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續教育專欄繼

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9》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分群分眾的運用

一、台灣自殺統計現況

87至109年全國年齡層別自殺死亡率：自殺
死亡率與年齡層呈正相關，65歲以上人口自
殺死亡率最高，接續依次為45-64歲、25-44
歲、15-24歲、14歲以下者。從近年趨勢看
來，25歲以上每十萬人口自殺死亡數逐年下
降，然而15-24歲人口自殺率在近3年有逐漸
上升趨勢。 

時　　間：111年5月28日(星期六)13：30-16：30
地　　點：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醫學會、台大醫院、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

協會全國聯合會

執行單位：各縣市醫師公會

校　　閱：李明濱、張必正

講題及演講者

自殺防治新進展

●自殺防治新進展 詹佳達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自殺的警訊、溝通、處遇與預防 吳佳儀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

●資源連結與轉介追蹤 蕭雪雯 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主講人：詹佳達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整理紀錄：張哲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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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VID-19或大型傳染病對老年人及長照服
務使用者之影響

1. 疫情可能造成老年人及長照病人之心理疾患如
焦慮、憂鬱、創傷後症候群等，以及自殺死亡

風險提高。

2. 可能原因包括：社會支持減少、財務影響、自
由受限、負面媒體訊息、醫療資源受排擠等。

3. 疫情期間對老年人及長照服務使用者之建議如
下：

A. 由於封鎖政策改變看診模式，長者使用網
路是種挑戰，建議應教導長者使用網路及

電子設備，及建立適宜長者使用之簡易線

上看診服務。

B. 提供獨居者、老人社區支持及基本服務(食
物、水、藥品)。若有長照需求應盡量由同
一照服員服務。

C. 減少長者接受負面媒體的時間，給予正確
的資訊內容。

D. 給予長者社會支持，減輕因疫情封鎖政策
產生之孤寂感及害怕染病。

三、影劇與社群媒體影響15-24歲青年自殺現象
1. 美國社群媒體主要品牌Instagram於2010年10
月發布，2012年4月9日由社群網站服務巨頭
Facebook宣布以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2021
年1月，Instagram的全球活躍使用者數量已超
過10億。2011起，美國10-19歲青少年的自殺
率，顯著上升，趨勢影響至今。

2. 美國著名電視劇集「漢娜的遺言」(13 Reasons 
Why)在2017年上映後三個月內，10-19 歲青少
年自殺率較預期增加13%，其中青少年男性自
殺率增加12%、青少年女性自殺率增加22%。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19.0922)

3. 台灣著名影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茉莉
的最後一天》(The Last Day of Molly)首播日
為2018年7月21日，自傷方式為高處落下與割
腕。分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茉莉的最
後一天》首播後一年、臺灣青少年自殺個案樣

態、自殺通報人次、死亡人數、自殺方法與自

殺原因的變化如下：

A. 2011-2020年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0-14歲
呈緩慢上升趨勢，15-24歲於隔年短暫上升

後下降。

B. 2011-2020年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依性別。
0-14歲男性持續持平，女性在2019年後呈
現緩慢上升，15-24歲男與女性皆呈上升趨
勢，但以男性較為顯著。

C. 2011-2020年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依高處跳
下。0-14歲女性呈緩慢上升，15-24歲男與
女性呈上升趨勢，其中以男性最為顯著。

4. 影視劇從業人員自殺防治手冊：節錄「快速參
照要點」

A. 應包含藉由人物角色及敘述展現出解決問
題的有效方法與復原力。

B. 簡述如何從支持服務單位獲得幫助。
C. 表現家人、朋友及他人的支持所帶來的潛
在正向價值。

D. 避免描述自殺行為與方法。
E. 以現實生活為故事基礎。
F. 應提及潛在的自殺警訊及如何因應。
G. 應描述自殺是複雜且涉及多重問題所造成
的。

H.內容用詞應合宜。
I. 請教自殺防治與溝通專家、精神健康專業
人員以及有自殺經驗者。

J. 考慮在電影、電視、串流媒體或劇場開始
之前，提供諮詢訊息。

K. 需考量到自殺情節對於參與舞台和影視製
作者的衝擊。

L. 針對未滿18歲觀眾的內容，提供家長相關
的指引規範。

四、關鍵訊息

1. 在第一年的疫情期間，台灣的自殺率下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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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年人的自殺率，需持續關注。

