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自殺統計解析

自殺防治工作要覽
◆ 全國首創「社區自殺風險個案追蹤
關懷多元照護服務模式」在臺南
有鑑於自殺率逐年上升之趨勢，臺南市
衛生局於107年3月16日下午在林森辦公室舉
辦全國首創之「社區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
多元照護服務模式」記者會，社團法人臺灣
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教
授受邀出席，並有醫院醫師、診所醫師、市
府局處人員等90人參與，其中加入此共照行
列之精神科診所占全市七成五。此政策期待
透過社區內精神科診所與衛生局關懷訪視員
合作，使有自殺風險之民眾得到及時照顧，
讓自殺防治工作落實到民眾可近性更高的社
區中，提供臺南市民更好的心理健康照護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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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正確的心理健康促進觀念，亦可準確
判斷其心理健康問題。學校是最需加強自
殺防治衛教之場域，以團隊合作模式為基
礎，整合導師、校醫、學校護理師、輔導
老師、巡迴諮商心理師及社工師等，與社
區其他專業團體合作，一同守護學童們的
身心健康。
3.媒體守門人，珍愛「青」生命：媒體具有
‧ 2018.3.16「社區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多元
照護服務模式」記者會現場

教化及宣導正確觀念之強大影響力，在傳
遞資訊之餘，更需留心報導對於青少年之

◆ 青年節新聞稿發布「自殺高居青少
年死因第二位 需加強關懷」

影響，強化保護因子，或是營造具備支持
性、引導性、安全性的環境以協助青少年
度過挫折與壓力。

適逢我國青年節，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於
3月29日發布新聞稿提醒國人，關心年輕族
群的身心健康。近日傳出多起青少年自殺事
件，如何協助處理青少年情緒EQ，避免白
髮人送黑髮人的情景再次上演，一直是青少
年自殺防治的重要課題。故除了提高對周遭
因家庭、精神疾病、性格或生活壓力事件而
產生負面思想、自傷及自殺行為的青少年朋
友的關懷外，更是提供支持與陪伴，一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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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民眾有心理相關問題需要諮詢，可撥
打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0800-788-995、生命
線1995、張老師1980等心理諮詢電話尋求協
助。有效地利用身邊資源，協助自己及親友
安度難關，您也可以成為珍愛生命守門人！

◆ 第一線專業人員之自殺防治守門人
訓練全臺同步連線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於107年5月

論面對負面心情的適當紓壓管道。

19日(六)下午假台大醫院第七講堂辦理「第

1.煩惱說出口，諮詢解煩惱：一般而言，影

一線專業人員之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自殺

響青少年自傷及自殺行為的原因主要為家

防治：新知與精進」，由李明濱理事長擔任

庭、精神疾病、性格或生活壓力事件等。

主持人，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張書森副執行長

面對身處上述危險因子的青少年，應注意

以及陳俊鶯副主任擔任講師，衛生福利部

其發出的求救警訊，同時提供必要的支持

心理與口腔健康司諶立中司長亦蒞臨指導致

和陪伴，也可一同討論適當紓壓管道。

詞，與會者共約729人。

2.自殺防治在學校，一問二應三轉介：全球

本會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有5%的青少年經歷過發展、情緒或行為上

共同辦理，與各縣市醫師公會合作，在全國

的問題，但透過教育與醫療，可以建立青

28間醫院同步視訊，包括蘭嶼、綠島、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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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連江縣等離島地區，將課程推廣至更多醫
療及社會工作相關第一線專業人員，各職類
包括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等，提升自殺防治相關的專業知能與實務探
討。
本次課程內容豐富，主題包含：「自
殺防治新視野」探討全國自殺率趨勢變化、
自殺原因、迷思、警訊與探詢，並以公共衛
生角度談自殺防治議題，像是心理與環境
安全及醫療場域預防自殺；「自殺防治業務

