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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舉辦，請有興趣的醫師把時間空出來。學會

已請旅行社將適合的航班整理出來。考量印度

治安及國情迴異等問題，學會將組團前往（如

人數足夠）。

在會務的部分，學會一直以來都疲於應付

衛生署、健保局、教育局等單位的會議。這些

會議如果涉及政策的擬定，我們是絕不能缺席

的。可是大家都是臨床醫師，門診時間調動不

易。目前我們的做法是盡量請有負責相關業務

醫院的醫師們參與相關的會議（如：有負責早

療的機構參與早療會議、負責性侵害防治業務

的參與性侵害相關會議）。會議結束後，或是

以電話、或是以信件告知學會秘書會議重點。

我們彙整存檔，交班下去。

當然，我們歡迎如 3月的繼續教育中，成

功大學呂教授的建議：有一位專職的開會人員

（呂教授表示，人選可以是家長團體代表、義

工、或是殷殷美代子的醫師）。專門去應付衙

門事務，爭取我們的權益。意者請洽學會秘書

處喔！

2013 年，祝福大家都可以迎著春風，事

事如意、心想事成！

理 事 長 的 話

2013 年的風

張學岺  理事長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眼 2013 年的春天已

近尾聲。

向大家報告今年的新氣象。

首先，因為經費有限、愛地球的環保意識

無限，學會的期刊將於 7 月開始走入 e時代。

各位會員朋友如 email 有所更動，務必告知學

會，以免未來遺漏了重要訊息。

2013 年的兒青活動會是十分活躍的。我

們今年的年會日期為 6月 2日（星期日）。本

次大會主題為：促進兒童最佳福祉。這個主題，

恰如其分的突顯了我們本次金杏獎得獎人，宋

維村教授，過去 3、40 年來，為台灣兒童的心

理衛生、為台灣兒童精神醫學、及台灣兒童精

神科醫師，所做的努力及墊下的扎實根基。

國外的醫學會議部分，4 月 27 及 28 日，

兩岸兒童精神醫學會議即將於中國西安舉

行，台灣將有十多名醫師參與會議。第 7 屆

ASCAPAP 則將於 9 月 25 至 28 日於印度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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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辦理 102 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甄審，相關日期如下：

	 申請日期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21 日，申請

資格審查時請一併繳交個案報告一式三

份。

	 筆試報名日期：7月 1日至 7月 15 日；

	 8 月 4 日 ( 星期日 ) 舉行筆試；

	 口試報名日期：8月 15 日至 8月 25 日；

	 9 月 22 日 ( 星期日 ) 舉行口試。

	 甄試申請須知及相關表格文件請自本會網

站下載 http://www.tscap.org.tw

2.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十五週年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2013 年 6 月 2 日假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為「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此次擬申請法律、兩性、臨心、職治等多

學分，以鼓勵更多有興趣相關人員參加。

敬邀會員及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相關領域

專業人員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心得報告

中國大陸演講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王明鈺醫師

( 編按：有幸在臉書上得知王醫師的訪中

經驗，特邀撰文與學會夥伴分享 )

101 年 12 月 14-16	我在一個機會下，受

邀前往大陸演講。這次不是學術發表，是對特

教老師做一次三天的教育訓練。雖然我不算資

深醫師，在大陸授課的經驗我不是第一人，但

這次隻身前往，又講個三天，對象不是熟悉的

同業，環境更是不熟悉的大陸。對我來說是一

個特別的經驗，所以在通訊上分享一下，也藉

此機會，看看能不能促進兩岸交流，幫助大陸

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能更快獲得「正確」而「有

用」的概念。

這次邀請的對象是廣州市越秀區啟智學

校，該校號稱是全國最好的特教學校，執行義

務教育 1-9 年級，學生人數不算多，每年 2-3

班、一班十人以內，搭配三個老師。這個學校

早年只收輕度智障學生，中重度孩子都只能關

在家裡，這位陳校長到任後開始收中重度的，

雖然老師們開始累了，但學校確實辦出名聲，

也培養很多對其他特教老師培訓的講師人才。

在 2008 年，越秀區啟智學校率先招收自

閉症孩子 (對，2008 ！大陸對自閉症的認識很

晚，早期這些孩子是沒有受教育的 )，也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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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開始延續辦了畢業生的職訓班、學前班，

