥酒癮

示，很高興所有關心自殺防治跟支持自殺防

問題往往是引發憂鬱的原因。社會上常以責

治工作的長官、貴賓與媒體來參與一年一度

備的角度責難那些有藥癮、酒癮或有危險行

的世界自殺防治日記者會。台灣的自殺死亡

為的男性，但這些特徵其實都是潛在高風險

率自2007年以來逐漸下降，並於2010年首

族群的訊息，需要大家發揮「1問、2應、3

度退出國人十大死因，近七年來都維持在十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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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民眾進行抽樣電話調查，透過心情溫度計
(BSRS-5)檢測民眾心理健康，發現有6.5%民
眾有情緒困擾問題，推估台灣約有153萬人
正處於情緒困擾，較去年調查結果為高，其
中有高達41.3%曾認真想自殺(約63萬人)、
10.9%曾有自殺行為、11.4%現在仍想著未來
要自殺(約17萬人)。因此，自殺防治不能只

•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再次呼籲自

靠單一醫療或衛生單位。

殺議題的多元複雜性

本年度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為「關鍵一
大死因排名之外，這都是因為政府、民間單

刻，扭轉一生」，從自殺意念到死亡是一個

位、專家學者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發揮守門人

過程，這當中有很多跡象能讓我們來關懷。

的力量。然而，近三年自殺死亡率微微提

從今年的民調結果發現，有59.2%民眾認為

升，雖然比例不高，但拯救每一個生命，都

自己對自殺防治可以幫上忙，顯示需多加強

是珍貴的。

教育宣導與單位連結，增加民眾求助意願，

自殺是多重因子造成，有10%與重大壓

強化宣導人人皆可為自殺防治守門人。雖然

力事件有關，90%以上與精神疾病有關，雖

在政府與民間合作下，近幾年已見成效，但

然如此，自殺仍是可以防治的，因為壓力可

自殺防治工作仍不可懈怠，須全民繼續努力

以管理，精神疾病可以治療。歷年來中心都

投入及政策的支持，並呼籲政府通過自殺防

會進行「民眾之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認知與

治法，期望能夠重啟跨部會自殺防治會報，

行為調查」，今年針對全國15歲以上共2098

持續連結各單位溝通橋梁。

• 會後長官及與會來賓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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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徵文活動頒獎典禮

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
－溫馨小故事徵文
為呼應本年度主題「關鍵一刻，扭轉一

※得獎作品詳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網頁。
若您想更了解自殺防治或願意付出一份心
力，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提供下列豐富資訊，歡

生」，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以此舉辦徵文活

迎多加利用或轉知給需要的親朋好友！

動，邀請社會大眾一同加入自殺防治的行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網站：tspc.tw

列，在遺憾發生之前，或許我們還能做些什
麼。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微笑、一句真摯的關
懷，或是一段簡短的談話。最重要的是，只
要我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付出關心，都可以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www.tsos.org.tw
珍愛生命打氣網：www.facebook.com/tspc520
自殺防治圖書館：https://goo.gl/CKkHAj

在關鍵的時刻，帶給他們力量，扭轉他們的

自殺防治e學院：https://goo.gl/YbEML1

人生。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https://goo.gl/1UhMfP

本活動於7月份啟動，共有158位民眾

心情溫度計APP

踴躍投稿，經評審後共選出1名特優、2名優

除了能夠即時讓民眾自我覺察

選及5名佳作。審查前20名之作品，公開於

測量情緒困擾外，並可將測量

Facebook珍愛生命打氣網進行人氣票選，讓

結果依時序建立歷程檔案紀

民眾為自己喜愛的作品按讚，活動於8月7日

錄，提供自我追蹤參考。

至8月24日15：30截止，得獎人氣票數為455

1. 檢測結果之分析與建議。

票。以上得獎者皆受邀至9月3日台灣自殺防

2. 全國心理衛生資源(包含各心理衛生相關單位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的頒獎典禮，
得獎作品也一併公布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官
網，邀請民眾共同響應世界自殺防治日。

及精神醫療院所)。
3. 心理健康秘笈(含自殺防治手冊電子書系列)。
4. 連至App store或Google play商店搜尋『心情
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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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

活下去，幫助更多跟自己一樣的人，讓他們

－溫馨小故事徵文得獎作品如下：

往有光的地方而去。

裂痕，是光透進來的地方

「萬物皆有裂痕，但那是光透進來的地
方」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美好的人生，好嗎？

作者：夏棠

一念人間
國一那年的某天晚上，爸爸跟媽媽發生
了口角，我只能擋在媽媽前面，因為我怕爸

作者： 未央

爸會出手打媽媽，果然，下一秒，爸爸拿起

我曾經為憂鬱症所苦，伴隨而來的是情

地上的鞋子朝媽媽丟了過來，我只能央求爸

緒失控、長時間的失眠以及厭食症。那些時

爸，求他不要這樣，但是，爸爸把我推倒在

刻，有時也不是真的想自殺，而是覺得生命

地上，我感受到了地板的冰冷，我的心就像

裡沒有快樂，活著太累。

地板一樣地寒冷，我跑到了媽媽的旁邊，拉

家庭關係的崩解，是壓垮我的最後一根

她的手，大喊：「跑啊!」，我們跑到了附

稻草。都說家是最溫暖的，可如果家只充滿

近的火車站，坐在階梯上的我們，不知道誰
該安慰誰，感覺到鼻子酸酸的，眼眶也泛著
淚，不想讓媽媽擔心的我，就趕緊跑到比較
遠的馬路旁，看著其他父母帶著孩子有說有
笑的，而我卻在這裡顫抖的哭著，腦海裡不
斷浮現剛剛的畫面，我想，是不是只要往大
馬路走去，就甚麼事都不用面對？我站了起
來，一步，兩步，離那急馳的車子越來越
近，我將眼睛閉上，右腳慢慢地抬了起來，
我知道，當它踏出去，我將回不去原本的生
活，突然，一個偌大的力量，把我拉了過
去，大吼：「妳在幹甚麼？」睜開眼，映入

窮盡的負面情緒。
那日，我寫下遺書，故意把它放在家裡
最顯眼的位置，我要他們都看見。回家後，
我照常跟父母親不著邊際的對話，沒有肢體
接觸，也沒有人提起那封遺書，但我看桌上
原先擺放的位置，那裡已經空了。一切還是
那麼令我喘不過氣。
我走上樓梯，思考著離開的最佳時機，
又一次的堅定了決心。直到我在二樓虛掩的
房門縫隙，看見母親在哭。

眼簾的是媽媽焦急地眼神，我抱著媽媽放聲

很難解釋那一瞬間究竟是什麼擊中了

大哭，她輕拍著我的背，讓我有更多的力量

我，也許是母親的淚，也許是她嘴裡喃喃的

去面對接下來的事情。

禱語，也或者可能是眼前閃過母親的頭髮如

在那天之後，我決定要當上法官，幫忙
弱勢的婦女以及孩子，原本不愛讀書的我，

7

了壓力、苛責和諷刺呢？沒有了愛，只有無

此蒼白。我忽然覺得，為了不要讓她傷心，
我能繼續活下去。

開始用功念書，考上了不錯的高中，現在的

我推開門走了進去，母親慌忙擦掉眼

我，仍朝著我的法官之路邁進，我要告訴想

淚，問我「怎麼了？」我沒有回答，只是用

自殺的人，「死」不是唯一的路，你死了別

力的抱住她，我們緊緊相擁，擁抱燃燒了我

人也正受著同樣的苦，那不如讓自己堅強的

們冰冷的關係，溫暖了彼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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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間，我明白了，殘缺的愛讓我痛

