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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命線相信

天地間存有仁愛與公義

萬物有開始與結束

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維持宇宙秩序

並賦予人生意義

我們相信

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

個人有彼此照顧的責任

人人皆有與生俱來的價值權力

以實現自尊與真善美的人生

我們相信

助人為快樂之本　並不計較報酬

服務社會　必須群策群力

仁愛是我們服務的出發點

公益是我們服務的最終目標

因此我們誠心誠意

奉獻我們的時間與才能

服務社會　造福人群

恪守生命線的精神與守則

主動負責　全力以赴

高雄市生命線

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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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9 年 10 月 3 日「高雄市生命線協會」開線，為自殺防治電話協

談開啟服務專線，服務熱忱持續 50 年，溫馨守護每一顆需要幫助的

心，燃起生命希望。當時正是農業進入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生活適應與環

境變遷帶來的人際疏離，加上生活步調加速及離鄉背井討生活的陌生感，

心裡有苦怎能對家鄉人開口，壓抑與打拼引發的情緒困擾與無助，真正需

要有人願意聽自己說一說話 ! 讓情緒轉個彎，找到前進的路走。高雄市生

命線「高老師們」真誠給予港都市民朋友「心」的希望。

　　預防重於治療！隨著台灣社會都市發展與經濟起飛，生命線接觸辛苦

人的心聲，陸續查覺到港都不同階層人的心苦，因此我們走出協談室，針

對有教育子女和家庭人際關係問題的婦女、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有苦說不

出的男性、低通報高自殺率的長者、孤立無助的家庭照顧者甚至發病時無

處訴說的思覺失調者等，執行不同的專案，希望這樣的提前佈署，能鞏固

港都人心理健康基礎，減少自殺發生的機率。

　　一個完全由民間自主發起並提供資源，而能持續經營 50 年的社福團

體，是多麼不容易！高雄市生命線做到了。這當中必須感謝已有 43 梯次

近800名志工陸續的投入，他們接受專業訓練，每周至少3小時接聽電話、

協助行政工作或進入社區進行心理健康推廣，完全無償，陪伴陷入低潮的

港都人，走過生命低谷。也要感謝共 39 屆約 220 位理監事的投入，讓我

們總是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培心工作。同時也聯結親朋好友，共同攜手在

助人路上。

　　2020 年，高雄市生命線除持續以 1995 陪心專線，傾聽港都心苦人心

聲，更將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的精神，繼續為弱勢撐腰。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第 16 任理事長 

前言 生命
賦與      的希望
50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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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理事長的祝福「五十」無刻

守護生命

祝生日快樂！

第十一任理事長  蘇銘峯

第十三任理事長  施明宏

第十四任理事長  蔡叔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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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任理事長  呂佳揚

第
十
二
任
理
事
長  

王
正
盛

第九任理事長  張調

第八任理事長  王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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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1963  亞蘭澳可博士（Sir.Alan Walker）在澳大利亞雪梨市，首先成立一個經由電話協談

的方式，來達到自殺防治的民間社會服務機構。

1969  台南互談會結合前市議員柯順德等 36 人發起籌備高雄生命線。

1970
1970  10 月 3 日由楊金虎前市長開線，於新興區謝外科

醫院開始生命線電話服務。

 第一屆志工召募，錄取 58 人。

197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發立案證書。

1974 成立良友會，長期輔導適應不良青少年。

1975 政府核准本會捐款得列於綜合所得稅減免。

 定期出版曙光雜誌及曙光叢書 。

1976 遷移至現址大同一路大同大廈 9 樓 901 室。

1977 協助台南市、屏東縣生命線籌備成立。

1978 增加電話為三線服務。

一步
一腳印

高雄市
生命線 大事紀50年

1.  1970 年由楊金虎市長開線
2.  60 年 8 月 26 日獲准立案首
屆協會成立

3.  歷年出版的曙光雜誌和部份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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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媽媽園地成立，開始推展親職教育。

 購買 902 室擴充辦公室。

1980
1982  開始對外推出「成長團體」，藉由對自己的認識、了解，調節自我功能。

1983  「牽手園地」成立，舉辦增進家庭美滿的活動。

1984  榮獲市政府考評「優等」，成為人民團體示範觀摩單位。

1985  交通部同意將全國各地生命線電話號碼統一改為＊＊＊ -9595。

1987 在社址 7 樓設置活動中心。

1990
1991 成立高壽園地，協助培養老人福利工作人。

1992 開始定期舉辦「孝親推拿研習團體」。

1993  獲頒高雄市政府「會務評鑑優等社會服務團體」。

1995  高雄市政府授旗為高雄市第 21 志工大隊。

1996  在高雄市政府授證下成為「婦女保護聯合會報」單位。

 悠浮資訊義務製作網頁。

 良友會輔導員轉任協談志工。

 民眾日報「走過生命線」專欄編輯印成書。

4. 高雄市生命線現址
5. 自我成長團體相關講座
6. 7 樓活動中心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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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舉辦「關懷青春生命」系列活動，關心聯考族。

 婦女園地轉型開辦不定期的主題系列活動。

1998 協助高雄縣生命線籌備成立。

  因應總會推展「要救救我 1995」四碼生命線協談專線電話。

1999  於高雄廣播電台固定節目受訪。

2000
2001  以「公益服務」與「創新項目」獲得全國生命線評鑑專案特優獎勵。

  獲內政部評鑑為「台閩地區績優志工隊團體」。

2002  承辦國際生命線「2002 台灣高雄世界大會」於圓山飯店舉辦。

 再度 獲內政部評鑑為「台閩地區績優志工隊團體。」

2005  完成法人登記，順利更名為「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配合教育局推動校園自殺防治講座。

2008  獲高雄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查核暨輔導評鑑為「優等」。

 獲全國績優志工團隊獎。

7. 孝親推拿研習團體課程
8. 關懷青春生命系列講座
9. 高雄市生命線官網
10. 志工於高雄電台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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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8 年獲全國績優志工團隊獎
12. 於圓山飯店舉辦 2002 台灣高雄世界大會

2009  主辦南部八縣市聯誼「生命有愛 高雄匯河」。

  參與衛生署「自殺防治工作計畫」，開辦高危險群個案主動追蹤與個案管理服務。

2010
2010  40 周年系列活動：「百元捐款 救人不晚」及義賣品募款活動。

  服務資訊化，危機個案電話協談及個案管理統計資訊化建置。

    自殺高危險個案轉介與大高雄區通報系統連線建置。

 推動企業員工服務。

2011  針對高雄市里長進行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增進專業知能，加 強轉介觀念，降低自

殺率。

  舉辦高屏區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訓練，讓各單位的助人者，共同成為自殺防治守護者。

2012  走入社區提供長者「乎你快樂呷百二」演出，並贈送健康按摩拐杖，溫暖長者的心。

  以電子發票號碼 -7995 招募發票捐贈，鼓勵將愛心化為行動 。

2013  舉辦「串連愛心 點亮生命」大型募款餐會，

募得超過百萬自殺防治經費。

  針對青少年遇到挫折時對外求助率低，首

度舉辦「青春種子志工培訓營」，培訓 109
位國中生，27 位高中生為自殺防治種子。

  2013 年突破 2 萬 4 千通來電，為當年全台

生命線接聽量最大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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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榮獲 2014 年全國績優志工團隊守護生命獎。