這些都不是政府要求而自己開始辦的。做出了

一些成果後，反而引導了教育局的特教方向。	

目前中國大陸特教還像台灣早年一樣很單一

( 就以智能障礙的啟智學校為主 )、師資缺乏

( 高校沒有特教系 )。但拜網路發達之赐，從外

界得到了一些訊息，民間 ( 家長 ) 學校開始一

些改革。

這次演講主要是因為老師們困擾孩子的很

多問題，想區分：是心理因素或是不當對待(家

長高期待 ) 所造成的，還是生理因素造成的。

但其實後來我了解他們是想學會怎麼去判斷孩

子的行為情緒問題是因為精神疾病？還是行為

問題？而當地沒有兒童精神科，精神科說不看

小孩，有少數兒科及復健科醫師會下自閉症診

斷，但卻沒能力處理那些疑問。

其中一位老師，她的孩子有自閉症，早期

接觸 ABA、結構式教學、PCI 等，近一年接受

台灣一位治療師視訊督導 RDI，因為孩子有很

多進步，所以在當地大推	RDI，同時詢問該治

療師有無醫師可以講述。我曾轉過一些個案給

該治療師，因此他推薦我。我這次總共講三

天，第一天排個案討論，後兩天演講。個案討

論排了四個，都是自閉症。兩個是該校生，兩

個是讀普校，在”助理老師”的協助下”隨班

就讀	( 指的是不算成績 )”的學生。

這次去，有機會跟兩三個自閉症家長談，

第一個感想是他們真的很努力，在療育、教

育、醫療都不健全的情形下，他們為了孩子，

努力積極找各種資源，也設想到孩子的未來，

力量比公部門還大。當然，可惜的是，坊間仍

充斥著無稽卻又炫惑的治療手法	( 營養品、幹

細胞…)，家長仍是抱著希望試試，聽了是蠻

心疼的。第二、當地精神科醫師被極度懼怕與

鄙視，被認為專業度不夠、熱情不夠、為了賺

錢拼命開藥 ( 藥費有高提成 )。家長更是怕隨

便被貼標籤，不敢就診 ( 甚至也不太敢讓我做

些鑑定 )。我建議他們可以像許多台灣的學校

請醫師駐診，他們搖搖頭，不對當地醫師抱任

何希望 ( 認為當地醫師們不可能放著醫院好賺

錢的病人來學校看 )，他們甚至希望我直接在

台灣幫他們買藥寄過去 ( 這當然行不通啦 )。

過去，有台灣復健科醫師 ( 在當地開立復

健機構，做治療 ) 替他們講過一些課，但似乎

會留一手，對精神疾病也不夠了解。雖然還沒

有下一個具體需求，但他們很期待台灣醫師能

給他們多一點訓練及協助。

在那裏，心理很感謝台灣精神科及兒心的

前輩醫師們，讓台灣醫生的名聲是很受肯定。

我不敢說自己很有能力，但至少在那裏感覺到

自己有被尊重及需要。但相對的，也從那裏的

老師、家長得到很多感動及學習，一部分是她

們的付出、一部分也是佩服他們在那麼有限的

資源下努力求進步。目前他們對打字溝通有興

趣、也想多增進老師們對家長情緒支持的能

力，其他一些療法	( 另類的順勢、芳香等 )，

應該也需要有醫師一段時間幫他們看看孩子做

鑑別診斷，如果有興趣的，有佛心的，或有甚

麼想法可以與我或學會聯絡 (mingyu945@yahoo.