2. 媒體報導的方向，對於敏感/脆弱族群的精神
健康及自殺風險，扮演著重要角色。

3. 社群媒體和影視劇，對於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精
神健康、壓力因應行為的影響，需持續密切觀

察。

4. 常見精神疾病好發於青少年及年輕成人，連同
家暴，都是自殺的重要危險因子。

五、自殺防治網絡資源連結

一、 個案分享
1. 兒童企圖自殺：
    11歲小明，父母皆忙於工作，平時喜愛上網玩
網路遊戲，家中只有奶奶照顧，不太限制其上

網時間。功課尚可，最近時常失眠。這天早上

原本小明應該要到安親班，等到過了時間安

親班來電告知家裡小明沒去，爸爸驚覺有異，

赫然發現小明已躺在大樓一樓的花圃旁，意識

微弱。跟管理員一起看了監視器才知道小明沒

去上課，自己跑到12樓往下跳，這當中只花了
七分鐘的時間。緊急送醫後小明腦部未有嚴重

傷害，仍可走路，恢復了意識後告訴爸爸他也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只想和遊戲中的主角一

樣，希望可以飛。據老師表示在校小明很優

秀，常常幫忙老師、同學，最近可能兼比較多

自殺的警訊、溝通、處遇與預防
主講人：吳佳儀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 )

學校的事情，不知道是否造成壓力。

2. 中年自殺企圖：
    58歲陳先生，獨居，三年前中風，近期診斷直
腸癌。由於無任何家人，長照居服員定期來送

餐陪伴。長期的孤寂感、每日陳先生都沒什麼

生活目標與動力，長久下來便常跟居服員表

達死亡的想法。「活得這麼痛苦，不如死了算

了」居服員聽了立刻要陳先生別這麼想，人生

還很長，有很多事可以做，別想負面的事情。

有一天，居服員如常來送餐，殊不知陳先生已

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意識不清。

3.老年自殺身亡：
    75歲李阿嬤，喪偶後與第二任丈夫同住，丈夫
中風後有言語暴力的情事，且外傭也有虐待阿

嬤的情形。五個子女都漠不關心。長期因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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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心情低落、失眠，曾經請媳婦幫忙買農

藥，媳婦只覺奇怪，不予理會。家人沒想到某

日阿嬤真的喝了農藥(除草劑)，幸好及早發現
送到醫院，急診檢傷未有大問題原想讓阿嬤出

院，然而她竟又用點滴線想上吊，住院才三日

醫師就看阿嬤沒事，建議返家休養，沒想到回

家隔日，阿嬤從三樓跳下，不幸身亡。

二、憂鬱症狀早期發現與評估

1. 典型的憂鬱症九大症狀：
A. 情緒低落。
B. 提不起勁做事。
C. 體重升或降。
D. 嗜睡或失眠。
E. 動作/思考變得遲緩。
F. 易疲倦或失去活力。
G. 無價值感或強烈罪惡感。
H.注意力不集中或猶豫不決。
I. 常有負面想法，甚至想輕生。

2. 誘發或加重因子：個人生理、家庭、社會環
境(如職場)產生壓力或創傷，後續產生身心影
響。

三、 第一線如何早期發現個案的憂鬱病兆：「三
不三要」原則

1. 不錯過心情發燒的蛛絲馬跡。
2. 不害怕個案拒絕溝通。
3. 不堅持個人迷思。
4. 要學習情緒支持原則。
5. 要演練主動關懷及心情溫度評估技巧。
6. 要穩住自我狀態。
四、利用心情溫度計(BSRS-5)做好心理檢傷分類