行的路…

苦，但愛也能讓我有力量勇敢前進。一念人

隔幾天，我收拾了惶恐，跟著阿旺一起

間，一念無常，放不下的太多，我選擇的是

上工，聊到他進來後有哪些不適應的地方？

繼續好好看這個人世間。我沒有再看過原先

聽他說他的單親背景、對當完兵後的茫然、

那封遺書，也沒有再寫過新的。

以及他那天想不開的原因…

後來，我學會和憂鬱對抗，家人間也重

「阿旺，排長教你，你要不要定期打電

新學會了溝通。母親對我說「一切都不重

話回去問候？然後，看你機工的背景－安排

要，只要你好好的。」我說我知道了。我會

你回台灣受訓如何？離家近，回來以後也有

好好的，我獲得的愛足以讓我繼續走很長很

一技之長…好好想想吧？」

長的路。

「排長，我可以嗎？」他抬起頭，問
到…

先從聆聽開始

又看到軍中自我傷害已遂的新聞…我總
是會回想起這快廿多年前的往事！爾後的

作者：林俊安

軍旅生涯，當遇到類似個案，我總是依此

「阿旺，放下！」等不及驚呼，阿旺已

要領處理－自我傷害者往往只是某些問題想

拿起銅油往嘴巴灌下！我連忙上去撲倒他，

不開，而透過適當的關懷與排解，終能引導

張排更猛！他一把抱起阿旺，同時伸手進入

出一條可行道路…這一切的第一步，就先從

他口中挑攪…

「聆聽」開始吧！

一聲低鳴，阿旺將早餐、紅茶、以及…
剛剛喝下的銅油，全都一股腦的吐了出來…
「真是問題兵！上回撞樹，這次喝銅
油，哼！死不了啦！」連長啪一聲把工作日

提早轉彎，發現美好
作者：翁偉桐

誌丟在桌上「林排，你來管，他改配到你排

半年前，我失去了最愛的老婆。喪妻之

組！」我是剛下部隊，剛抵外島的菜排，能

痛，讓我意志消沈，時時以淚洗面。病痛折

說不嗎？敬禮後離去，我好想哭…但面對陌

磨的畫面揮之不去，甜蜜幸福的回憶椎心刺

生環境與繁重業務，我只能趕快適應、進入

骨，生活沒有了重心，什麼事都不想做，也

狀況…

不想與人交談。內心感到空虛寂寞，覺得家

我的習慣是遇到困難不會放在心裡－去

裡所有的東西並不重要，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問，去請教！資深的張排是一個管道－我可

都不重要，甚至，我有沒有活著，似乎也不

以了解阿旺的背景及問題；阿旺的同梯是一

是那麼重要。如此剎那間的想法，讓我對淒

個方向；連兇巴巴的連長也可以請教－只是

美的殉情故事，有了真實而深刻的感受。

要挑對時間！接著，做筆記！把問題、困

不願繼續沈淪下去，也不想讓老婆不開

難、方法全寫下來…一一釐清，終有幾條可

心，於是我開始走出家門，嘗試著許多未曾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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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的事情。用老婆的名義捐贈物品給需要

住院期間接受藥物治療，疾病已相對穩定，

的機構、帶著老婆的瑜珈墊去上瑜珈課程、

團隊召開出院準備討論會議評估病人出院標

加入健身房，學習太極拳，還報名了歌唱訓

準。古先生知道自己可以出院時臉上的笑容

練、積極參加全臺各地的象棋與圍棋賽、並

是多麼地喜悅，當我與他討論出院衛教時，

且努力投稿詩文創作的徵選比賽。這些事

他說出出院後該如何處理幻聽、要按時服藥

情，都有著相同的意義，就是轉移我的注意

及記得要返診的日期。一天下午，我例行的

力，不讓悲傷持續侵蝕我的心志，不讓封閉

執行出院追蹤電話給古先生，這是第一次追

思緒產生自殘的可能。

蹤，也是最後一次的結案追蹤。

如今社會，自殺消息時有所聞，不禁令

電話的那頭是古先生的遠親，他陳述著

人惋惜與感嘆。在關鍵時刻，親友真摰的溫

古先生回到部落後其實很穩定，也漸漸地接

情與守護，甚至是陌生人的及時關心，都有

觸人群，但鄰舍的疏離和嘲笑、不信任，成

可能扭轉身心受創者的極端想法，為他們找

為他最大的無助和壓力，最終選擇在家上吊

到重生的契機。從身心受創者的立場來看，

自盡，結束年輕的生命。

除了消極被動的接受幫助之外，學習如何向

善盡照護之職但最終病人還是選擇結束

外求救或自我轉念，避免陷入更深的泥沼，

生命。對於醫療團隊來說是難過、是不捨，

這才是積極有效的自殺防治。例如向親友

我們努力地思索著是否還遺漏了些什麼。

師長傾訴、向專業輔導單位諮商，或是和我
一樣，試著不鑽牛角尖，轉向走出封閉的自

但對病人而言，「結束的不是生命，而
是痛苦」。

我，悲傷與壓力當然不會從此消失，但它再

社會上對精神障礙者的不了解，導致許

也無法傷害到自己了，不好的想法只要提早

多負面觀感和恐懼。然而，這是不能改變的

轉彎，便能發現人生的光明美好。

現況。如何正視精神疾病，試著以平常心了
解和付出關心，甚或，只是一個淺淺地微

請給他一個活下去的微笑

笑，就是最溫暖的回應。病人最終回歸家庭
和社區，友善的生存環境和照顧者的支持陪

作者: 依樣
25年的護理臨床工作，從外科轉任至

伴肯定是重要的，這或許才能減少更多的傷
害和遺憾。

精神科。原以為可以轉換忙碌每日換藥、打
針、開刀，與血為伍的日子。孰不知，在
精神科急性病房裡卻有著更多令人不捨、遺
憾、無奈的生命故事天天上演。
古先生，30歲，獨居，是一位患有思
覺失調症的原住民青年，因嚴重幻聽、破壞
行為，讓部落居民心生畏懼而被協助就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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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行動科技
於自殺防治之應用

et al., 2012 ; Chapman et al., 2016)、網站
(website) (Robinson et al., 2014)、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App)、穿戴式科技 (wearable
device)等媒介，發展成具便利性、匿名性、
廣泛性、價格低且不受時空限制的介入模式
(Hollis et al., 2017)，使用者能自我追蹤情緒
狀態，且在還沒準備好要去看醫生之前，即
可先初步運用各種網路資源自我幫助(self-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物質濫用是全球

help)，跨出尋求協助的第一步。

常見的問題，影響著不同國家、不同社會、

e化心理健康 (eMental Health)近幾年

不同年齡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已成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趨勢，歐盟於2012-

統計，上述疾病加起來佔全球疾病負擔

2020 eHealth行動綱領中提到 (European

(Global Disease Burden)的14%，其中75%發

Commission, 2012)，利用科技創新方

生在低收入國家。由於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式融入照護的世代已來臨 ; 澳洲政府建

再加上社會中的污名與歧視，55%的已開發

構 mindhealthconnect 網站 (https://about.