com.tw	)。



4

專 欄 文 章

校園霸凌、殺人和收入不均：一跨國

縱貫性與橫斷性共同資料分析

Elgar FJ. School bullying, homici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cross-
national pooled time series analysis. 
Int J Public Health 2012, DOI 10.1007/
s00038-012-0380-y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顏正芳醫師

一、前言：

校園霸凌已被認為是重要的青少年精神健

康問題。在一項橫跨 40 個國家青少年涉入校

園霸凌盛行率之調查發現；高比例青少年涉入

校園霸凌，但值得注意的是：跨國間青少年霸

凌他人和遭受霸凌的盛行率具有差異性（Craig	

et	al.,	2009）。因為貧富不均而導致暴力，被

提出是可能解釋青少年涉入霸凌盛行率跨國間

差異的社會因素之一。過去研究結果並未發現

霸凌和社經階層高低之間未有顯著關連，但近

期研究則認為：每個國家中國民收入的相對差

異性與霸凌盛行率的高低有關，而非社經階層

的高低。國民收入不均也被發現和人際間不信

任、種族主義、武器傷害、性攻擊、殺人、健

康和社會問題有關，這可能是因為收入不均本

身就是一種結構性暴力，它惡化階級競爭，讓

社會充斥嘲笑、恥辱、暴力報復。心理學理論

也認為：在收入不均的社會中成長，會讓兒童

覺得人生原本就是不公平的，只是看誰比較有

權有力，為了要獲得想要的，即使付諸暴力也

沒關係，因此加劇敵意和暴力行為。

至今收入不均和校園霸凌的關連性，尚有

以下議題需要檢驗：首先，收入不均和校園霸

凌之間的關連性是否存在於不同性別和年齡的

青少年族群？其次，有什麼因子中介了收入不

均和校園霸凌之間的關連性？如果有的話，此

中介因子可作為霸凌預防和介入的對象。本研

究檢驗暴力（以該國家的殺人犯罪率為代表）

對於收入不均和校園霸凌之間關連性的中介效

果。

二、方法：

本研究資料來源分別來自個體自陳資

料（self-reported	data）和國家資料（country	

data）。個體自陳資料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學齡

兒童健康行為調查（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study），

這個在歐洲和北美進行的跨國調查，在 1994

年（23 個國家參與）、1998 年（25 個國家參

與）、2002年（32個國家參與）、2006年（37

個國家參與）共進行四次 11 歲、13 歲、15

歲青少調查，累積 594,638 筆青少年的自陳資

料。其中青少年自陳涉入霸凌經驗是使用修訂

版 Olweus 霸凌施暴和受害問卷調查所得，問

卷中先將霸凌的標準定義明確寫出，讓受訪者

對於何謂霸凌有一致的了解，接著問受訪者：

「你在過去一學期（或幾個月）有多經常被霸

凌（或霸凌別人）」，以頻率的選項確定青少

年遭受霸凌、霸凌他人、同時為霸凌施暴者和

受害者等三項涉入霸凌經驗指標的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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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料則包括該國國民的收入不均程度

和殺人犯罪率。國民的收入不均程度資料來自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此資料是從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s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和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轉化形成 Gini	coefficient 而來，此係數的

範圍從 0 到 1，0 代表該國所有人收入都是一

致、沒有不均現象，1 代表某一個人擁有了該

國所有的財富，而其他人完全沒有財富。該國

的殺人犯罪率則是取自 1994、1998、2002、

2006 年 United	Nations	Surveys	on	Crime	Trend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Data，代表該國每十萬人出現的殺人犯罪事件