  社福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評核於 399 個單位榮獲第六名。

  首度舉辦戶外大型活動「我愛老寶貝嘉年會」。

 首度與醫師公會合作推行長者自殺防治。

 首度連結老人福利單位共同關懷長者。

2015  關心來電率低，自殺率高的男性辦理「男人心 報你知」系列活動，拍攝微電影，並

至男性為主工作場所，舉辦座談會，呼籲大眾聽聽男性的聲音。

 舉辦 45 周年活動，招待南部八縣市生命線志工進行科技及音樂之助人者滋養饗宴。

2016  榮獲 105 年全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績優志工團隊獎。

  長者心理支持團體於聖功等八個機構展開 ，
  多位志工投入接受衛生局委託承辦危險性飲酒行為一級預防方案，展開協談志工新

服務領域。

 第一次舉辦會員代表大會。

13.  舉辦社區團體自殺通報
網絡合作說明會

14.  於醫師公會說明長者自殺防治重要性
15.   青春種子志工培訓營
16.  2013 年至東華科技提供企業服務
17. 長者心理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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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我愛老寶貝快樂來出帆」活動，聯結 32 家企業及 6 家養護中心，帶領百位長者

出帆。

  以「典藏幸福」徵文活動喚起大眾對於長者心理健康照護的重視。

 完成 3 個團體，18 場次的「長者心理支持團體」工作。

2018  首次動員最多年輕族群志工一起投入「世代融合心飛揚」活動。

  首度連結社區培訓最多志工，共計 65 位成為社區護心志工。

2019  走出協談室，走入社區，社福照顧串聯，為家庭照顧者撐腰。

  承接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案，成立「抒心園社區支持服務據點」，守護社區家庭

預防藥癮問題。

  舉辦「社區安全照護網路」結盟儀式，宣誓：法律諮詢、生活喘息、照顧技巧、在

地服務及心理健康聯盟服務。

18.  酒本無罪安心為上記
者會

19.  榮獲 105 年全國衛生
福利志願服務績優志
工團隊獎

20.  拍攝男人心 報你知—
同路人 微電影

21.  與毒防局合作成立「抒
心園社區支持服務據
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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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行過

會址大樓

志工宣誓就職

見證歷史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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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線環境

曙光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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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舞台

串連愛心．點亮生命
募款餐會2013大型倡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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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老寶貝嘉年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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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養助人者科技及音樂之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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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夜走向黎明健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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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老寶貝．快樂來出帆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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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融合心飛 youn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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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老寶貝培心家庭按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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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線的宣言開宗明義就是：我們相信天地間存

有仁愛與公益，萬物有開始與結束。我們相信：

四海之內皆兄弟，個人有彼此照顧的責任。秉持著這

樣的信念，1970 年在高雄市前市長楊金虎的主持下，

高雄市生命線正式開線。以電話協談方式進行自殺防

治，甚至危機介入。

　　特別是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大部份人集中

到都市，過著自掃門前雪的生活，人際關係疏離，生

活壓力大，情緒舒發的需求日益增加。有時對家人、

朋友就是開不了口，或是他們可能就是壓力的來源，

此時如有人能傾聽、了解，而且不需面對面，享有充

分的隱私，這會讓人想盡情傾訴。甚至當人生到谷

底，想以自殺解脫，能夠有人支撐，或一起尋找生命

的另一扇門，也許就可避免悲劇的發生，高雄市生命

線就在這樣的使命感下，運作了 50 年。

　　50 年來，高雄市生命線至少接聽 52 萬通來電，

服務超過 2 萬 2 個高危險個案。從 1970 年的 489 通

來電，至 2000 年突破 1 萬通，甚至在 2013 年突破

2萬4千通來電，為當年全台生命線接聽量最大協會。

從來電個案中了解他們的心境和需要協助

的地方，是高雄市生命線從一開線就把握

的重要原則，因此記錄個案的資料並加以

分析出脈絡，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從初

期的紙本統計、算盤計算，到 2010 年啟

用 esos 自殺防治專線資訊化系統，我們

可遵循統計出來的走向，加強不足的專

業，也主動出擊與需要幫忙，或不願主動

求助的心苦人接觸。

1970-1980 年代

子女管教問題最為困擾

　　50 年來的統計，第一個 10 年，我們

發現來電原因以家庭關係不睦佔第一位，

其中子女的管教甚至逃家最為困擾，因此

成立良友會，長期輔導適應不良青少年，

良友會的成員來自高醫大、高師大和中山

大的學生，以大哥、姐的方式進行一對一

的輔導，當然後面也有輔導老師的協助，

因為孩子的問題常是來自於家庭或父母，

不是熱心的大哥、姐能單獨解決的，在大

夥共同努力下，許多來自學校、少年法庭

甚至保護管束的孩子藉由關懷，舒緩與家

人的關係，甚至改善行為模式。更重要的

是良友會的大哥、大姊日後也是生命線重

要的資源，也是守護生命的種子。我們也

集結相關經驗出版了—走過生命線—親子

篇等書籍，也獲得法務部的肯定頒獎。而

直到今天青少年如何與情緒相處仍是我們

的工作要點，譬如：辦理「青春種子志工

情緒夏令營」，走進校園宣導情緒教育，

是從未間斷的工作。

因應社會變遷

護心半世紀

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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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從內美到外 活出自己 家庭受惠

　　第二個十年，我們從統計中發現，來電原因以家庭

問題居多，在當時較封閉的環境中，婦女飽受來自家庭

甚至丈夫的壓力，因此我們成立「媽媽園地」，關心的

內容從烹飪、美容、夫妻、親子相處等，甚至到如何佈

置美麗的家，希望讓媽媽從內美到外。在那一切以夫為

天的時代，媽媽們要不就是先徵求先生同意，要不就是

瞞著先生出來上課。然而在媽媽教室的薰陶下，媽媽們

對夫妻相處，和親子關係大幅的改善，也獲得先生的讚

許，甚至進而支持太太參加園地活動。許多媽媽因而走

出廚房，加入生命線的志工行列，將對自己家庭的愛擴

大，一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媽媽志工還在生命線服務。

良友會的成果獲得高等法院的認同

深入校園和小朋友討論情緒議題

　　在媽媽園地成立後第 5 年，我們

將園地擴大為「婦女園地」，顧名思

義，關心的層面不再是已婚婦女的家

庭角色的成長，更擴及一般婦女的自

我成長。課程規劃也較有系統，從人

際關係、夫妻關係，甚至婦女的生涯

規劃。在當時，許多婦女總是以家人

的需求為優先，忘記照顧自己，透過

「個人成長」團體課程，認識自己，

了解及表達自己的需求，並且強化自

己的心理健康及遇事處遇能力。對以

自殺防治為使命的生命線來說，這樣

的「提前佈署」希望達到預防勝於治

療的效果。

歷年來電統計職業最多

 年份 　

 1980 年 家管

 1990 年 家務

 2000 年 無業

 2010 年 無業

 2019 年 無業

精神個案比例增加  
至今仍為來電主因

　　進入第三個 10 年，我們發現自殺

高風險來電比例，精神疾患的凌駕其

它來電原因。因此在協談志工在職訓

練中，關於精神個案，憂鬱症甚至躁

鬱症的認識和處遇，佔了大部份，高

雄市生命線，從數字統計中得知需求，

並補強志工知能，為更能有效服務來

電者，並執行自殺防治的努力，由此

可見一般。而一直到今天，精神疾患

者來電比例一直高居不下，我們在這

部份的準備也一直不敢鬆懈。50 年來

一直陪伴許多情緒持續有困擾的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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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的甚至長達近 30 年，雖然這些