國家和85%開發中國家的患者，並沒有接受

healthdirect.gov.au/mindhealthconnect)，整

合適的治療，且高風險個案本身的求助行為

合了所有心理健康網路資源，包含792 個

動機可能相對難提升，傳統治療模式的成效

相關組織、26 個線上方案、諮詢專線、 影

有其限制，近幾年科技興起繼而蓬勃發展，

音與相關新聞 ; 加拿大心理健康委員會於

或許正好能彌補這一塊資源不足或難以觸

2014年發表「e化心理健康在加拿大：透

及之缺憾。舉例來說，網路為基礎的認知行

過科技轉型心理健康體系」(Mental Health

為治療(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4)，亦強調目前

Therapy) (Robinson et al., 2014)、行為活

不同健康照護媒介的使用潛力與發展考量。

化治療(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在眾多的心理健康網路介入模式中，應用程

辯證行為治療(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式App的發展與普及尤其迅速，高達85%美

(Rizvi et al., 2016)已被證實為有效的治療方

國年輕人有智慧型手機，其中將近七成的人

式，透過電話(phone)、短訊(short message

表示會用來查詢健康資訊，預估2018年時，

system service) (Marasinghe et al., 2012)、

一半以上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者，

電子郵件 (Gilat et al., 2014)、簡訊 (text

會下載與健康相關應用程式 (Luxton et al.,

message) (Aguilera et al., 2011)、互動式視

2015)，由此可見將科技用於健康照護，有

訊會議 (videoconferencing) (Pignatiello et

其潛力。若在iOS App store平台中輸入「憂

al., 2010)、電動遊戲(video games) (Merry

鬱」，可搜尋到近1500種不同的App應用程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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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Anthes, 2016)，與憂鬱相關的App可被歸

(Luxton et al., 2015)。各功能詳述如下：

類為以下三種功能：篩檢憂鬱、追蹤情緒、

1. 「衛教資訊」的功能主要目的在於讓使用

調節心情，英國衛生體系NHS App Library

者了解憂鬱的症狀與治療模式等訊息，這

中列舉的應用程式App如SilverCloud (https://

是大多數自殺防治應用程式都有的功能 。

apps.beta.nhs.uk/silvercloud/) (Richards et al.,

2. 「緊急按鈕」能直接聯絡緊急專線、健康

2016)、PTSD Coach (Miner et al., 2016)、

照護者、朋友、或家人等立即性的救助對

Sleepio (Bostock et al., 2016)，大致聚焦在

象，並利用GPS定位系統提供使用者可協

某一特定族群(如失眠)或心理健康問題處置

助的最近資源或醫療院所。

模式(如認知行為治療)等主題，琳琅滿目的

3. 「線上諮詢」功能在於提供心理困擾使用

搜尋結果似乎正回應著當前民眾迫切且重要

者一個即時的回應，增加專業諮詢或治療

的需求。國內目前與憂鬱有關的App相當罕

的可近性與便利性。

見，以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所推展的「心情溫

4. 「安全計劃」之功能涵蓋：自我辨識個人

度計App」來說，為呼應一般人對心理困擾

自殺警訊以增加保護作用 ; 利用自我調適

自我覺察及檢測以利自我照顧的需求，該

技巧降低自殺風險 (如聽音樂、運動)；尋

App功能含五題「簡式症狀量表」篩檢、數
十本免費電子書、以及全國各縣市行政區的
精神醫療資源介面，提供一個簡便又免費的
平台，增進民眾對於憂鬱和自殺風險的心理
健康知能。
自殺防治也是目前正在發展的App主題

好友之協助；建立安全環境 (如自殺工具
之管理)。
5. 「放鬆技巧」乃藉由App功能之引導，讓
使用者自我學習透過正念呼吸、冥想、遊
戲、規劃社交活動等方式，達到轉移注意

之一，全球每年將近80萬人死於自殺，更

力、壓力管理、及時放鬆紓壓等目的以緩

是年輕族群(15-29歲)的第二大死因 (WHO,

和情緒。

2017)，因應策略刻不容緩。研究指出，在
Android與iOS App store平台上以「自殺」
(Suicide)、「蓄意自我傷害」(Deliberate
Self-Harm)為關鍵字搜尋，共統整出123個與
自殺相關的應用程式 (Larsen et al., 2016)，
表一列出幾個近期發展的應用程式供參。這
些應用程式的主要功能可歸為五大項：「衛
教資訊」、「緊急按鈕與附近資源」、「安
全計畫」、「放鬆技巧」、「線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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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舉兩個App的例子作為說明：第一
個例子是由美國國防部與國家遠距照護暨
科技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elehealth &
Technology)所開發的Virtual Hope Box，它
是建立「放鬆技巧」的代表應用程式，藉由
個人收錄照片、影音建置個人的「希望盒
子」以及舒壓方式(如冥想、肌肉放鬆)或問
題因應策略(詳表一)，透過治療性原理協助
憂鬱或自殺傾向的患者導正負面情緒，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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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義 (Bush et al., 2017)。第二個例子

自傷，然而，這一類的發展正面臨著一些挑

叫做ibobbly，它是第一個針對澳洲青年原住

戰。雖然已有上百個應用程式在市面上供

民所設計，主要功能在於辨識「自殺意念」

人下載，但有經過實證研究者卻是少數。此

和「自殺行為」的隨機對照研究試驗 (Tighe

外，目前仍缺少相關的App使用管理與評值

et al., 2017)，ibobbly包含三個模組和三項

規範，引發一般人對應用程式品質之疑慮，

自我評估，使用者可以透過個人統計圖表追

多樣化的商品反而導致使用者不知如何選擇

蹤自我進展的歷程，同時為了符合低識字水

; 再者，應用程式之使用背後的資訊安全議

平，所有文字都搭配語音和圖像輔助，並以

題更值得探討，例如：透過行動科技所搜集

遠距方式教導使用者調節情緒，提高使用者

的大量資料，是否可以作為研究目的？若答

自我內部的察覺 (Tighe et al., 2017)。ibobbly

案是肯定的，該如何監管這個過程。如果以

也協助使用者設立小而可達成的目標，以培

匿名的方式搜集，是否就不涉及個人同意和

養正確的價值觀生活，研究結果指出ibobbly

保密的問題呢？一連串的問題仍待討論，唯

對於心理困擾患者是可行且有效的。整體

有以安全、尊重個人隱私為前提，才能在商

而言，自殺防治應用程式的功能展現自我幫

業利益、醫療研究、政府管控中，找到平衡

助的精神，使用者能自學相關知識，培養放

與立足點。若能在實證基礎與實務應用並重

鬆技巧，並建立安全計劃，當緊急狀況發生

之發展下有效運用App資源，讓民眾與醫療

時，能及時善用資源。

更加緊密配合，相信行動科技於心理健康及

自殺防治應用程式提供創新的方式，

自殺防治的應用，有著令人期待的前景。

協助個人自我照顧、調節情緒和預防自殺或

表一、自殺防治相關應用程式(App)整理列表

App應用程式© 年份 國家
CrisisCare

主要功能

2016 美國 A. 青少年模式
1. 自我調節技巧 “
( My Skill”)：打電話給可信任的人/放鬆/大笑
/做其他事情
2. 尋求協助 “
( Help Me Now”)
B. 家長模式
1. 指導撇步 “
( Ways to Help”)：傾聽/教導調適方法
2. 指導家長如何協助
3. 尋求協助 “
( Get Help Now”)：打給911、青少年治療師