數。

統計方法方面，本研究使用「縱貫性與

橫斷性共同資料分析法」（pooled	 time	series	

analysis），利用國家資料與個體資料的連結，

同時討論國家層次的收入不均程度與個體層次

的涉入霸凌經驗嚴重度的關連性，同時檢驗國

家層次的殺人犯罪率作為收入不均與青少年

涉入霸凌經驗之間關連性的非直接中介效果

（indirect	mediated	effect）為何。

三、結果：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除了在 13 歲男性青

少年外，在所有年齡層和性別的青少年族群

中，該國的國民收入不均嚴重程度越高，校園

中霸凌他人的嚴重度也越高；同時，在所有年

齡層和性別的青少年族群中，國民收入不均嚴

重程度越高，遭受校園霸凌、以及同時為霸凌

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嚴重度也越高，且在各年齡

層和性別之間，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和青少年

涉入校園霸凌嚴重度的關連性強度均無差異。

若將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分為四等級，仍能顯

現：隨著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越嚴重，青少年

涉入校園霸凌的嚴重度亦越高。

在該國的殺人犯罪率的中介效果方面，國

家的收入不均程度越高，該國的殺人犯罪率也

越高；不過殺人犯罪率只和遭受校園霸凌、以

及同時為霸凌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嚴重度有正相

關，未與對他人施行霸凌的嚴重度有顯著關

連。Sobel	 tests 的結果顯示：殺人犯罪率在其

中一條路徑具有顯著中介效果：收入不均越嚴

重，殺人犯罪率越高，跟著青少年遭受校園霸

凌的嚴重度也越高；統計數值顯示：殺人犯罪

率在此路徑為部份中介而非完全中介效果。

四、討論：

本研究結果支持了作者原本的假設：國民

收入不均越嚴重，該國青少年涉入霸凌的嚴重

程度就越高。如此結果雖然過去在橫斷面、多

層次生態研究中也被報告過，但本研究利用大

規模橫跨不同年齡層和性別的樣本資料，再次

證實此假說。雖然本研究還是使用橫斷面設

計，所以無法對於收入不均和霸凌之間的因果

關係有所定論，但依據歷來對於兩者的研究，

可以推論：收入不均因為對於道德發展產生影

響，因而助長校園霸凌這種社會後果的形成，

這種影響可能來自個人、家庭、大環境等層面：

個人方面，青少年會敏感地感受到社會階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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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進而影響在學校與他人相處的方式；家庭

方面，家長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強化了孩子階級

勢利態度和排斥同儕的行為；大環境方面，貧

富不均可能經由對於暴力缺乏有效約束、或默

許暴力行為，因而造成社會對於暴力的無法控

制。如此一來，社會貧富不均會阻止學校、家

庭、大環境推動對於公平正義的重視，形成惡

性循環。

對照發展階段，不同年齡階段可能會有不

同的霸凌表現和盛行率；此外，從演化的角度

來看，霸凌行為可能會有性別的差異，本研究

結果可進行校園霸凌行為的年齡和性別差異探

討。然而，本研究用以調查青少年涉入校園霸

凌經驗的問句，並無法區辨青少年遭受或施行

的霸凌形式，例如是肢體、言語、或是關係霸

凌，以至於本研究結果並無法了解國民的收入

不均和各種不同形式霸凌經驗之間的關連性是

否有所不同。

本研究也檢驗殺人犯罪率對於收入不均和

校園霸凌之間關連性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

收入不均越嚴重，殺人犯罪率越高，青少年遭

受校園霸凌的嚴重度也隨之升高，而殺人犯罪

率並未在收入不均和其他型態的涉入校園霸凌

經驗之間產生中介效果。然而，在解讀此結果

時應相當謹慎，因為收入不均和遭受校園霸凌

之間的關連性，在加入殺人犯罪進行迴歸檢定

時的變化量並不大。為何殺人犯罪率所具有的

中介效果有限？可能的原因在於：殺人犯罪率

並無法完全呈現社會貧富不均所帶來的社會變

化，所以殺人犯罪率之於霸凌的效果尚待更多

研究探討。

大規模非軍事屠殺：成因、分類及預防

Knoll IV JL. Mass Murder: Causes, 
Class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Psychiatric Clinic North America. 
2012; 35: 757–780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楊品珍醫師