長期來電的個案，每通電話訴求的內

容大同小異，但志工們每次在線上相

遇，都真誠以對，同理、傾聽及陪伴，

有些個案甚至在傾吐完後，會自動謝

謝老師陪伴他，然後禮貌地掛上電話。

當然也有發病情緒失控的來電，經過

專業訓練的老師們，仍會耐心的陪他

們整理情緒，度過這段時期。從另一

角度來看，生命線的志工，陪伴他們

度過最低潮時期，讓家人稍鬆一口氣，

也算是我們的成就。

歷年來電原因最多統計

 年份 　

 1980 年 家庭問題

 1990 年 夫妻關係

 2000 年 精神心理

 2010 年 精神心理

 2019 年 精神憂鬱

男性難啟口求助 50 年不變

　　來電高雄市生命線的人次，從

1979 年的 6432 通，到 2009 年的約

12000 通，到 2019 年的約 23000 通，

成倍數成長。但 50 年來男女性別比

例，都是男性約 3 分之 1，女性約 3
分之 2，男性囿於傳統強者形象，不

輕易求助的觀念，多年不變，因此高

雄市生命線也針對男性心理健康，於

2015 年執行「男人心 報你知」計畫，拍攝微電影，並

至男性工作場所舉辦座談會，希望能鼓勵男性說出心裡

的苦，甚至不要羞於示弱，也同時呼籲女性，要關心周

遭男性的情緒，並傾聽他們的心聲，避免強悍的腰桿折

斷。2016 年的統計顯示，20-29 歲的男性，來電數字

高於女性，讓人欣慰年輕男性比較不會受傳統固有思想

的限制而願意向外求助。不過男性長者一直都是自殺通

報率低而死亡率高的族群，顯示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

間。

　　依年齡層來看，30 到 49 歲求助率

最高的狀況，50年來沒有變，壯年人口，

上有父母，下有兒女，背負著照顧負擔

的狀況不變，再加上已離開學校的資源，

只能向社會資源求助，生命線成為理所

當然的求助對象。而參考家庭問題和人際關係一直高居

因應時事 志工加強精神疾患相關專業智能課程

拍攝微電影 道出男性心中的苦

我要看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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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原因第二位，再加上生命線觀察到近年來家庭照顧

的悲劇發生有增加趨勢，因此 2019 年執行「為老寶貝

培心家庭按讚」計劃，為心苦的家庭照顧者撐腰，希望

他們不要再獨自承受照顧的壓力，要照顧好自己，要適

時向外求取資源，與被照顧者共好，才能維持家中和協

的氛圍。

因應高齡化社會 推展老寶貝護心行動

　　台灣已於 2018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緊接著

不到 10 年之內，又將要步入「超高齡社會」，屆時社

區當中每 5 人就有 1 名 65 歲以上長者。而根據台灣自

殺防治歷年來統計，自殺粗死亡率均

隨年齡之增加而增高。全國各年齡層

每十萬人口自殺死亡率，以 65 歲以上

者一直高居第一位。65 歲長者由於生

理機能衰退，喪偶或至親辭世等因素，

容易產生情緒變化，加上經濟、社交、

認知及行為能力的改變、環境及心理

調適層面適應困難，較易產生自殺意

念。但是高雄市生命線的統計顯示，

65 歲以上長來電求助者佔比總不超過

6%，顯示長者容易產生自殺意念，卻

不會向外求助，可能是他們羞於求助，

也可能是不知道何處有可求助的資源。

因此自 2016 年至 2017 年連結高雄市

榮民之家及相關長照機構或是護理之

家，舉辦長者心理支持團體，2018 年

度，我們更積極擴增與聖功醫院的失

智據點、榮服處的社區據點等進行合

作。嘗試將長者心理照護工作帶入社

區中。也特別將過往的培力課程進行

重整，編排成三階段的課程，讓更多

社區民眾有機會參與友善高齡社區網

絡的共同建構。

至男性工作場所 聽聽他們的心聲

高雄市生命線近年統計 60 歲以上者來電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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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無刻 護心有我」 
展開新的里程碑

　　2020 年是高雄市生命線

成立 50 周年，50 年來，我

們長年關注在地化社區心理

健康促進之推動，有感社區

網絡連結與建立，能更有效

協助本會每年約 24,000 通來

電及心理健康弱勢者的需求，

特規劃「50 無刻 護心有我」

計劃，除了仍維持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時不間斷的協談

服務 ; 透過多元化的在職專業

課程，加強志工的協談專業

能力。更要串聯民間社福團

體等相關單位的力量及配合

政府單位的政策推動，從心

理健康促進及預防的角度，

及早發覺社區家庭中危機個案，適時給予家庭及個人心理支持專

業服務，降低在地自殺風險危機，為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更積極地

盡一份力量，以社區資源合作前提下，支持家庭及成員，企盼降

低在地自殺死亡率，營造心理健康城市為目標。

長者支持性團體

2012 樂齡演說到各里演戲闡述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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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高雄市生命線籌備成立，並於 1970
年首次大舉招募義工，除要接受心理測

驗、面談及學歷的審查，並要接受數周的專業訓練。結

果志願者如潮水般湧來，包括民意代表、專家學者、家

庭主婦、公務員、學生等各行各業。奠定了義工運動的

典範。在此之後，各地的社會服務機構，相繼仿效高雄

生命線的義工制度，不但使這些民間的慈善機構，不需

過分擔心金錢來源的多寡，亦可以做充分的社會服務。

也讓許多社會人士，切身感受自己的社會責任。並透過

義工工作，再一次省察自己，發掘自己生命的價值。

成立良友會 啟發守護生命種子

　　七十年代來電敘述的難題之一是親子衝突，特別是

家有青少年的父母常束手無策。但是經常爸媽、尤其是

媽媽來電求助，孩子並未來電，也往往不願意和父母溝

通。在此情況下，接線志工即便承接來電父母的主訴苦

惱，稍解其緊繃情緒，然對於緩解每日不斷的親子互動

的緊張關係似乎助益有限。於是在協會思索著如何更有

效協助這些父母下，由當時高雄三所主要大學高醫、高

師大和後來的中山大學學生志工組成

的「良友會」於 1974 年誕生，這群接

受過助人技巧訓練的大學生志工走入

家庭，充當青少年的大哥哥大姊姊，

近距離理解他們的感受，縮短親子的

隔閡，緩解親子衝突。

　　這群大學生不僅熱忱地投入課餘

時間受訓助人，他們也在這過程自我

成長、成為日後大力贊助社會工作的

代表，如之前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的

侯明鋒醫師，他當時是第二期會長，

日後成為執業醫生曾任協會理事多年。

有些人則從過程中發掘自己真正的職

業性向而於日後改行進修相關專業，

倡議與
影響

70 年代首度
引領                         風潮

招募志工
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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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二十期的會長孫頌賢就從原來

中山大學的工科轉進政治大學心理研

究所進修，目前擔任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心理與諮商學系主任，成為諮商心

理學界著名的學者。有受訓練影響應

用在此後自己的專業，甚至將其更為

發揚光大，如目前擔任嘉義長庚醫院

兒童心智科的主治醫師陳錦宏醫師是

醫治過動症兒童權威。

　　雖然由於日後日後專業助人工作

的專業倫理更臻成熟，對於當時由學

生假扮家庭老師或友人進入青少年家

中協助可能引發倫理問題，加上協會

的資源受限，良友會在第 22 期的會員

訓練後，將這群大學生志工併入一般

接線志工，良友會正式卸下階段性任

務。    

80-90 年代引領婦女

個人成長「婦女園地」

　　時間回到 6、70 年代 ，高雄市生

命線那時候第一線接案的義工多數接

到的是婚姻問題、婆媳困擾或親子難

題，聽到的多屬家庭中的婦女難題。

協會意識到與其讓她們發生嚴重情緒

困擾、甚至有自殺念頭才來求助，不

如防患於未然。而當時有很多接線的

義工是全職媽媽，於是在 1979 年規劃

了一個媽媽園地，讓這群媽媽義工先

受訓，然後帶領一些願意走出來參加

團體自我成長的媽媽有機會學習，讓

他們因而可以提升自己因應家庭各種

角色的功能，進一步促進家庭和諧，

不僅達到社會穩定的目標，也照顧到

婦女心理健康的初衷。

　　當時，由行政中心團隊邀請協會

理事夫人廖瑞桃女士擔任園長給予精

神引領，並由時任義工王淑媛女士為班主任的角色，負

責實務的執行。廖園長的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也是

虔誠的基督教徒，總在每一次團體開始的時候，以她平

易近人的語言率先鼓舞來參與的成員。而班主任王淑媛

則實際參與行政團隊的課程規劃，努力凝聚和激發其他

義工一起帶領上課的成員，讓她們不僅獲得實用資訊，

更可以安心的在團體時間內吐吐自己生活的苦水，有效

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因為獲得的同理的支持而促進自

我心理健康的功能。

　　隨著媽媽園地的開展和當時候的社會狀況，她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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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到婦女的角色是多重的，面對的難