Therapeutic

2016 美國 一個節奏快速的2x2配對遊戲，每次花1-2分鐘來玩，隨著時間的

Evaluative

推移，它可以改變你對某些事物的感受，反過來又會改變你的行

Conditioning

為。旨在改變某些因素可能增加非消極性自我傷害（例如自我切

(TEC)

割）和自殺行為的風險。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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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應用程式© 年份 國家
DBT Coach

主要功能

2016 美國 DBT Coach的首頁會詢問使用者有什麼需要協助（如：改變目前
心情、增進人際關係），每個選項對應於不同技能培訓的模組。
使用者選擇一類別後，會詢問更具體的問題，協助他們確定最有
效的技能。使用者透過DBT Coach學習後，需回答一個關於技能
是否有幫助的問題，同時DBT Coach也會給予不同的回饋（如：
做的很好，繼續加油！）。

MYPLAN

2017 丹麥 1. 我的症狀(My Symptoms)
挪威 2. 策略與解決方法(Strategies & Solution)
3. 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 contact people)
4. 附近資源：醫院急診(ED)
5. 生命線(Lifeline)/ 兒童專線(Children’s Hotline)

Virtual Hope

2017 美國 1. 提醒我(Remind Me)：自我建置照片或影片，以視覺提醒方式增

Box (VHB)

進個人希望/存在感
2. 分散我(Distract Me)：數獨拼圖/相片拼圖/拼字遊戲/麻將
3. 激勵我(Inspire Me)：激勵人心語錄
4. 緩和我(Relax Me)：控制呼吸/肌肉放鬆/冥想
5. 調節工具(Coping tool)：輸入問題情境、情緒症狀、及實用的個
人因應技巧
6. 支持聯繫(Support Contacts)：建置緊急聯繫親朋好友或團體組
織的電話

ibobbly

2017 澳洲 1. 辨識想法(Identify thoughts)：如自殺行為、意念
2. 調節情緒(Regulate Emotions)： 正念/接受/自我舒緩
3. 立下小目標(Set Small Goals)

app

2017 韓國 1. 應用程式簡介(Introduction of application)

(unknown

2. 基本資料( Demographic data)

name)

3. 憂鬱量表(CES-D screening)
4. 自殺行為問卷修訂版(SBQ-R screening)

BeSafe

2017 英國 1. 數位安全計劃(Digital Safety Plan)
法國 2. 資源告知(inform them resources)
3. 引導使用者至最佳資源與決定(direct users to the best resources
with a decision)
4. 建立個人求助計劃(create a personal “get help” script)

Backup

2017 比利 1. 我的BackUps：個人社交聯絡網/聯絡人
時

2. BackUp 盒子：希望盒子（協助有自殺意念的人們導正負面情
緒）
3. BackUp 卡片：調節策略
4. 我的BackUp 計劃：安全計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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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2017 西班 A. 臨床人員端模式：可瀏覽「電子化個人健康記錄(electronic
牙

health record, HER)」，包含基本資料、診斷、用藥記錄、生
命徵象等
B. 病人端模式：「生態瞬間評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1. 今天心情好嗎？（包括吃飯與睡眠、幸福指標等問題）
2. 一般健康問卷
3. 自由書寫空間

*備註: 上表所列均為免費且具實證資料之App範例，以下列出尚無實證研究之自殺防治相關
App：On track again, Stay Alive, Relieflink, Ask & Prevent Suicide, Hello Cruel World, Operation
Reach Out, My3app, A friend asks, Suicide? Help!, Talk Life, Suicide Safety Plan and MoodApp,
Guard Your Buddy, Ready Guard, Ready Airman, SuicideSafe, Together Strong, We Ca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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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junct to treatment for suicidal and
self-Injuring individuals with borderline

貧窮議題與自殺問題

personality disorder: A preliminary

貧窮，通常代表極度不足，也就是一般

evaluation and challenges to client

生活情況非常困難、資源短缺，目前我國官

utilizatio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方界定貧窮的低收入戶係以收入與資產的概

13(4)280-288. doi:10.1037/ser0000100.

念做為貧窮門檻的劃分標準。造成貧窮的因

18. Robinson J., Hetrick S., Cox G., Ben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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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n online intervention among

制度不完善)等(沈姍姍，2006)。

school students at risk of suicide. BMC

將貧窮當成一種社會現象與問題，貧窮

Psychiatry,14(155). doi: 10.1186/1471-

對於人們的健康、生活、教育、經濟、社會

244X-14-155.

等皆造成不小的衝擊。貧窮問題是否影響自

19. Tighe J., Shand F., Ridani R., Mackinnon

殺率呢？自殺的成因複雜而多樣，包含心理

A., Mata N. D. L., Christensen H.(2017)

學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

ibobbly mobile health intervention

係因素、精神疾病、身體疾病及生物體質因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n Australian

素等。Whitley等人研究英國的自殺率與貧窮

Indigenous youth: a pilot randomized

呈現正相關(Whitley E, 1999)。而我國的研

controlled trial. BMJ Open, 7, e013518.

究顯示(游舒涵等人，2007)：(1).貧窮率與以

doi: 10.1136/bmjopen-2016-01351.

下因素呈現正關聯：男女性自殺率、高失業
率、低勞動參與率、高離婚率、高獨居率。
(2).越高的貧窮率會增加男女性的自殺率，
尤其是男性自殺率更容易受貧窮的影響。
(3).就年齡層而言，貧窮造成25歲到64歲的
青壯年人口有更高的自殺問題。25歲到64歲
之青壯年人口自殺率受到貧窮等社會因素比
其他年齡層顯著，主因青壯年族群是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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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對於社會的參與及家庭的影響最

生、社會工作人員、基層醫療院所增加對於

巨。英國的Rezaeian等人研究發現社會剝奪

貧窮族群的關懷與評估，假如其合併出現其

指數如失業率及貧窮率與青壯年自殺率強烈

他相關的危險因子如罹患精神疾病或嚴重內

相關，但和老年族群的相關性就降低許多了

外科疾病、惡化經濟因素、重大壓力、家庭

(Rezaeian, 2005)。

問題，則需要積極介入以減少可能的自殺行

一般而言，貧窮族群的自我傷害與自殺

為，例如：讓罹患精神疾病或是嚴重內外科

除了讓個案喪失生命外，對於整個社會與家

疾病的患者能夠得到積極治療、提供適宜的

庭的影響巨大，惡化任何原本存在的問題，

社會救助。

甚至可能造成貧窮的世代循環，貧窮族群的
自我傷害與自殺問題也極需大家的重視。

體貧窮族群。以社區鄰里及社福機構為基礎

經查閱最近這幾年的研究文獻，以下的

辦理社會救助，例如：政府對於老人的多項

研究比較少：有關貧窮族群的自殺危險因素

關懷照顧措施、低收入戶的生活費用補助、

的探討、貧窮族群自殺的衝擊，這可能也是

健保的普及與完善照護、對於低收入戶醫療

目前與未來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藉以上這

費用補助、媒合社會福利協會的幫助，這些

些研究，期盼更能了解貧窮族群在自殺防治

社會救助的消極目的在於安貧，積極的目標

上可修正的危險因子，也希望了解自殺的後

是脫貧、協助低收入戶能自立。另外，就公

續衝擊，更能提升社會大眾對於自殺防治的

共衛生觀點，改善25歲到64歲青壯年人口

重視。

的社經狀態(如增加就業、減少離婚率、增

貧窮議題的自殺防治策略
貧窮議題的自傷與自殺防治，將分為
三個主要層面擬定相對應的方案，分別為指
標性(indicated)、選擇性(selective)與全面性
(universal)三大自殺防治策略。
指標性自殺防治策略是針對貧窮族群有
過自傷或自殺未遂之高危險族群，積極施予
精神醫療評估、藥物與心理治療，並提供緊
急應變資源與個案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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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再度的自殺行為。