大規模非軍事的謀殺（亦稱屠殺）的定義

指的是在同一事件、同一地點、加害人殺了四

位以上受害者，此類屠殺常在白天於公共場所

發生，加害人往往有備而來，並且也預期自己

會死於該處，故完全未準備脫逃方式。

非軍事的屠殺事件並不是個最近才有的事

件，但最近的屠殺事件和數十年前的不同點包

括有使用戰爭才有的自動強大軍火、媒體的強

力放送，以及對某些易受影響群眾的錯誤渲染

效果。

現有的研究指出和這些非軍事的屠殺事件

相關的加害人因子包括有下列幾項：心裡層面

的極度憤怒及報復心態、社交上被孤立、存有

反覆躊躇思索的兇殘復仇幻想、各類的重大精

神疾病、前置誘發壓力以及加害人往往在犯行

之前有一段籌畫準備期。此篇文章為利於日後

之後續研究討論，故提出對於此類屠殺事件的

分類方式，此分類系統主要係依照犯罪學上將

謀殺 / 自殺類別的方法，分析加害者和被害者

的連結關係及動機後加以分類。	事件手法看

起來類似的屠殺行為，加害者可能會有非常不

同的分類。對於屠殺行為的動機以及精神病

理學的了解須要對於報復的心理學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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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venge) 有深層的了解，以及要去探究加害

人是如何地日積月累地讓他們內心的被迫害感

(feeling	of	persecution)、憤恨（resentment）及

具破壞性的忌妒心（destructive	envy）醞釀發

酵。

此外，加害者在最終犯行之前，他們往往

會將他們的意圖或全套裝扮及宣言公諸於公共

媒體，此類資料均提供要進一步分析加害人的

動機、精神病理學及犯罪行為分析上的重要資

訊，故此類精神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上

的分析在了解屠殺行為上是重要的基本心理科

學工具。

總而言之，非軍事相關的屠殺事件是極為

複雜的行為，並為受多向度影響的事件，以目

前的實證資料，並無可靠有效的臨床預測方

式。但作者提出四大原則當為預防屠殺事件的

建議方式：

1.	 強化社會責任：例如每個公民在聽到有人

以任何方式宣洩或威脅要從事屠殺行為時

均應通報以協助個案接受評估；國家須修

法以讓持有重殺傷武器不再如此容易；管

制槍械等。

2.	 精神醫療的介入：例如讓屠殺危險性評估

及處理能力成為精神科醫師能取得執業證

照前的必備的條件，提供憤怒管理訓練及

實質生活因應技巧給高危險患者…等。

3.	 文化的考量：例如少數族群在融入主流文

化時，常因被邊緣化而提高成為屠殺加害

者的危險性，故對此類族群應由社區層級

提供精神健康資源。

4.	 媒體自律：媒體應有公約不要對加害人過

度報導，不論是神化、英雄化或是妖魔化

加害人，渲染及過度報導均會有有模仿學

習效果，媒體報導的重點要宜放在被害人

及社區恢復力。

文化與同儕團體對於謀殺暴力之影響

Kiilakoski T, Oksanen A. A Finnish 
Perspective Cultural and Peer 
Influences on Homicidal Violence: A 
Finnish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11; 129:31-
42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李佳殷醫師

兩位分別為 18 歲及 22 歲的年輕成年男

性，犯下了芬蘭當代社會史中最嚴重的犯罪事

件。Auvinen 於西元 2007 年謀殺了 Jokela	upper	

secondary	school 的 8 位人員，Sarri 於 2008 年

Kauhajoki 的 vocational	college 謀殺了 10 人。兩

者於犯罪前，皆在網路上張貼即將犯案的宣言

及影片，最後同樣在鏡頭前自盡。這兩起校園

暴力事件，使校園槍擊在媒體上公開展示並成

為一種現象。在槍擊事件過後，上百所的學校

都接收到了暴力威脅。

在本篇文章中，希望能藉由仔細檢視這兩

起校園槍擊案件，來思考文化與同儕團體對於

homicidal	violence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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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芬蘭校園中的同儕關係