題也不限於家庭內的媽媽角色，有必

要呼應廣大女性的需求，遂更名為「婦

女園地」。於此同時，社會局也逐漸

重視婦女的問題和權益，主動邀集對

婦女關切和提供服務的團體，定期召

開婦女聯繫會議，匯聚眾人力量集思

廣益，以期更妥善照顧婦女的需要。

而在那之後，高雄市的婦女團體如雨

後春筍般的成立，高雄市生命線更在

1997 年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催生的連

署推動單位之一。

　　經過 20 多年持續的努力，高雄市

生命線再次因應社會狀況的變遷，完

成對婦女議題的階段性任務，在眾多

婦女團體接續對婦女的成長的服務，

「婦女園地」也就此畫下句點。

完成專線資訊化系統 
更完善南部自殺防治工作

　　2010 年全國自殺死亡率逐年攀升的議題頗受重視，

自殺防治中心因應行政院建置社安網政策，積極在高雄

市先導區推廣防治的角色，本會身為自殺防治專線單

位，考量社會需求，在理監事支持下，由專工推動個案

管理資訊化的建置工程，連結台北市、桃園縣及台中市

等生命線，串聯運用 ESOS 個案管理系統，服務高雄市

1995 專線的來電者；當時本會約 200 位協談志工全力

配合訓練，順利將專線的個案管理服務，由紙本轉型成

為資訊化，開啟專線由被動接聽轉為主動追蹤服務的新

一頁，同時也成為南部首創自殺防治專線個案管理資訊

成為高雄市婦女聯合保護會一員

2010 年自殺關懷系統 ESOS 正式啟用

2020 年第 38 屆理事長協助新一代個案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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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民間單位；本會自從透過資訊化管理，更有效提供

南部自殺防治工作，除了服務量提高近 5 成，更在 2013
年達 24,235 通，為當年全國生命線來電量最高者。同

時與衛生署設置的全國自殺防治專線 ( 安心專線 ) 合作，

提供南部地區自殺高風險個案的主動追蹤，平均一年追

蹤次數至少百 件以上，服務至少 600  人次，大部分是

以降低自殺意願結案，有助於降低南部自殺死亡率。

21 世紀「我愛老寶貝」

—社區長者心理健康促進的推展

　　台灣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成高齡

社會，2026 年則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預估 2065 年 10
個人中將有 4 位是老人。作為一個自殺防治機構，高雄

市生命線最關心的莫過於自殺高風險的人口群，根據衛

福部的統計，2003 年至 2012 年十年間，65 歲以上的

長者自殺率均為最高，都是平均自殺率的兩倍以上，而

他們主動求助的比例又最低。隨著社會的迅速老化，這

將造成許多家庭悲劇，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

是一個自殺防治機構不能迴避的問題。

　　基於對前述社會趨勢的洞察，高雄市生命線從 2013
年起，即策劃一連串倡議民眾重視長者心理健康議題，

並藉此集結資源推展社區的長者心理支

持團體，主動發掘社區裡自殺高風險的

長者，結合各具才藝志工的參與，設計

含有心理健康元素的活動，努力讓一些

已漸失去生命力的長者重獲生命活力，

希望能為他們生命最後章節著上更豐富

的色彩。另外協會也藉此方案的推廣，

培養更多自殺防治的守門人，提高社區

民眾對潛在自殺風險訊號的警覺，能及

時通報相關的社會資源，避免悲劇的發

生。

　　在積極推廣社區工作時，曾因思考

老年喪偶的壓力指數為最高，尋求與禮

儀公司合作，由他們的服務中發掘高風

險的長者而主動追蹤關心，然未得正面

回應，轉而投書民政局長信箱，提議從

民眾辦理除戶時主動提供關懷慰問信

函，在函中附上相關資源的訊息，讓有

需要的民眾可以主動聯繫。初時，獲得

的回應是基於隱私權的保護而婉拒，然

而在本會契而不捨的解說下， 答應提

局裡會議討論。與此同時，本會身為高

市跨部會自殺防治會議的一員，在會議

中提出此構想，終於獲得正面回應。最

終由市長署名發出信函，而在慰問信函

的後面列上相關的自殺防治資源。

　　目前為止，協會持續走入社區服務

已超過六個年頭，獲得中華聯合勸募、

感恩基金會等單位的贊助，103 年首先

與高雄市榮民之家以實驗性合作辦理

兩梯 12 場次的心理支持團體，後續從

104 年至 108 年共計與 20 個社區據點

及長照單位合作舉辦 21 梯次 126 場次

的長者及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團體，真

正落實社區ㄧ體推行自殺防治工作，促

進長者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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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與生命線的淵源，高雄市生命