17

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中，其對象為全

加社會支持)可為減低近年來青壯年自殺問
題的策略選項。余麗華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
強化支持家庭(例如：經營良好婚姻、增加
家庭的凝聚力)的保護效果大於經濟因素(例
如：失業率、所得不足)的危害性 (余麗華，
2012)，其建議：(1).強化家庭的社會支持功
能、強化家庭結構，讓每一個人在家庭單元
內均可以直接得到自殺防治的保護效益；
(2).著重於強化家庭的社會支持功能，而非
僅增加經濟上的社會救助。強化低收入家戶
的社會網路，提供情緒支持與求助管道，例
如鄰里長與家人持續擔任社區自殺防治守門

選擇性自殺防治策略中，因為貧窮原就

人，並加強關心社區內獨居或較少社交活動

是自殺的重要危險因子之一，讓社區公共衛

之低收入戶族群，結合社區醫療資源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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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單位，形成網網相連之自殺防治網絡。

自殺防治動態
與經驗分享

重生的轉折點

貧窮已是一種社會現象與問題，貧窮

何志翔
金門醫院 自殺關懷訪視員

問題明顯增加自殺率，貧窮族群的自我傷害
與自殺對於整個社會與家庭的衝擊巨大，大
家需要重視與協助貧窮族群的自我傷害與自
殺問題。貧窮議題的自傷與自殺防治，以指
標性、選擇性與全面性三大自殺防治策略進
行。尤其在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中，對於貧
窮族群的適當社會救助、強化支持家庭、啟
動社區的自殺防治守門人的關懷網絡，都是
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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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或許是妳重生最適切的轉折點。

靠著老公依然三萬多的薪水，很勉強只夠我

妳應不知妳帶給我的經歷與體悟，我

們一家三口過日子。更讓人沮喪的是，雖然

只能給予妳傾聽與陪伴，而妳卻給了我人與

工作多年，身上略有積蓄，但我們買不起房

人之間最值得珍惜與最寶貴的信任感。祝福

子，也沒有好的環境讓小孩好好成長，只能

妳！感謝有妳！

住在跟同事合租的地方，還要擔心寶寶在哭
的時候是否會吵到同事休息……
當了媽媽以後，我很能體會那些個案拚
了命想要在小孩跟生活中努力掙扎求生的感
受，比他們幸運的是，我的老公很願意努力

工作、家庭與自殺

學習當個好爸爸跟好老公，分擔照顧小孩的辛

林加雯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 關懷訪視員

苦。不然以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搞不好我也很
有可能變成下一個難搞的個案也說不定……

從事這份工作算起來也要邁入第七個年
頭，很幸運的在這幾年裡，還清了學貸、幫
忙負擔家中經濟壓力、遇到了人生伴侶、懷
孕有了孩子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從業以

在他死了之後
凃沛璇

來的心得。
工作，對我而言不過就是為了糊口而
必須做的事，而剛畢業的我正好有機會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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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中榮總 自殺關懷訪視員
現政大社工所 研究生

自殺關懷訪視員，這份工作的收入對大學畢

在剛進入這行的時候，就曾聽過前輩

業生來說也不算少了。每個月省吃儉用，心

分享服務過的個案自殺身亡的經驗，而前輩

裡想著終於可以幫忙家裡還掉一些債務，經

們通常會先替新進人員打預防針，從事自殺

濟壓力一條一條的解決，也在職場上認識了

防治業務，就難免會遇到個案自殺身亡的

現在的老公，兩個人很開心的規劃未來的人

情況，我當時也將前輩們的耳提面命記在心

生：結婚跟生小孩。

裡，就怕那天來臨後，會措手不及。

雖然我並不是個追求物欲的人，卻也沒

其實不止一次，我想從事此業務的人員

想過有了孩子以後一切都這麼的不一樣。養

都曾遇過，個案在你面前，訴說著比八點檔

小孩最可怕的就是需要錢，很多很多錢。俗

還諷刺的人生，更諷刺的是戲劇的結局都會

話說，小孩會自己帶財路，這句話我想是拿

來個惡有惡報，好人最終得到遲來的正義，

來安慰父母有得吃不會餓死就好的。小孩沒

而現實人生中，個案卻一路走向了死亡。

人可以幫忙帶的話，只能自己來，但育嬰津

「下輩子投胎到健康的身體吧，不要再

貼的六成薪只有六個月，之後等同沒收入；

受憂鬱症所擾了。」「下輩子不要再為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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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這樣折磨自己了。」「這一世，來不及
的，就讓他來不及吧」我在未服務過卻已死
亡的個案靈堂前，舉香時，默默悼念著，這
些聽起來像祝福，但又不太像的話。
直到遇見那位多次進入自殺系統的個
案，他發病多年來在醫院多次進出，在多次
電話聯繫，但拒絕家訪的情形之下，終於，
願意讓我去醫院探視她。
他看起來很年輕，但氣色不太好，他
說，其實他打從心裡覺得沒有人能夠幫助
他，不論談了多少次，談了多久，儘管當下

自殺統計解析

2016 年自殺死亡數據
2016年自殺死亡人數計3,765人，粗死亡
率每十萬人口16.0人，較2015年上升1.9%，
位居國人死因第12位。以世界衛生組織
(WHO)標準人口計算，2016年標準化死亡率
為每十萬人口12.3人，為WHO定義之中度自
殺盛行率區域。男性自殺死亡人數2,559人，
粗死亡率21.8人；女性自殺死亡人數1,206
人，粗死亡率10.2人。

情緒能稍微舒緩，但睜眼後卻仍需面對永無

各年齡層之自殺死亡人數及粗死亡率分

止盡的治療，對於身體漸漸退化也感到相當

布：「14歲以下」6人，粗死亡率0.2人，與

無力，至於我能給的情緒安撫，似乎更應證

2015年相同。「15-24歲」209人，粗死亡率

了個案的假設—大家都無能為力，在最後的

6.8人，與2015年相比人數增加26人，粗死亡

談話裡，因個案仍繼續接受治療，我匆忙的

率上升15.3%。「25-44歲」1,173人，粗死亡

遞了名片，向個案表示很願意提供協助，個
案也接下了名片。
然後，下一次，再接到個案的消息，
就是他已自殺身亡的消息，我怔怔地看著通
報單，看著他自殺身亡前的種種跡象以及最
後被發現死亡的地點，一時難以回神，才
發現，儘管明白這些個案總會有幾個會離我

率16.1人，與2015年相比人數增加8人，粗死
亡率上升1.3%。「45-64歲」1,401人，粗死亡
率20.1人，與2015年相比人數減少23人，粗死
亡率下降2.4%。「65歲以上」976人，粗死亡
率32.3人，與2015年相比人數增加79人，粗死
亡率上升3.5%。

而去，也設想也許個案離開人世或許是種解

自殺方式前三位依序為「吊死、勒死及

脫，但面對一條生命的逝去，所感受的複雜

窒息之自殺及自傷」(1,185人，31.5%)、「以

情緒卻沒想像的那麼中簡單。

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912人，24.2%)