(Mental Health Triage)

1. 1至5題之總分：
0-5分：身心適應狀況良好。
6-9分：輕度情緒困擾，建議找家人或朋友談
談，抒發情緒。

10-14分：中度情緒困擾，建議尋求心理諮商
或接受專業諮詢。

≥15分：重度情緒困擾，建議尋求專業輔導或
精神科治療。

2. 第六題(有無自殺意念)單項評分。本題為附加
題，本題評分為2分以上(中等程度)時，即建
議尋求精神醫療之協助。

五、第一線自殺風險評估：分群分眾與分階照護

1. 分群：職場/學校/孕產婦/LGBT。
2. 分齡：青少年/老年人/中壯年。
3. 憂鬱／自殺個案分階照護(The Stepped-care 

Model)。
A. 第一步：提升心理健康識能、改善社區篩
檢與轉介流程。

B. 第二步：增加自助、低強度資源網絡介
入、照顧者知能。

C. 第三步：增加求助知能、銜接醫療、強化
照顧者知能。

D. 第四步：持續治療、銜接社區照護、照顧
者壓力協助。

自殺防治分群 防治挑戰 努力方向

青少年

＊求助動機低落

＊多重壓力

＊無效勸說

＊情緒支持

＊心理韌性

＊壓力管理

＊多重慢病

＊孤寂無望

＊缺乏關懷

＊陪伴傾聽

＊辨識憂鬱

＊生活意義

LGBT
＊孤寂無助

＊缺乏支持

＊環境風險高

＊情緒宣洩

＊接納支持

＊穩定治療

六、自殺防治守門人口訣：一問二應三轉介

1. 一問：主動關懷、積極傾聽。
2. 二應：適當回應、支持陪伴。
3. 三轉介：資源轉介、持續關懷。
七、結 語
1. 預防勝於治療。
2. 早期辨識、早期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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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個案為中心的評估

1. 大方向：資料蒐集↔需求評估↔資源連結。
2. 分析個案需求：就學、就養、就業、親子、醫
療、經濟、情感支持。

二、生活處境評估

1. 目的：評估個案目前的壓力源，以半結構方式
深入評估壓力源對個案影響程度，與壓力急迫

性，使壓力問題更具體。

2. 人際壓力：伴侶、子女、父母、手足、朋友、
同事、同學、其他。

3. 工作壓力、經濟問題：失業、重大經濟危機
(被倒錢、投資股票或生意失敗、負重債、家
計困難)、其他。

4. 課業壓力。
5. 法律問題：司法糾紛或警察找上門，貴重物品

(土地、房屋、錢幣等)被侵占、遺失或遭竊，
其他。

6. 身體問題：急性；慢性疾病狀態與治療情形：
慢性疾病常常引起個案久病厭世或無望感的原

因，例如：癌症、洗腎、糖尿病。

7. 其他壓力源。
三、精神疾病就診情形

1. 精神科住院經驗。
2. 精神科門診就醫及服藥規則性：有沒有固定在
那家醫院就診？是那位醫師？看診多久了？是

否規律回診？

3. 與人商談過情緒問題。
4. SAD PERSONS自殺風險評估量表：適用於任
何病人，無論有無自殺行為發生。

資源連結與轉介追蹤
主講人：蕭雪雯 (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

A. 性別：Sex(如是男性，給1分)；事實自殺未
遂者女性居多。

B. 年齡：Age，基本上20歲以下或46歲以上；
但25-34歲，35-44歲，65歲以上較好發。

C. 憂鬱狀態：嚴重的Depressed Mood，研究
報告顯示有80%已罹患精神病。

D. 有企圖自殺的病史：P r e v i o u s  s u i c i d e 
attempt。

E. 酗酒：Ethanol abuse。
F. 欠缺有理性的思考能力：Rational thinking 

loss，如精神病及器質性腦障礙(OBS)。
G. 欠缺社會資源的支持：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lacking。
H.有經過熟慮的自殺計劃：Organized plan for 