線的第八任理事長王淑媛 ( 以下

簡稱王姐 ) 若有所思的說：「辭了教職，

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總覺得自己應該還

可以做些事 �，就這樣照著報紙上的志工

招考廣告，進入了高雄市生命線，轉眼

已 40 年，也驗證了一場女性努力活出

自己的歷史。」

　　「那個時候，婦女被定位的角色是

相夫教子，很多女性結婚後，幾乎與世

隔絕，丈夫就是天，一切以家庭為重。」

王姐回想著，所以當時婦女一但與夫家

關係破裂，無處可訴說，甚至被家暴，

也只能默默忍受。那是民國 60 年代，

高雄市生命線察覺到來電者以婦女居

多，家庭關係不睦是最大的主訴求，於

是想著，除了電話協談外，還能做什

麼﹖最好是能提前部署，讓這類的來電

減少，在預防重於治療的理念下，媽媽

教室誕生了。而王姐的受尊敬及在志工

心目中的最親和媽媽形象，讓她成為班

主任的不二人選。「那時候也有其它團

體開婦女相關課程，但都著重於烹飪、

插花等課程，而我們的課程則以人際溝

通、家庭關係及親子教育等為重點。」

王姐笑著說﹕「課後我們還會派回家作

業給媽媽學員，譬如今天回家要對先生說出他的優點。

當我對先生說出他有善體人意、溫柔、尊重與信任別

人等優點時，我看到他的眼睛在發亮。」而不只這樣，

下堂課大家分享回家作業時，都有同感，每位媽媽眼中

都閃爍出戀愛時甜蜜的光芒。

　　當然也有不開心或困擾的事，在團體中分享出來，

發現有相同困擾的不只是自己，其它媽媽同學也有同樣

境遇，大夥一起想辦法解決，同儕間得到支持，不再感

覺孤單，絕望，一起攜手度過吧！

　　除了學員的成長，王姐印象更深的是，媽媽園地工

作人員的成長。王姐不諱言，那時候的工作人員都是媽

媽志工，雖然接受生命線的專業訓練和安排，畢竟不習

慣在舞台上展現自己，大夥在上台前總是會聚在一起演

練一番，到最後不僅能展現專業，台風也日趨穩健，在

那個封閉的社會，這群娘子軍帶領的家庭婦女生命成長

團體和演講，逐漸被看見，開始接受電台的固定訪問，

還被高雄市社會局列為推薦的講師名單，邀約演說機會

也陸續增加，譬如到學校母姐會演講夫妻或親子關係，

甚至農會或企業也會邀約去談家庭關係。不僅讓女性議

題被看見，媽媽志工也從廚房走上講台，一直到今天，

還有許多仍在生命線當志工，是我們守護生命的溫暖臂

膀！

　　由於媽媽園地的成就，高雄市生命線也被高雄市政

府延攬成為「婦女聯繫會報」的成員，在固定會議中將

我們看到的問題提出討論，這樣的討論被重視，日後甚

至衍伸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誕生的推手。王姊說﹕

「我們也沒想那麼多，只覺得該為我們婦女朋友做些甚

麼﹖生命線給了我們這個機會。」王姐的語氣中充滿感

謝。

　　生命線是王姊斜槓人生中重要的一環，而有了王

姐，生命線的志工姐妹們，不僅更圓滿自己人生，也間

接協助了弱勢的婦女，這樣的相輔相成正是 50 年來生

命線志工文化的精髓，未來也將會延續下去

告訴我們

你和高雄市

生命線

的故事 王姐與高雄市生命線的故事
婦女自我成長的見證

王淑媛口述∕徐清徽整理

30



參加生命線協會原本並不在我的生涯規

劃當中，剛開始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認

為生命線協會是公務部門，不會是我想要

參與的公益團體。總覺得自殺防治，是一

個專業的工作並且與個人願意付出的公益

特性有關係，我如同大部分人一樣，不是

太喜歡接觸負面訊息，若聽到一些不幸的

故事，心情難免受到波動。

　　我的行業是遊艇生產，工作的屬性雖

然是辛苦的傳統製造業，但產品卻很特殊，

它的功能設計都是以舒適、快樂為出發點。

換句話說，我們是把人生定義在快樂地過

生活為前提，鼓勵大家走出戶外接觸海洋

與大自然，並且認為世界美是好的，因此

總覺得自己的事業和自殺防治工作是二個

無法想像的連結。

　　我想或許是一種緣分吧，如同生命線

宣言所寫的『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維持宇

宙秩序。並賦予人生意義』。由於蔡前理事長的引

薦，加入生命線組織的我，從無法預期八竿子打不

著的緣分，最後竟當了三年的協會理事長，讓我有

機會認識這個運作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組織。我因為

加入高雄生命線協會，認識許多社會各階層、不同

行業，熱心奉獻的志工及理監事成員。透過協會專

業社工人員每年所舉辦的活動，讓我對整個台灣社

會有了更多不同角度的認知，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

大的收穫。 在這段時間裡高雄市生命線的 200 多位

志工無私的奉獻，同時讓我加深體會到佛經所謂的

『佈施』的真義，除了佛書所說有形的『財帛佈施』

之外，志工們所從事的是更偉大的『法佈施』及『無

畏佈施』看到每一位志工盡其專業之所能，諄諄勸

導電話線上另一端無助的人，打消求死的念頭，這

是何等偉大且不容易的工作。

　　五十年來高雄市生命線協會，對自殺防治工作

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成果，目前除了繼續協助電話線

另一端需要幫助的人外，生命線的工作發展，將針

對所謂的自殺高危險群，讓這些人不要興起自殺的

念頭。連結社福團體等機構，成立關懷據點，提供

專業服務，持續為自殺防治提供更積極主動作為。

　　我一直很欣賞禮運大同篇對完美社會的描述：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若要達到如此的境界，以現代資

本主義的主流思維，實際上單靠政府的力量是無法

做得到的。我認為唯有從人性中最根本的『善念』

為出發點，有資源的人願意為這一塊土地提供更多

的資源，有熱忱的人願意為這個社會提供多一點的

服務。縱使如此的結合雖稱不上即可促成完美的大

同世界，但至少我們知道社會會因此而更進步祥和，

就如同我們大家在高雄市生命線所從事的工作一

樣。

善念
砌出美好的社會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第 38 屆理事長∕呂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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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在台南神學院唸書時，就跟著

老師到高雄市生命線服務，畢業

後當牧師，生命線當時的主任，移民

到國外去，有人希望我先去代理，後

來正式擔任主任，直到退休共 33 年，

退休後又到生命線當志工 10 年，生命

中的大半輩子，都與高雄市生命線脫

不了關係。

　　50 年前的高雄市生命線，從一開

線就頗獲關注，開線是由楊金虎市長

主持，初次召募志工也是反應熱烈，

靠著多方的資源，我們有好的開始。

不過募款仍是我擔任主任時很大的壓

力，開音樂會、發動小額捐款、靠理

監事聯結獅子會、扶輪社等，一路下

來，順利度過每個年度，真的很感恩

所有相助者。

　　我記得有一次，外面下著大雨，

一位歐吉桑穿著雨靴來到生命線，接

著把口袋的錢清空，捐給我們，他說

他曾對母親立誓，他的海產店只要生

意做到 100 桌以上，就把多賺的錢捐

出全做公益，之後我們也引薦他捐錢

給幾個較需要錢的單位。這位老闆一

直到現在還持續捐錢給生命線，而他

生意越做越大，捐贈的單位也越來越

多，這樣善的循環，讓我一直記在心

裡。

　　也有些可遇不可求的機緣相助，

在一次總統召見生命線的場合，我們

站在李登輝總統身旁等拍照，底片剛

好用完，在換底片時，李總統問我們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當時我們提出希

望將自殺求助專線的號碼從 7 碼轉為

易記的 4 碼。1995 於焉產生，好記的「你救救我」成為

許多在生死關頭徘迴的人的一線希望，至今許多簡單好

記的急救號碼，也是由此延伸的。

　　40 多年前我就體會大

數據對協會的重要性，針

對每個月的來電一定要進

行分析，在工具不足的狀

況下，志工和我太太手動

去做統計和分析畫圖，刻

畫出來電者的樣貌和我們

可努力的方向。一直到十

多年前協會引進 esos 系統，能更快速、精準的做統計

分析，篳路藍縷，到現在看到那些手畫的統計圖，不禁

要再次感謝我太太和那些教導應用電腦的志工老師，及

捐贈電腦的公司和志工們的努力。

　　我一直希望把高雄市生命線帶入現代化和國際化，

因此在微軟公司慷慨的捐助、理監事的支持及志工的專

業協助下，我們先做了電腦化，讓之後的 esos 系統能

順利上線。我也努力爭取生命線的世界大會在高雄舉行，

並且協助馬來西亞生命線成立，到日本參加大會等，學

習各種助人的工作，讓我能夠運用在我們的會務。

 生命的一大部分，我都投注在生命線，很值得，我很珍

惜，也很感謝一路相助的貴人，也希望我和生命線的故

事能再繼續下去。（受訪者為高雄市生命線第三任主任）

繼續述說生命線故事
綿延五十

 吳信安口述∕徐清徽整理

早期手做的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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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小小的空間，一管白色日光燈有些不穩定的散