‧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李明濱理事長邀請
雙向連線主持人與長官貴賓致詞

之精進與落實」探討自殺高風險群之辨識、

實務第一線醫療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彼

◆ Live in Hope日出健走活動—以正
面的態度，了解身心靈健康

此之聯繫與支持合作，同時建立整合性與持

「日出健走Live in Hope」活動已於5

續性之自殺高風險防治照護網。最後的「綜

月6日圓滿結束，當日總計約40人參與。本

合討論」時間亦安排主講者、主持人與與會

活動希望透過日出健走，與活動參與者一

人員提問交流，除臺大醫院第七講堂與會者

同欣賞山頂日出的美景，喚起民眾對於心理

提問，也開放雙向視訊會場學員針對課程內

健康與自殺防治的重視。本次為第三次辦理

容、實務與時事進一步延伸對話，講師們輪

活動，選擇了可以眺望臺北市美景的象山為

流回應，主持人補充說明，現場氣氛熱絡，

路線，於凌晨4點半出發，並在沿途放置象

活動圓滿落幕。

徵希望的蠟燭照明黎明前的黑暗，待眾人一

評估、關懷與處遇，以及如何增強自殺防治

齊抵達象山終點，於白紙寫下自己對未來的
期許，並一同靜待迎接美好日出的到來。健
行活動結束後，眾人齊聚享受美味早餐與交
流。期待明年能有更多民眾共襄盛舉，透過
健走擁有良好身心健康！

◆ 媒體交流：聯合報系與蘋果日報拜會
本季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計畫主持
人帶領中心專家分別於4月19日與5月10日前
‧ 2018.5.19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
練假台大醫院第七講堂辦理

往聯合報系與蘋果日報進行媒體交流拜會，
會中與報社社長、總編輯等幹部，針對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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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供之近一年內自殺事件報導對六不六要
遵循情形的統計資訊，詳加研討。持續研議

◆ 最新《輔導人員自殺防治工作手
冊》出刊

媒體對自殺事件報導六不六要原則改善方

最新自殺防治專業刊物《輔導人員自殺

式，並提出與中心建立常設聯絡窗口，以提

防治工作手冊》於5月份出爐，本手冊內容

供記者撰寫報導時參考之自殺危險因子、自

係以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之相關手冊為骨幹，

殺警訊及醫療衛生專家意見等。

編寫輔導人員與自殺個案工作之要點，包含

◆ 第二季「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社
區醫學自殺防治」PGY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持續致力於自殺防治
專業人才之培育，中心於今年第二季辦理畢
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社區醫學「自殺防治」
PGY相關課程共5場，課程內容包含國際及
臺灣自殺現況簡介、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自
殺風險評估與心情溫度計、珍愛生命自殺
防治守門人123步驟與介入技巧等。經過統
計，學員於課後參與自殺防治知能測驗，結

題，期待各場域輔導人員加以利用。
自2005年自殺防治系列手冊出版以來，
至今已陸續出版35本手冊，以下提供不同場
域、族群與相關專業人員閱讀，精進自殺防
治工作知能，實踐「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
人」之真諦。
一、自殺防治概論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1

自殺防治-專業、愛與希望

2

自殺防範指引

果平均答對比例為95%以上，顯現優良學習

19

全國自殺防治策略

成效。參與訓練學員單位、人數如下：

29

自殺防治概論

33

政府跨部會自殺防治手冊

日期

對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3月23日 忠孝院區)、臺安醫院、中
心綜合醫院、亞東醫院

人數

2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
區及宏恩醫院

1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
區及忠孝院區

22

5月09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
5月16日 區 、 中 心 綜 合 醫 院 及 永 和
耕莘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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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宣導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2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
區、新北聯合醫院、永和
4月11日
耕莘醫院、宏恩醫院及博
仁醫院
4月18日

13

自殺風險評估、處遇、倫理與相關資源等議

15

手冊主題

7

女性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11

珍愛生命守門人

12

心情溫度計

13

怎麼辦？我想自殺

16

提升人際支持遠離自殺

18

珍愛生命義工

22

孕產期婦女之情緒管理

26

殺子後自殺事件之防治

27

雨過天晴心希望

28

擁抱生命逆轉勝

三、老人族群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4

老人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25

老人自殺防治-自殺新聞事件的省思

伍
四、自殺遺族關懷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9

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

10

陪你渡過傷慟－給失去摯愛的朋友

五、自殺關懷訪視員知能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自殺防治
工作要覽

◆「國內常用自殺方式與工具之防治
策略」專文發布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依據衛生福利部委
託辦理107年度「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
企劃書內容，撰寫我國對自殺高風險個案採
取之自殺防治策略，以全面性策略為基礎，

