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總說明
「自殺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公布
施行，為落實及明確定義本法相關規定，爰以我國自殺防治體系之運
作現況及防治實務經驗為基礎，並充分研析自殺防治相關文獻、世界
衛生組織出版文件，參考日本「自殺對策基本法」與韓國「防範自殺
及建立尊重生命之社會文化法」及我國「精神衛生法」條文內容，依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其要點如下：
一、本細則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各級政府及全體國民於推動自殺防治工作之角色。
（第二條）
三、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內容之項目。
（第三條）
四、自殺防治策略及共同投入防治資源執行之重點。（第四條）
五、自殺防治諮詢會之組成及任務。
（第五條及第六條）
六、自殺防治工作之內容。（第七條）
七、自殺防治教育課程之內容。
（第八條）
八、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必要，得請求有關機關協助
或提供相關資料之項目。
（第九條）
九、自殺防治方案內容之項目。
（第十條）
十、自殺防治現況調查蒐集、彙整及分析之範圍。
（第十一條）
十一、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之內容。
（第十二條）
十二、自殺防治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第十三條）
十三、建立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
機會之機制。
（第十四條）
十四、本細則之施行日期。（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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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
條文
第一條 本細則依自殺防治法（以下
稱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級政府為落實本法第三條
以社會整體資源投入自殺防治策略
之實施，應促進全體國民對自殺防
治之認識，全體國民應協助政府推
動自殺防治工作。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其內容
包括下列項目：
一、自殺防治之衝擊及挑戰。
二、我國自殺防治現況及趨勢變
化。
三、願景及目標。
四、策略。
五、政府機關權責分工及協調。
六、後續推動。
第四條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
構、團體及社會各界，應依前條綱
領提出有效策略，就下列事項共同
投入防治資源並執行：
一、自殺行為發生前之預防。
二、自殺行為發生時之危機處理。
三、自殺行為發生後之處置。
第五條 本法第四條規定之自殺防治
諮詢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七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本部）部長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本部主管次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相關
部會次長、單位主管及學者專家聘
兼之。
第六條 自殺防治諮詢會之任務如
下：
一、全國自殺防治行動綱領之諮詢
事項。
二、自殺防治策略之諮詢事項。
三、自殺防治方案之諮詢事項。
四、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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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細則之訂定依據。
各級政府及全體國民於推動自殺防治
工作之角色。

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內容之項目。

自殺防治策略及投入防治資源執行之
重點。

自殺防治諮詢會委員之組成。

自殺防治諮詢會之任務。

及整合之諮詢事項。
五、自殺防治資源規劃之諮詢事
項。
六、自殺防治研究發展之諮詢事
項。
七、其他有關自殺防治工作及各項
心理健康促進前端預防工作之
諮詢事項。
第七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定自殺防治工作，其內容包括下
列事項：
一、推廣生命教育。
二、製作及推廣自殺防治教材及宣
傳品。
三、依年齡別及高風險群，推動自
殺防治服務措施。
四、加強民眾認識精神疾病及防治
憂鬱症。
五、推廣防範自殺之主動助人與求
助觀念及方式。
六、建置關懷網絡機制及知悉有自
殺行為情事時之協助方式。
七、分析自殺死亡或通報資料，並
監測趨勢變化。
八、降低高致命性自殺工具之可取
得性。
九、辦理自殺防治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
十、加強自殺防治之研究。
十一、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
第八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自殺
防治教育，其內容如下：
一、生命教育課程。
二、壓力調適及問題解決技巧。
三、認識自殺危險因子、保護因
子。
四、識別自殺高風險對象及徵象。
五、防範自殺機制。
六、自殺危機處理。
七、自殺防治資源。
第九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定相關
資料，其項目如下：
一、戶籍資料，包括各類身分、族
別或國(地區)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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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殺防治工作之內容。
二、第八款所稱「高致命性自殺工
具」係指經實證研究顯示對於人
體具高致命性，造成民眾自殺死
亡之工具。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於
一百零三年出版之「自殺防治：
全球要務」指出，降低高致命性
自殺工具之可取得性，為獲得最
多科學實證支持之自殺防治方法
之一，亦為降低全球與國家自殺
死亡率之重要策略。