這次我沒有機會去參加他的葬禮，家屬

及「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

也被迫推上繼續生活的軌道，拒絕了後續的

(703人，18.7%)。男性自殺方式前三位為「吊

關懷，個案的人生停留在自殺身亡的那刻，

死、勒死及窒息之自殺及自傷」(32.6%)、

而我們這些自殺倖存者，因現實生活的壓

「以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27.9%)

力，不得不將疑惑、憤怒、難過放在心裡，

及「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

才明白當初所想的，這一世，來不及的，就

(17.2%)。女性自殺方式前三位為「吊死、勒

讓他來不及吧，這句話，哪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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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統計解析

死及窒息之自殺及自傷」(29.1%)、「以固體

有自殺想法者不太會尋求幫助，而民眾遇到

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21.7%)及「由

求助者仍為數不少不知如何幫助。

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17.0%)。(粗死亡率及
標準化死亡率單位為每十萬人口)。

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對自殺防治工作幫
得上忙，但民眾知道「自殺防治有諮詢專
線」、「自殺防治守門人」及「心情溫度
計」均有下降趨勢，與民眾近一年看過或聽
過自殺防治相關資訊降低有關，宜善用電
視、網路及報紙媒體宣導「自殺防治守門

2017 年度電話調查

人」相關資訊，讓民眾對自殺防治有正確的
認知，成為自殺防治的第一防線，進而協助
週遭有自殺想法的親友，轉介專業資源，進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每年針對全國15歲以

而降低自殺行為的發生。

上民眾抽樣進行「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認知
與行為調查」，今年於6月22日至7月21日間
訪查2,098位民眾。調查結果顯示，透過心情
溫度計(BSRS-5)檢測，有情緒困擾的受訪者
佔6.5%，推估台灣約有132.8萬人有情緒困
擾，較去年調查結果為高。有情緒困擾的受
訪者中有41.3%的人曾認真地想自殺，8.1%曾

2017 年 1-8 月通報個案
特性分析

有自殺行為，但僅35.2%曾求助於醫療院所，
顯示需多加強教育宣導，增加民眾求助意

自殺通報為20,401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願。
61.5%民眾認為台灣自殺問題嚴重，但認
為嚴重已逐年減少；6.7%民眾表示過去一年
中有人對他透露過自殺念頭，為歷年調查新
低。有自殺想法民眾當下僅17.3%求助，以求
助親朋好友居多(9.1%)，其次「心理諮商輔導

21

截至2017年9月10日統計，全國1-8月

加6.6%，通報比(通報人次/去年同期死亡人
數)為7.7，分案率為100%，分案關懷率為
99.5%。通報單位類型，以「醫療院所」為最
大宗(85.1%)，其次為「警消單位」(9.2%)及
「衛生局所」(4.7%)。

專線或機構」(4.0%)，民眾遇到親朋好友向其

分析2017年1-8月自殺通報個案特性，

透露過自殺念頭時，有53.8%表示會和對方談

女性為男性的1.7倍；整體來看通報最多的

一談他對自殺想法，34.5%會轉移話題，顯示

年齡層為35-44歲(24.3%)，其次為25-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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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排名第三為45-54歲(16.9%)。

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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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占率最高，其次為

◆ 世界自殺防治日系列活動
―單車繞世界

「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7.4%)，排名第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

三為「由其他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

殺防治中心響應國際自殺防治協會(IASP)今

(6.9%)。以性別分析，男性以「以固體或液體

年推行之世界自殺防治日「單車繞世界」活

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43.4%)為最多，其次

動。今年呼應世界自殺防治日主題「關鍵

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21.6%)，排名第

一刻，扭轉一生」(Take a minute, change a

三為「由其他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

life.)，透過全球串聯，大家一起來騎腳踏車

(11.1%)；女性之自殺方法排名以「以固體或

繞世界，目標是募集到環遊地球一圈的里程

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55.1%)為最多，

數(40,075公里)。

其次為「切穿工具自殺及自傷」(30.9%)，排

本次活動於9月9日(六)與中華民國自行

名第三為「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5.3%)。

車騎士協會共同舉辦「北海岸鐵馬騎跡深度

整體分析自殺原因(除「不願說明或
無法說明」外)，以「情感／人際關係」
(45.8%)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
濫用」(37.1%)，排名第三為「工作／經
濟」(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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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
濫用」(33.9%)，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13.8%)；女性之自殺原因排名與男性相同，
惟占率略有不同，以「情感／人際關係」

遊」，共有3百多位民眾共襄盛舉，累計里
程數至少已經達到一萬多公里。
以及在9月16日(六)舉行Light up Taiwan
臺灣燈塔極點慢旅七股國聖港挑戰&騎遊，
共有436位民眾參與，累計里程數已達2萬多
公里。
除了參與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的
單車活動，也有利用空閒時間自行騎車的民
眾踴躍參與，上傳里程數將近一千公里。這
個活動由全世界的人們共同參與，透過個人
與團體的單車活動提升大家對於自殺議題的

(51.3%)為最多，其次為「精神健康／物質

注意，一方面可促進身心健康，一方面分享

濫用」(39%)，排名第三為「工作／經濟」

「自殺是可以預防的」這個訊息，向全球宣

(7.6%)。

揚自殺防治的重要性。
「關鍵一刻，扭轉一生」在遺憾發生之
前，只要我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付出關心，
都有可能在關鍵的時刻，帶給他們力量，扭
轉他們的人生。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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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 與中華民國騎士協會於台南舉辦「國勝港燈
塔騎動儀式」
‧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與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共同舉辦「北海岸鐵馬騎跡深度遊」活動，向
民眾宣傳珍愛守門人理念與推廣心情溫度計

‧ 於台南七股向騎士宣傳珍愛守門人理念並推
廣心情溫度計

◆ 強化縣市自殺防治
―高風險與實務督導訪查
自殺防治策略，除了需要中央引領設立
防治原則以外，同時需要聯合縣市在地化，
‧ 騎乘騎士參與「北海岸鐵馬騎跡深度遊」出
發合影

因應不同地區狀況設立不同防治辦法，因此
本年度中心分別篩選高風險縣市以及自殺數
據排名較前縣市，聯合當地衛生局、自殺關
懷訪視員、督導、醫事人員，共同針對當地
自殺防治措施深耕討論，達成中央與地方網
網相連降低再自殺率。

‧ 於基隆市議會，聯合衛生局及全國自殺防治中
‧ 藉由極點慢旅活動召集騎士一同募集單車繞
世界里程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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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與生、死為伍
的日子
朱雲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研究生

‧ 於台南市衛生局林森辦公室，辦理高風險縣市

一直以來跟自殺防治都有著一種緣份，

訪查

無論是大學畢業擔任自殺關懷社工，還是讀
研究所時在安心專線擔任接線志工，在那段
與生、死為伍的日子裡，聽過許許多多不一
樣的生命故事，每個人都有著各種不同的理
由與苦衷，期待可以被理解，漸漸從中理解
到，往往人們想要結束的不是生命而是在主
‧ 於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辦理自殺關懷訪視

觀中永無止盡的痛苦。

員實務督導現場

剛開始作為他人生命的傾聽者，「我覺
得我已經撐不下去了」「我很想就這樣一睡
不起」「只有自殺才能解決」這些字句從電
話的那一頭傳來，都讓人感到緊張和擔心，
要如何判斷危機的程度，是相當大的考驗，
輕忽或是誇大嚴重性，對於現況都沒有太大
‧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李明濱（右二）、吳佳