發著亮光，照著好幾排小小的鐵櫃抽屜，每個抽屜

外面顯示ㄧ個數字，原來它是每一位接聽 24 小時自殺防

治熱線志工的代號。這個第一印象開啟了我和高雄市生

命線的因緣，二十八年了，這個影像仍深深刻印在我的

腦海裡，因為生命線就是在這信箱所代表的每一位有心

人輪番值班、攜手傾聽下，為絕望者築起最後一道希望

的防線。

　　它讓我見證了眾志成城的力量，當年身為行政團隊

一員的我，除了對這一群人的敬意油然而生之外，也懷

著強烈的期待 - 希望認識每一位義工，並與他們密切的

合作。工作之初，我暗自琢磨著如何盡快認識他們每個

人，於是決定在他們每天來值班前，我先預覽他們的照

片，在見到他們的時候可以主動跟他們打招呼並介紹我

自己。很快的，我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非常的親切回應。

基本上，會當義工的人都有一顆熱誠的心，自會平易近

人。我因而結交了不少一輩子的好友，這樣的善緣是我

在生命線工作所獲得的珍貴寶藏之一。

　　記得我進生命線工作遇到的第一個大的周年慶是 25
年，那時就得思索怎麼好好的慶祝一下這個不容易的助

人機構的生日。我們想了一個既可彰顯機構助人心靈成

長、以達自殺防治的意義，又能推廣給社會大眾、藉此

募集一些機構營運的經費—這是公益機構能永續經營的

另一項重大元素。當時的我仍是機構經營的一個菜鳥，

應該說是一張白紙，但也因此讓我從義工人力資源轉而

學習到理監事會對機構的重要性，他們是機構的另外一

不可或缺的頂梁柱。但凡成就一個社會公益的使命，不

是憑著一群人懷抱著熱情和願意義務出力即可實踐，尤

其像生命線這樣的機構，要服務來電者都還需要經過專

業的訓練，輪流排班和要將一大群人凝聚在一起，在在

都需要訓練和行政管理成本，更別說要  辦理預防性活

動，其中需要經費不容小覷，而這都有賴於願意經常性

參與支持的理監事。他們通常都是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和

名聲的前輩，和他們交流的過程自然也有很多學習。我

還記得從已故的前理事前理事長陳文源先生和其夫人許

慧慧女士那兒學習到「財聚人散，財

散人聚」的道理。這群理監事，尤其

是歷任的理事長都結結實實的示範著

社會責任的實踐者，他們不僅是經營

自己企業的能者，更是嘉惠大眾的仁

者。

　　而回首走過生命線的歷程，那些

曾因絕望而求助的心苦人更是促使我

個人心靈成長的恩師。二三十前，當

時來求助者很高比例是家庭關係困擾

問題，尤其是伴侶外遇的議題。記得

ㄧ位因先生外遇而自覺從天堂掉到地

獄的案主給我至今仍記憶深刻的衝擊。

陪伴她的過程讓我見識到生命中的意

外難題可以將人從陽光燦爛般容顏折

磨成似難民身形，整個家庭也由和樂

天堂墜入地獄深淵……。這樣的大轉

變對當時三十歲的我，如此近距離的

見證，我發現要陪著一起面對這份沈

重的有限性，敲醒自己曾在書本上讀

諮商心理師∕白瓊芳
生命的厚度他們鋪陳了我

每個信箱代表一個有心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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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是成就公益使命的支柱

到的所謂「謙虛」、「渺小」是何意。 但光是領

悟這一點，之後磨練這門功夫卻是永無止境。

　　剛開始從事輔導工作，以為學了同理心，就可

以懂案主的心，後來才發現其實自己很淺薄，常常

自以為是的理解卻是誤解。原來要真正懂得對方是

門浩瀚的學問，首先我得真正清空自己準備接受任

何的訊息，讓自己盡量不帶有任何的偏見來傾聽，

不輕易假設對方就是這個意思，如此才得差強解人

意。而要超越了我之前可能輕易下結論或評論的習

性，那就像把自己非常熟練的功夫廢棄那般的困

難，因為需要經過自覺與割捨兩階段。問題是自己

常常不自覺，就算自覺了，要割捨自己已頗有自信

的功夫更需一番超越人性的掙扎。但就在生命線上

無數案主冒險信任打開心房傾訴中，我可以一再的

磨練謙虛傾聽的功夫，漸漸能懂得更多的人，也讓

自己成為更有能力的陪伴者。

　　在生命線上遇到的心苦人，無論是遭伴侶背

叛、失戀、慢性精神疾患而社交孤立、長期照顧家

人而心力交瘁、學業挫折或職場不順而絕望…，與

每顆傷痕纍纍的心交會，常常與自己的境遇映照出

強烈的對比，不由得讓人發自內心的感恩自己所擁

有的，也在這些心苦的來電者如鏡子把你的反映

中，照射出自己可能隱而未覺的黑暗面，因著想要

超越而持續學習，一直讓自己的生命厚度不斷地增

長。

　　這些來電不斷地以他們的苦讓我見證

「太陽下沒有什麼新鮮事」。傾聽他們的際

遇，慢慢在心中形成一個提醒，不會只有

他們才遭遇這些人生難題，我也是人，類似

的經驗也無法在我身上免疫。一再自我教育

下，在日後自己的重大事件衝擊下，剛開始

仍是，「怎麼會是我」的排拒嘶吼，然而一

句「終於輪到我了」，讓我轉而面對現實，

琢磨著如何求助，溫柔的對待自己的感受，

不去對抗否定。當情緒澎湃時找依靠，較溫

和時，讓它像涓涓流水般釋放出來。在這些

心情逐漸得到撫慰，恐懼、驚慌和忿忿不平

逐漸褪去，悲傷情緒仍時不時伴隨眼淚流

出，不過似乎感覺我的心強壯了些，告訴自

己可以試著重新站起來，慢慢往前走。如同

我陪伴那些曾在黑暗中的來電者，只要在漫

漫長夜中繼續前行，黎明終將到來。

　　在這些陪伴求助者的旅程中，我曾以為

自己是救人的人，如今驀然回首才發現，他

們竟是我的貴人。和他們無數交會的過程，

如水滴石穿般隱微的影響、持續不斷地塑造

今日的我。好長一段時間後，當看到現在的

自己，竟有對人生智慧成長的驚艷之嘆。

　　高雄市生命線五十年了，在為它慶生：

「五十生日快樂！」之餘，我個人更想對這

群恩師益友由衷說聲「謝謝你們！」我覺得

很幸運能夠有此機會成就彼此。（作者為高

雄市生命線第五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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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入社工職場第一步的我，正