15

關懷訪視指引

24

重複自殺個案之關懷管理

30

自殺風險評估與處遇

31

重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指引

之占率以「吊死、勒死及窒息自殺及自傷」

32

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實務

占率最高，其次為「由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

34

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

為中毒」，而後依序是「以固體或液體物質

六、醫療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提出具體國內常用自殺方式與工具之防治策
略。而分析近十年自殺身亡使用方法與工具

自殺及自為中毒」、「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
手冊主題

傷」以及「溺水(淹死)自殺及自傷」，策略

5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

6

物質濫用與自殺防治

17

以醫院為基礎之自殺防治

21

基層醫療人員與自殺防治

22

孕產期婦女之情緒管理

成為繩索吊掛點之硬體設施與工

23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與自殺防治

具。

24

重複自殺個案之關懷管理

30

自殺風險評估與處遇

七、學校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3

青少年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10

陪你渡過傷慟－給失去摯愛的朋友

23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與自殺防治

27

雨過天晴心希望

35

輔導人員自殺防治工作手冊

八、企業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手冊主題

摘要如下：
一、吊死、勒死及窒息自殺及自傷之自殺防治
(一)環境控制：檢視並移除環境中可能

(二)管理人員培訓：針對醫療院所等高
自殺風險場域，培訓具有高危個案
辨識與評估能力之人員，並增加其
輔導傾聽技巧。
二、由氣體及蒸汽自殺及自為中毒之自殺防治
(一)木炭販賣管理：輔導商店設立木炭
儲放櫃加強管制或上鎖，限制其易
取得性。
(二)標語提醒：於木炭外包裝、木炭販

8

職場心理衛生

賣架或其週邊牆面印製、張貼警語

14

失業鬱悶怎麼辦？

與求助資訊。

九、矯正機構自殺防治
手冊編號
20

手冊主題
矯正機構與自殺防治

(三)木炭購買關懷：提醒木炭販售點之
店員特別觀察與適時關心購買木炭
民眾。
第十三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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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固體或液體物質自殺及自為中毒之自
殺防治

(一)硬體安全裝置及監測：於大樓頂樓

(一)農藥之自殺防治
1.購買與管理：劇毒性農藥管理登
記、以舊罐換新農藥方式購買，
並不得販賣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
少年。
2.宣導落實：宣導農藥安全存放、
誤食後遺症、自我健康管理，並
於農藥販售據點張貼關懷標語。
3.強化緊急醫療救護與關懷：加強
醫院急診對於常見農藥中毒之處
理及急救，同時關懷區內孤獨老
農民。
(二)一般藥物之自殺防治
1.購買與管理：針對藥物管理研擬
服藥、領用藥物條例，避免讓患
者有過度儲藥的機會。
2.宣導落實：於藥局以立牌、海

張貼關懷警語、加裝警報系統與安
全網，並加強頂樓監視器監測及巡
視。
(二)緊急諮詢設施：於高樓、醫院與精
神醫療機構樓梯和屋頂設置緊急諮
詢用電話。
五、溺水(淹死)自殺及自傷之自殺防治
(一)將自殺熱點區域納入規畫設置巡邏
區。
(二)在自殺熱點或者水邊設立警告標示
以及電話，限制進入深水區域。
上述內容之全文請詳見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網站，期盼全臺各地自殺防治專業人員與
民眾瀏覽參考，一同落實「人人都是自殺防
治守門人」之終極目標。

報、單張或廣播等通路宣導自殺

◆ 活動預告：世界自殺防治日—海報
設計徵選活動

防治概念；以及與藥師公會及社

每年的9月10日為國際自殺防治協會

區藥局合作，加強縣市內社區藥

(IASP)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之「世界

局及藥師之「珍愛生命守門人」

自殺防治日」。為響應2018年世界自殺防治

繼續教育訓練。

日主題「同心協力防自殺」，今年特別舉辦

3.特殊病人用藥注意事項：慢性疼

「同心協力防自殺」自殺防治海報設計徵選

痛病人宜開立較短期處方，且最

活動，呼籲社會大眾重視自殺防治議題，邀

好由家人保管鴉片類止痛藥；憂

請大眾共同加入自殺防治守門人行列，用小

鬱症病人宜優先考慮過量較不易

小的溫馨舉動，為世界做出大大改變，一起

造成生命危險的用藥，如「選擇

用愛守護寶貴的生命。詳情請見中心網站，

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或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選擇性正腎上腺素/血清素回
收抑制劑(SNRI)」。

15

四、由高處跳下自殺及自傷之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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