的幫助，當下除了穩定自己的心情，安撫對

儀副執行長（右一）前往雲林縣衛生局與第

方情緒外，冷靜地從對話中蒐集資訊成了幫

一線關懷訪視員針對工作困境做實務討論

助自己更清楚下一步該做些甚麼的重要指
標。
除了評估外，更重要的在於，我們是
否能更貼近、同理對方的內在世界及處境，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可能遭遇低潮，實質的幫
助是需要的，然而可以被理解的感受，往往
可以帶來延續生命的勇氣，放下「我真的能

‧ 於台東縣政府第一會議室，(左二)全國自殺防
治中心李明濱主任回應關懷訪視員所提出問
題與困境

夠同理對方的痛苦嗎？」、「我能夠做些甚
麼讓對方好一點嗎？」的擔憂，給予「我願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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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理解你」、「我會試著支持你、陪著你」

一、 同理陪伴，不要批評與責備對方

的支持，反而是更加重要，當被理解、同理

自殺者並非不想活下去，而是他找不

足夠，才有機會看到困境中的新方向與可能

到解決痛苦的方法，他們似乎覺得只有死亡

性。

才能結束他的痛苦。他想結束的是痛苦，而
當可能性出現，希望感也就隨之產生，

不是自己的生命。自殺者生命的苦，不是

訂定可以達成的目標與計畫，但並非給予建

我們可以幫他解決的，但好好聆聽他所遇到

議，而是陪同一起討論達成的可能性，一項

的痛苦，看到他在痛苦裡的掙扎與努力，是

一項逐步達成，將想法化為實際行動、增加

我們可以試圖去做到的。許多時候，靜靜聆

成就感，漸漸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模式，脫離

聽，安靜的陪伴，溫暖的擁抱對他們就很有

痛苦不再是遙遙無期，這樣的過程有時就在

幫助。千萬不要跟他們說「想開一點」、

一通電話中完成，有時長達一整年，但不管

「幹嘛這麼想不開」等等的話語，改以「我

時間長短，留在我心中的是每一個靈魂面對

相信那一定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很不好

生命，永不放棄的堅強和韌性，也因為這些

受」，這樣的表達都是較具同理心的。

深刻的感動，支持著我繼續走向助人專業的

二、 透過專業，減低自殺意念

道路。

自殺者的情緒常常起起伏伏，甚至可能
已經罹患了心理疾病。此時已不是勸說或是
陪伴可以協助，請尋求專業的協助。許多免
付費的社會服務資源可以利用，例如「1980

談面對自殺者心理壓力
與處遇
鍾瀚陞
諮商心理師
死亡對許多人來說，是一件充滿恐懼與
壓力的事情。當自己身邊的朋友或家人有自
殺的念頭與行為時，常常會引發我們的焦慮
與擔心。而這些情緒，也讓我們與有自殺意
念或自殺行為的朋友家人相處時，感到極高
的壓力，處於極度煎熬的狀態。
當我們面對有自殺意念與行為的朋友家
人時，我們可以為他們與自己作些什麼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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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熱線」、「1995生命線」、「觀音
線」等等，這些專線都可以提供許多專業的
諮詢服務。若遭遇狀況危急之時，甚至可以
撥打110請警察協助，將自殺者強制就醫，
以確保自殺者的生命安全。
三、 穩定自己，渡過壓力的風暴
陪伴想自殺的家人朋友是一條漫長艱
辛的過程，尤其當自殺者不斷以死作為要脅
時，承受的心理壓力更是龐大。因此先照顧
好自己的身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把照顧自殺
者的壓力讓其他家人朋友一起分擔，甚至讓
專業資源來協助你能夠喘息，如此才不會讓
自己的健康也賠上了。

陸
面對陰影，才知道陽光
在哪！不害怕看見傷
痛，傷痛才能被療癒

交流園地

聯合公園主唱查斯特的死訊在網路上瘋
傳，各種哀悼文章、新聞連結大量轉發，其
中也不遑有各種言論出現，指責自殺的人是
最自私的人，但這些出言指責的人又何嘗知
道，每個看似堅強的人心中，都可能有著不

許自蕙
實習心理師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為人知、極其脆弱的一面。
他的兒子用他唱過的「玻璃城堡」關心
他、提醒他，給他加油打氣，無奈他還是帶

《Linkin Park－Castle Of Glass玻璃城堡》

著心中的傷離開了，就像歌詞中寫的：「在

部分歌詞

這炫目的夢境中，帶我回家吧！穿過那些我

Bring me home in a blinding dream

已知曉的秘密，洗淨我身上的無盡憂傷，告

在這炫目的夢境中，帶我回家吧

訴我如何找回完整的自我，因為我只是這玻

Through the secrets that I have seen

璃城堡上的一條細微的裂縫，無法留下任何

穿過那些我已知曉的秘密

能讓你察覺的痕跡」。

Wash the sorrow from off my skin

在我的諮商工作中，遇過的自殺個案，

洗淨我身上的無盡憂傷

外表多帶給身邊的人一種堅強、溫暖，甚至

And show me how to be whole again

積極、有能力的感覺，在沒有被親友舉報，

告訴我如何找回完整的自我

請求外援協助的時候，沒有人真正知道，原

Cause I'm only a crack in this castle of glass
因為我只是這玻璃城堡上的一條細微的裂縫
Hardly anything left for you to see
無法留下任何能讓你察覺的痕跡..

來他的心中藏有這麼多苦悶、傷痛及抑鬱在
心底。

【談自殺行為的內涵】
人生在世，不免有各種起伏、波折，一
個正常的人遇到困難、挫折，出現失落、傷

Cause I'm only a crack in this castle of glass
因為我只是這玻璃城堡上的一條細微的裂縫
Hardly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be
幾乎沒有任何我需要的東西
如果一個曾經遭逢重大生命傷痛的人，
又遇至親好友因自殺離世，這時候會出現哪
些情緒或反應呢？身邊的親友又能如何提供
協助？

心、憤怒等都是正常的情緒，終究這些情緒
會過，但若遇到這些過往不斷繚繞時，任何
嘶吼、吶喊都無法擺脫、排解那些過去的陰
影時，這些情緒、壓力便可能累積到一個大
過於個人可以承擔與負荷的情形。
然而，當一個人到了需要以自殺來解脫
所有人生苦悶時，象徵著當事人身上同時有
著「挫敗」、「無處可逃」、「無計可施」
第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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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情境，此時有機會望見、陪伴的你/妳，

邊親友、自己兒子的溫情呼喚，選擇在好友

莫再向他們說：「要堅強、別難過、別傷心

的冥誕那天離世，也彷彿他期望能夠與好友

煩惱」。

在天上相聚，無法甚至無力再看見其他解決

如果難過、悲痛等這些曾經的傷可以遠
離，如果能夠說不難過就不難過，誰還想留

【身旁的人可以怎麼做】直接和對方談論傷

下呢？又是什麼原因，讓同時有名有利的查

痛與難過

斯特在新專輯剛出、準備巡迴演唱的前夕仍

在我的人生際遇中，除了自傷者亦遇過

然選擇結束？或許能夠從自殺者的常有特質

試圖自殺被通報者，而與他們相處時，純粹

去從中了解：

秉持著一顆正向且滿懷關心的心。

1. 自己的無能為力（思考二元化）：
對事物的評價與看法，只有絕對的對

回想這些經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回
憶是年輕時，一位朋友曾經神色慌張地從教

錯、黑白，沒有中間的灰色地帶。

室走向廁所，我抬頭看見朋友時發現對方的

2. 困在自己的框框裡（認知僵化）：

姿勢和動作有異，立刻把手邊的事情拋下衝

傷痛太痛了，要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是
有困難的，認知能力變弱。
3. 只 關 注 到 那 些 負 向 經 驗 的 記 憶 （ 記 憶 障
礙）：