逢生命線 25 歲青春洋溢的年

代，從沒想到跟著生命線一起走過四

分之一世紀；常有人跟我說，能在一

個機構待上 25 年，實在不簡單，但

我深知，這是我跟生命線的緣分，在

我人生充滿變數的階段中，生命線陪

我經歷單身、已婚、生兒育女、在職

進修等等，我的 25 年裡，因應許多

階段性的任務與挑戰，唯有生命線是

穩如泰山支撐我成長的機構。

　　四分之一世紀，社會的變化真的

很大，猶記剛到生命線時，並沒有很

多社福團體，對於剛入社會新鮮人的

我，生命線是高雄市 11 個行政區域

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保守的年

代，生命線就與一群婦女團體創辦婦

女園地，且在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封閉

社會裡，高雄市生命線跟著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首創婦女保護聯繫會報，並

共同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完成立法

的任務。也在 2002 年承辦國際生命

線台灣高雄世界大會，從港都守護生

命的燈塔，把高雄市帶入國際舞台的

視野，再次讓我見識到高雄市生命線

服務的廣角更加擴大。

　　當然隨著社會變遷，許多社會福

利機構，紛紛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

高雄市的社會福利走向，變得更專業

分工更細緻化的時代來臨，高雄市生

命線因應這來勢洶湧的趨勢，展開一

趟自我專業發展定位與挑戰探索之

路。從原本『千里一線牽幫助在耳

邊』的自殺防治專線服務，開始由

被動接聽轉為主動關懷服務，並於

2010 年完成建置專線資訊化系統，成為南部首創自殺防

治專線個案管理資訊化的機構，促成本會成為南部自殺高

風險個案追蹤照護服務的第一個民間單位；同時高雄市生

命線的服務觸角，也從機構走到社區，積極與社福團體及

社區據點合作，推廣心理健康促進等相關工作；近年來更

關注於長者、家庭照顧者及脆弱家庭的心理健康議題，走

入校園推廣生命教育及情緒課程、進到社區舉辦心理支持

團體、連結社福團體辦理專業人員及相關從事服務工作者

培力課程等等，我們齊心努力的目標，就是要讓整個高雄

地區看見高雄市生命線服務的足跡。

　　走筆至此，高雄市生命線近年來的每段精彩，慶幸自

己能參與在其中，為了讓高雄市生命線仍能屹立不搖，成

為港都守護生命的燈塔，生命線的專業人員，各自專業求

精，在無數次腦力激盪及激辯中，找出一條努力的道路；

而生命線的志工們在社會變遷中，不斷在職進修及調整腳

步，因應時勢需求的熱誠，成為生命線服務推動最大的動

力；還有生命線的理監事總是百忙中，熱心投入公益，積

極連結資源，是創造生命線更大的服務效益的驅動者。

　　如今高雄市生命線要過 50 歲生日，感恩一路相挺的

專業同仁、及跟著我們並肩作戰的志工們，和一直支持我

們的理監事團隊，亦師亦友相伴我左右，讓我能在生命線

日子，經歷無數次的挑戰、突破、蛻變和成長，此刻除了

一起歡慶生命線 50 年，更期許高雄市生命線能邁向另一

個高峰，讓大高雄地區因有生命線，我們的城市更健康和

樂。（作者為高雄市生命線現任督導）

點滴林九六
成長生命線伴我

高雄市生命線為我
開另一扇門

深入社區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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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如白駒過隙」，

相信是許多人在畢業的簽

名冊上都會寫上的感嘆詞，而如今的

我一樣感嘆時間荏苒，如同莘莘學子

一般，只因驚覺自己當生命線志工已

邁入第十年了，十年之前我的生活裡

並沒有志工這個角色，但一場災難讓

我萌發探討生命的動機。

　　遭遇與機緣總有一無形的牽引

線，拉動時間來磨合，民國 92 年台灣

因 SARS 而風聲鶴唳，而我因喪失親

人而傷心悲慟，日子是封閉的，情緒

是低落到對任何的事物都無感的，唯

一一次出外買物品，當伸出手去挑拿

東西時，一聲巨響，一樣東西落在身

旁，無感的我並不知道落下來的是一

個人，一個跳樓自殺的女人，只有感

覺手臂被打到了，也沒有多疼痛，旁

邊的路人已在哀聲慘叫，我才回神看

到了地上的屍體和一攤血，驚嚇的程

度已是破表。警察來了問我有沒有受

傷，我的回答是沒有，他說要救護車

帶我去醫院，我的回答是不用，但兩

天後我的右手臂整支是紫黑色的，因

為那跳樓自殺的女人的腳正好打到我

的手臂，重力加速度，我的手沒斷掉

算幸運，再如果再差個十公分，我就

會被重壓而死，幸蒙守護神眷顧，也

算是大難不死了。

　　歷劫未死的人應該要有一些作為

吧？那一幕場景是任何人都終生難忘

的，我想為那死去的女人做些甚麼？

讓那絕望的靈魂能脫離無助的哀怨，

也想了解人為何會選擇自殺來結束生命，幾年後，另一

條牽引線出現了，我們的同工介紹我進入了生命線。

　　今年高雄市生命線五十歲了，五十年來有許多前輩

用心耕耘這片園地，幫助無數人紓解難題，陪伴無數人

重拾生命，累積成果難以數計，要說生命線是一畝福田

亦不為過的，同在這福田裡學習助人志業，人人都是有

福之花，福福相繫。高雄市生命線已耕耘成花團錦簇的

花園，朵朵福德之花爭奇鬥艷，芬芳無比。

　　遙想十年前受訓之時，因為甚少研讀有關心理諮商

的書籍，對於所謂的同理心、聚焦、澄清等等的理解是

十分膚淺的，應該是只侷限在文字解釋的範疇中，剛開

我在高雄市生命線 
習得福花慧花並蒂開

田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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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線時，聽著個案的敘述我還會照書演練，內心還

要盤想著，聽到這個應該要趕快同理情緒，聽到個案

已經是重複敘述相同事情了，腦袋裡就出現許多個協

談技巧，完全是用腦袋在接線，而不是用心在接線。

如今已是十年的磨練，我們不是專業的心理師，但我

可以體會用心接聽個案的問題，與用腦袋傾聽是完全

不相同的，所有的協談技巧也融合為願意去同理和陪

伴的心而已，即使是思覺失調個案，用心聽都能體會

到個案的失落與悲哀。猶記得第一次實習值大夜班，

那時有督導陪伴，當時督導問了我一個問題—當志工

要如何能不懈怠，我的回答是要能「一本初衷」，用

最初進來的心意走下去，到今時我能很確定，不失本

心就能一本初衷，而心的付出從不虧空，

因為滿滿的智慧之花是由內心的溫暖灌

溉出來的。

　　高雄市生命線慶祝 50 周年慶，但

全球在新冠病毒的災難中，防疫奮戰，

許多活動是受限制的，我想人類是很聰

明的，蒙受災難之後，依樣會調整思維

增長智慧，在此祝福我們高雄市生命線

五十周年生日快樂，同時也祝福全球人

民，戰勝病毒，迎接平安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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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會是之前高雄市生命線下屬的

一個學生組織，它主要由當時高

雄的三所大學，包括高師大、中山大

學與高雄醫學大學的學生所組成，目

的是透過受訓過的大學生，可以去陪

伴一些有情緒行為困擾的青少年，是

延續國外的“大哥哥、大姐姐＂的模

式。

　　當初要成為良友會的正式去接案

協助青少年的人，需要經過甄選過程，

當時甄選過程一年將近有 200 個學生

徵選但只錄取 50 位，競爭非常激烈。

經過一年的培訓之後再徵選一次，大

約只剩下 1/2-1/3 的人，再經過第二年

的訓練及開始接案的過程，因為大學

生自己的學業逐漸加重，所以最後能

夠留下來到第三年的大概只有 5 到 10

位，而這些人大概也都成為會長副會長或是督導。我是

民國 76 年加入的第十四期成員，後來也成為會長。

　　以有限的經費來看，良友會訓練課程其實還算扎

實，每一個禮拜有一次的團體課，程包括會心團體課程，

同理心團體課程，第二年就開始要當 co-leader，第三年

就要當 leader 帶領新一代的受訓人員，同時會有固定的

專家演講，然後在暑假寒假還會有固定的訓練營，上課

內容主要以溝通技巧、支持式心理治療、自我認識及問

題解決的內容為主，一般的會員若認真學習，都有一定

的支持的能力，但是因為青少年的問題常常非常複雜，

甚至包括有一些疾病的問題，因此在這種系統訓練下的

會員能不能去面對這樣的青少年問題，實際上是要看不

同的個案而定。這個結構上的吊詭衍生的專案成效的問

題，也形成後來良友會到底需不需存在的爭議，最後也

終於在 20 幾期後，良友會的專案就被結束。

　　對我而言，我接過幾個案子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即

使以現在專業精神科醫師角度來看，都覺得還是非常困

難，因此當時也留下來自己很多的疑問，但也因為這些

疑問也成為自己後來變成精神科醫師及兒童精神科醫師

的一個主要的起點。就個人成長的部分而言，這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成長環境，以自己而言，我在大學剛開始

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多的環境情緒及個人的發展的一些議

題，然而在良友會的學長姐及同儕的聆聽、支持與包容

之下，很幸運地能夠度過那一段探索的時期，這也讓自

己對於人跟人之間的支持，以及透過語言與陪伴式來協

助他人的方式，有了切身深刻的認同，這也是後來為什

麼變成精神科醫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這時期

的訓練也為精神科醫師的工作打下非常紮實的基礎，因

為精神科醫師受訓時，要密集學習非常多的東西，因此

並不見得能夠有這麼完整的去自我成長、自我理解及與

人互動的感受來體會一些情感、動力、知識與治療的經

驗。另外對我影響的是，學會了去看待孩子的問題需要

看待家庭的問題，處理事情不單靠自己可以靠團隊，因

良友會 我與

陳錦宏

長庚大學醫學院教授

嘉義長庚大學精神科主治醫師

 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

38



此我後來在治療兒童青少年的一些問題的時候，包括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的這個盛行率高的族群的時候，自然而