suicide = a well thought out plan。
I. 沒配偶 (含分居、寡婦、離婚 )： N o 

spouse。
J. 生病或不健康的狀態：Sickness , medical or 

physical illness如慢性病。
四、自殺保護因子

1. 目的：預防再次自我傷害的工作重點是加強個
案的保護因子，使個案有足夠資源能力處理目

前的壓力狀況，詳盡評估目前個案原有的保護

因子，協助個案運用在壓力問題解決。

2. 工作/學業：個案日常生活的安排，有無固定
工作或學業，當個案功能變差或病情惡化時，

學業和工作往往會出現改變。

A. 工作可以提供個案經濟來源，讓個案維持
自尊。

B. 有持續的就學，就有學校輔導系統，及學
校的人際互動可提供支持。

C. 若個案是家庭主婦、退休的老年人，則評
估個案目前的日常生活安排，是否有規律

生活作息。

3. 支持系統與網路：評估個案社會支持網路的連
結。

623

392022, Vol.65, No.9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續教育專欄繼

A. 是否有常聯絡的親友朋友，聯絡互動的方
式為何。

B. 是否有親友可以提供情緒、經濟方面的支
持。

C. 若有自傷情形出現時誰可以找誰求助。
4. 宗教、信仰、價值觀：有無固定的宗教聚會，
或是宗教儀式，比如是去教堂、寺廟，是否有

教友提供支持，同時評估個案是否有將宗教信

仰當作是增強個人因應壓力的方式。

5. 其他資源(補助、醫療體系、公權力)：評估是
否有醫療、社福資源介入的需求。

6. 問題解決能力：個案的壓力因應方式。自我傷
害被視為是個案解決問題方式的一種，所以評

估個案對上述壓力問題的看法，採取的解決方

式是什麼，若個案原有較有效能的壓力因應模

式，可加以強化，鼓勵運用在目前處理壓力時

運用。

7. 控制感：評估個案對目前情緒、病情的轉化，
是否知道何時該向醫療院所求。

五、服務過程可利用的福利與資源

1. 醫療面：是否就醫、重大傷病卡、殘障手冊。
2. 社區面：了解個案在社區的資源使用(各區域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區精神醫療協助(健康
服務中心、衛生所)、公部門個管情形(自殺防
治中心、關懷訪視員)。

3. 家庭面：兒少危機(脆弱家庭通報)、照顧壓力
(社區福利機構、長期照顧資源)。

4. 就學(學校老師)、就業(就業轉介)。
六、 自殺危險性追蹤評估
1. 上次訪談至今的自殺嘗試：從上次訪談至今是
否有嘗試任何傷害自己的行為，包括服藥過

量、割腕或撞牆、刻意酗酒等。

2. 自殺意念：先詢問個案是否還有自殺意念存
在，依照意念的頻率、嚴重性評分。

3. 自殺計畫：指個案是否有擬定明確的自殺計
畫，計畫內容。

4. 過去自殺企圖(致命程度)。
七、 處理危機：「我正站在河邊/樓頂….」
1. 深呼吸→蒐集資料→報警。
2. 危險性評估。

A. Who(附近有誰、已經通知了誰、重要他人

是誰)。
B. What(引發事件、想要解決的事)。
C. When(計畫多久、準備何時去做)。
D. Where(計畫預定地、隱密性)。
E. How(準備使用何種方法、已經做了甚麼安
排)。

八、轉介

1. 聯結精神醫療、媒合所需資源。
2. 自殺通報：衛生福利部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
統」(https://sps.mohw.gov.tw/)，以協助各縣市
推動自殺防治關懷網絡，促進標準化自殺防治

通報及介入流程。在此系統通報自殺企圖個案

後，系統會以個案居住地為依據，將資料送往

當地衛生局派案給轄下的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

進行後續追蹤關懷服務。社區端若發現自殺企

圖者，可直接上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進行通報，若有疑問可向當地衛生局通報窗口

詢問。109.7開始人人可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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