臚列自殺防治教育課程之內容。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
必要，得請求有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之項目。

二、學籍資料。
三、醫療業務資料。
四、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五、低（中低）收入戶資料。
六、就（失）業資料。
七、自殺死亡個案死因調查資料。
八、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自殺
防治現況調查及其他辦理自殺
防治工作所需資料。
第十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殺防治方
案，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綱領擬
訂，每二年檢討一次，並送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前項自殺防治方案之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階段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及措施。
五、機關權責分工及協調。
六、預期效益。
七、管考機制。
第十一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
所定辦理自殺防治現況調查，包括
下列事項之蒐集、彙整及分析：
一、全國推行自殺防治工作實施成
效。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
行自殺防治方案實施成效。
三、自殺通報及自殺死亡資料。
四、特定人口群自殺涉及第九條之
相關資料。
五、民眾對自殺防治之認知、態度
及行為。
第十二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
所定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包
括下列內容：
一、自殺防治守門人之基本素養。
二、自殺防治相關法令及綱領。
三、自殺危險因子及影響因素。
四、自殺防治現況及策略。
五、自殺風險評估篩檢量表之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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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殺防治
方案之內容，並應定期檢討修正。

一、為辦理自殺防治現況調查，規範
自殺防治現況調查蒐集、彙整及
分析之範圍。
二、特定人口群之自殺資料分析，係
指針對自殺 高風險群 或特殊族
群，如學生、老人、榮民、原住
民、新住民、精神病人、藥癮個
案、酒癮個案、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加害人及被害人、脆弱家庭成
員及相關對象之自殺資料分析。

一、規範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內
容，提供各機關或團體教育訓
練。
二、本條所稱自殺危險因子及影響因
素，係指世界衛生組織一百零三
年出版「自殺防治：全球要務」
之相關因子，包括下列層面：健
康系統層面（獲得健康照護管道
之障礙及獲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

六、自殺行為之預防及危機處理技
巧。
七、本法第十三條防止再自殺之資
源轉介。

之管道）、社會層面（不適當之
媒體報導及求助行為之污名
化）、社區層面（災難、戰爭、
衝突、文化變遷與斷層之壓力、
歧視，及創傷或虐待）、人際關
係層面（被隔離感與缺乏社會支
持，及人際衝突、不合或損
傷），及個體層面（自殺行為
史、自殺死亡者親友、精神疾
病、酒精或藥物濫用、失業或經
濟損失、絕望、慢性疼痛，及基
因與生理因素）。
一、相關人員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 定時間辦
理，並訂定通報方式及內容。
二、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及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一條有關通報方式及內容訂定。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
人員應自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後二
十四小時內，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
之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
業。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通報
內容，包括可得知之自殺方式、自
殺行為人資料、自殺原因與處置情
形及通報人聯絡方式。
第十四條 本法第十二條所定降低民 一、為減少自殺致死事件之發生，臚
眾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
列各項可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
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其機制如
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
下：
法機會之機制。
一、向製造或販售業者宣導，不以 二、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係指經實證
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
研究顯示於人體具高致命性，造
開放式貨架或其他方式，供民
成民眾自殺死亡之方法。
眾直接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
具。
二、向製造或販售業者宣導，於高
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包裝或
容器上，註明警示圖文及自殺
防治緊急諮詢電話。
三、宣導珍惜生命，並註明自殺防
治諮詢電話，或於適當場域設
置求助標示。
四、向公、私場所或對高致命性自
殺方法場域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宣導設置防護措施、改
良環境、設施設備，或去除危
險物品。
五、向高致命性自殺工具販售業者
及高致命性自殺方法場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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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宣導參加
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六、向高致命性自殺工具販售業者
宣導於販售時，主動詢問民眾
取得原因。
第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