了過去，那教室到廁所的沿路血滴至今想起
仍怵目驚心，但最讓我心疼的是，對方的慌
張與流淚無關自己的傷，而是擔心我們發現
他狀況時的擔心。那段時間，我自己去藥房

會想自殺的，在高度壓力與緊張狀態

買尋覓適合傷口大小的ＯＫ蹦、藥水，連續

下，只會把感受聚焦在某些過往傷痛，而

幾天親自去找朋友為他上藥，陪著對方打哈

無法考量現在的。

哈，不強迫他談不想講的事情，但只要他願

以查斯特去世後的相關新聞推論，他在

意說的，我都願意聽，這段歷程中我嘗試透

朋友克里斯康奈爾去世後的表現不像是原來

過穩定的陪伴，讓他清楚知道，當他有需要

的他，將近２個月的時間親友看得見卻靠近

時我都在。

不了他的傷心，或許我們可以解釋如下：

27

的可能性。

這段陪伴朋友的時間裡，她的身體從

知心好友自殺去世，對查斯特而言，是

僵硬到放鬆，神色從緊張到從容，漸漸我們

否象徵著若最惺惺相惜的朋友都走了，這世

的對話也開始能夠開起玩笑，有次朋友向我

界上還有誰能發現，還有誰能了解，他心中

說：「都是妳啦！妳看我的傷口都縮水變小

微不足道的傷痛。他的嘶吼、咆嘯和獨特嗓

了」，語畢，我們都笑了。我知道，他心中

音，成為一首首時代情緒宣洩的出口，但他

的傷好轉，開始重新充滿力量了。

心中情緒真的隨之消散了嗎？在重度的傷慟

或許有人覺得，不是專業的助人工作

之下，他失去了反應能力，沒有辦法回應身

者，很難去同理別人，但如果你／妳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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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學生們談自殺防治

懷對方。
真誠不強迫，就是最好的陪伴。
請多多關心身邊的人，以下為自殺防治

黃奕瑋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口訣：
一、【 1問、2應、3轉介】
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適當回應與
支持陪伴、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
二、【看（觀察）、聽（傾聽）、轉（轉
介）、牽（牽起保護網）、走（陪伴走
過）】
多關懷身邊親友，能夠即早從對方
的言行舉止、情緒等發現潛在風險；能
夠向對方表示關心、多傾聽與支持；協
助轉念及正向思考，不批評、不否定；
不一個人苦撐，協助建構人際網絡，牽
起人際或社會資源網；邀請對方一同出
去，無論是換個環境出遊或簡單的散
步，轉移注意力。

那一年，我以實習諮商心理師的角色進
入了大學的學生諮商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
全職實習，直接開始學習和面對大學心理輔
導工作的三級預防業務，其中包括了自殺防
治的理念宣導，我想當時進班級宣導是我最
初的經驗。
宣導是新生施測時所搭配的小主題，即
是利用施測完的一小段時間去做分享，在時
間被壓縮的情況下，其實能夠傳達的東西不
多，但我會利用僅有的片段時間，去傳遞我
覺得重要的事情，其中，我覺得重要的是有
關自殺的迷思，我認為在現在的社會上，還
是存在著許多對於自殺這個議題的迷思，我
希望讓他們有機會可以理解這些概念。
關於在片段時間中分享的內容，主要
有兩個關於自殺的迷思，一個是求救，另一
個是想自殺的原因，很多人會以為有把自殺
意念說出口的人就只是無病呻吟，只是說說
而已，但其實不然，很多研究都指出有一定
比例的人在自殺前會表達想自殺的想法，這
時候如果聽到的人只是隨便敷衍過去，就可
能會錯失他的求救訊號。另一個是想自殺的
原因，一般人其實不理解想自殺的人在想甚
麼，以為他們就是真的想結束生命，但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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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想自殺的人，只是因為太痛苦了、覺得

們相關的周遭故事為出發點，會是和他們產

遇到的事情太困難了，才讓他們有想要輕生

生連結的方式。台下大部分的大學新鮮人，

的念頭，他們想要結束的並不是生命本身，

他們應該常常可以從新聞媒體上看到相關的

而是想讓痛苦的感受結束，這點常常是很多

新聞，甚至其實新聞上有時也會出現校園中

人不理解的。

有學生輕生的報導，但我猜想他們還是覺得

而要讓台下的學生願意聆聽台上的人所

自殺這個主題和自己毫無瓜葛，然而其實在

做的宣導，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

這個充滿壓力和壓抑的社會中，大學生周遭

本身的個性是比較害羞內向的人，所以在做

的親友或同學，或許就正處在無助與困難之

這件事情上，就會比較有挑戰一些，在經歷

中，我覺得讓學生們了解自殺的迷思，有助

那段實習之後，現在再回想，我自己反思著

於使處於自殺風險狀態的人，減少被社會大

要如何才能把這件事情傳達的更好，我想要

量的誤解與不理解，創造更友善的社會環境

宣導的人必須要先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然

氛圍，我想也是自殺防治可以更有效的方式

後再去設計出和台下大學生互動的方式，對

之一。

於我來說，我覺得用自身的經驗和找尋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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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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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理監事
當選名單

 恭禧第四屆新任理監事當選 
本會業於106年9月3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進行理監事
改選，並於9月14日完成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敬請惠予支持
與指教。

第四屆新任理監事暨理事長名單
理 事 長：李明濱
常務理事：周煌智、陳俊鶯、廖士程、賴德仁
理

事：吳佳儀、呂淑妤、周元華、張家銘、張書森、
陳恆順、黃敏偉、楊聰財、蕭雪雯、顏永杰

常務監事：呂淑貞
監

事：方俊凱、陳碧霞、鄭宇明、龍佛衛

秘 書 長：黃偉俐
(以上名單依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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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告
§ 各自殺防治需要大家共同參與，觀迎加入會員。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本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2381-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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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劃撥帳號：5008653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自殺防治網通訊 第十二卷第三期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發行人／理事長：龍佛衛

主

秘 書 長 ： 鄭宇明

執 行 長：廖士程

副祕書長：李俊德、陳偉任

副執行長：鄭宇明、張書森、吳佳儀、

執行秘書：孔祥玲

任：李明濱

吳其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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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編 輯：鄭宇明
副總編輯：李俊德、陳偉任
編輯委員：杜家興、吳佳儀、蘇柏文、陳坤波、吳永富、楊皓名、高維聰、李朝雄、黃敏偉、
黃鈞蔚、林博彥
執行編輯：李俊德、陳偉任
助理編輯：梁佳臻
編輯顧問：周元華、周煌智、陳映燁、張秀如、賴德仁、廖士程、張家銘、劉珣瑛、戴傳文
發

行：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編 輯 處：10043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0號13樓
電

話：02-2381-7995

傳

真：02-2361-8500

E - m a i l：tsos@tsos.org.tw
學會網址：http://www.tsos.org.tw
珍愛生命打氣網：http://www.facebook.com/tspc520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871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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