然就會開始用組織的方式來協助這些孩子與家庭，於是

我後來也成立一個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

關懷協會的組織來協助這些人。

　　基本上心動家族核心精神是和良友會沒有什麼太

大的差異，只是裡面執行所有工作的人全部都是非常

資深的專業人員，自然而然它的成效就會非常的明顯，

我想這也是良友會的精神透過心動家族的模式進而深

化與擴大。

　　有時想想歷史的偶然也變成歷史的

必然，沒有參加良友會大概也不會創造

出心動家族這樣在心理精神健康長期照

護的重要的模式，回頭看非常謝謝那時

候的一些學長及同儕的陪伴與成長，我

太太慧娟也是良友會的學妹，所以良友

會對我的人生的影響，現在看起來上是

非常的深遠。

39



他們和

高雄市生命線

的故事

在 1995 電話線的一端，訓練有素的志工自稱是「高老師」，是以同理心為出

發點，不帶任何批判的陪伴者。在這裡最難堪的處境會被接納，沒有難以啟

齒的事，很多故事從那一聲「生命線，你好！」開始，敞開心的連結。50年來，

不只有 50多萬通的來電，也收到許多誠摯的感謝，都激勵著我們，助人路上，

繼續勇往直前。

一位擔負著照顧老父和思覺失調症妹妹重任的男性，白天工作崗位上是最

稱職的員工，晚上常來電生命線哭訴自己的壓力，甚至大聲咒罵老天對

他不公平，除了我們，他無法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來，雖然他來電頻繁，有時

甚至罵出三字經，我們也默默陪伴著他。每當新聞出現有照顧者因不堪壓力，

帶著被照顧者輕生時，我們不禁慶幸，他願意來電讓我們成為他減壓的對象。

　　一位常年為憂鬱症困擾的女士，固定每周來電與生命線老師聊心事，老

師們也習慣她的來電，直到有連續兩周沒接到她的來電，老師們正納悶時，

接到她姐姐來電告訴我們，她因病去逝了，但臨死前她交待姐姐一定要來電

感謝我們陪她 25 年。

　　年輕的同志與伴侶分手，不敢向保守父母或朋友訴說，來電時泣不成聲，

在這裡，沒人會批判他，他被接納並感受到真誠的關心，撫平心中的痛。

　　一位曾因感情受挫來電想輕生的少女，在我們一次次的陪伴下，慢慢走

出來。最近接到她的來電，說的是自己如何在這次經驗中成長，甚至還當起

了朋友的生命線，接線的高老師除了肯定她的選擇外，也興奮的告訴她，她

已長成大樹，會吸引心苦人來乘涼，生命線的觸角延伸出去，往人人都是生

命線的理想，更邁進一步。

　　也有人站在大樓頂時來電，或是已仰藥，神智不清時來電，他們與生命

線的故事，在緊張的氛圍下開始，故事結果有喜有悲，但在交流的那一刻，

彼此絕對是真心交換，認真的為生命努力著。

　　每當收到感恩的來函時，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聲謝謝，而是一位情緒穩

定者，已經能跳出原先無法自拔的漩渦，能去看見自己擁有的，並且表達出

謝意，這樣的感謝函對生命線來說是鼓舞，也感謝他們給與我們更多繼續下

去的正能量。

線上真誠的交流 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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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咖啡而來的感謝函

發票中獎了 立刻捐到生命線表達感謝

讓我們士氣大振的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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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協談室和他們相遇

高雄市生命線走出協談室，走入社區，有更多的故事

發生其中。

我們連續辦了 4 年的長者支持團體，希望讓長輩在人生最

後一段時間能活的更有尊嚴和快樂，榮民之家的周爺爺，

常感嘆自己壯志未酬，也思念故鄉，我們在支持團體中，

津津有味的聽著周爺爺的故事，這是個相互陪伴的歷程，

感謝周爺爺讓我們聽到大時代的故事，也感謝才華揚溢的

他，送給我們一幅激勵士氣的書法。

謝謝周爺爺送我們激勵的書法 太愛你了

弱冠從戎報國仇 流落他鄉六十秋
壯志未酬鬚髮白 老殘常懷故國憂
天使降臨陰霾散 歡笑聲中忘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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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服務到服務人群

在早期我們舉辦的婦女園地中，我們不僅和參加者一起研究家庭經營之道，也討論如何活出自

己。參加者和生命線的緣分，有的延續至今，有 30 多年了吧﹖因為她們成為我們的志工，每

周 3 小時，接聽電話，從未間斷。也是我們辦團體或活動時最好的幫手，我們的故事延續了 30 多年，

更棒的是，它還在繼續延續下去。

他的事業經營得非常成功，應該有

賴於他對自己嚴謹的要求，但這

一套用在家庭，卻讓他徹底失敗。家人

不僅對他冷漠，甚至躲著他，他來電生

命線，訴說著當社工的女兒，甚至不

肯叫他一聲爸爸。在接納和不斷的引導

下，他願意放下尊嚴來上志工課程，恍

然大悟自己從沒站在家人角度想事情，

與生命線的邂詬，他學會以同理心思

考，因此家人願意靠近他，甚至請教

他。他和家人的故事有圓滿的結局，他

也成為生命線的志工，我們甚至以他為

原型拍攝「男人心 報你知」微電影，

道出許多男性心中的苦，一直到今天，

他的故事仍是我們的最佳原創。

媽媽志工練習才藝 準備在活動中大展身手

微電影導演和編劇聽現實生活中的男主角說故事 準備寫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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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生命線協會投入港都 1995 自殺防治護心行動半世紀，10 年前與

台北市及桃園市生命線共同使用了一套 ESOS 服務系統，掌握每通求

助電話的需要與品質，挖掘更多服務的可能性！透過數據分析看見青壯年求

助比例高、在經濟壓力下，家庭互動、人際關係處理及職業、學業壓力都是

心苦原因，在家庭關係中親屬供養的照顧議題是兩性求助者都在意的壓力源。

一通求助電話，讓心苦人可以喘一口氣，說出來的同時，讓糾結的困境得到

轉圜空間。網路時代來臨之際，更多家庭取消了市內電話，取而代之的是智

慧型手機 APP 多元功能快速反應需求，以及在網路世界中社群的互助關懷，

當你需要時，你可以選擇：讓誰守護您心的出口？！

　　生命線以專業培訓、資訊系統管理與社會資源網絡串聯整備專業護心服

務網，並採取服務行動前往社區脆弱家庭、監所教會企業、長照機構與兒少

課後照顧據點等地方，將護心與自殺防治行動結合，並精準運用社會工作、

諮商輔導、服務行銷與研發及志工培訓專業，落實助人服務品質。2020 年著

手研發嶄新的 eLife 服務管理系統，為 E 化服務超前佈署，未來，生命線期

待帶給港都與心苦人更具效能的服務整合，開啟 E 化服務與線上協談的多元

可能，讓服務從千里一線牽、幫助在耳邊！延伸到～無時無刻 守護左右的護

心行動，生命線將更積極的投入社會政策關懷行動，成為社會安全網的守護

者、織網者及支撐者！讓 1995 成為服務整合平台、用服務帶給心苦人快樂、

促使助人人自我提升成為生命老師，在多元護心、社區共進的信念下，讓生

命線成為您愛自己的美好選擇。（作者為高雄市生命線現任主任）

護心服務
新展望 e Life

是您快樂的選擇
黃靖淑

品質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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