芬蘭學校制度是採取平等教育政策，亦即

所有的學生接受相同的學校課程，不同的經濟

背景或都市並不影響學生受教育的權利。然

而，WHO 的一項研究中卻發現：芬蘭學童的

學校滿意度與國際相比卻較低。其中一個原

因或許源自於對校園中社交氛圍的不滿意。

WHO 的一項分析發現，九年級的學生中，有

28% 的男童與 42% 的女童，認為校園內同儕

關係是不好的。

許多芬蘭的國家研究都指出校園赐凌是很普

遍的現象。2008 年 15~16 歲的學生中，約有

半數 (48%) 的人表示他們曾經霸凌過其他的學

生。2009 年 Finnish	School	Health	Survey 的報告

指出，約8%的14~15歲的參加者每週遭受赐凌，

甚至更嚴重的暴力事件在校園中也都是司空見

慣的事。而 40%的 15 歲男學童和 30%的女學

童表示，過去一年中，他們曾經遭受攻擊或是

威脅。另一項研究指出，15至16歲的學生中，

約 24%的男生與 5%的女生過去一年中曾遭受

肢體暴力攻擊。

這兩起校園槍擊案件都與校園暴力或負面

感受有關。根據 Auvinen 的父母表示：他自小

學四年級開始便在學校遭受霸凌，然而老師們

卻不認為霸凌是個問題。當他的父母希望能積

極解決校園霸凌的同時，在 Jokela 這個社區緊

密結合的小鎮，卻使他們格格不入，因為這種

悲劇在這象徵寧靜和平的小鎮中是無法被想像

的，雖然物質使用及霸凌一直是 Jokela 的青少

年問題。

Sarri 則有較複雜的生活背景，18 歲前，

他轉學 9 次，搬家 12 次，父母在他 3 歲時便

離異，9 歲時母親再婚。根據他的母親表示，

Sarri 原本個性活潑，後來逐漸變得較害羞內向

畏縮。在 Sarri	17 歲時，與他很親近的哥哥因

病過世，這對他影響很大。當時在學校亦遭受

同學霸凌，之後 Sarri 便輟學去當兵。在 Sarri

的當兵生涯中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曾

向醫師表達在軍中被赐凌的經驗 ( 例如，同袍小

便在他的床鋪上 )，後來出現了睡眠障礙、焦

慮、自殺意念。在此同時，Sarri 開始對國際上

的校園槍擊事件產生了興趣。

雖然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指出赐凌與成為

槍擊手之間的相關性，但芬蘭的這幾位槍手確

實在他們的求學生涯中是被邊緣化且缺少同

儕的認可。這項觀察與其他研究中所發現 peer	

rejection 與 antisocial	behavior 間的聯結性是一致

的。校園槍擊通常發生在鄉村或郊區。與城市

相比，小型社區通常會有較嚴謹的行為規範與

期待，因此，或許亦較容易發生霸凌或是排斥

的現象。

這些芬蘭槍手的 mental	disorder 亦沒有受

到適當的治療。一項芬蘭追蹤型研究指出，

曾在 8 歲受到霸凌的孩童，在 10~15 年後較

容易產生 anxiety	disorder。荷蘭研究發現：霸

凌受害者會有較高比率產生 psychosomatic	and	



9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Newsletter Vol.11, No.4, Winter 2012

psychosocial	problems。兩位芬蘭槍手皆因憂鬱

或焦慮恐慌而接受過 SSRI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的治療。其中 Auvinen 在槍

擊案的前一年被嘗試轉介至精神科求助，

但因其並無足夠嚴重的憂鬱症狀，因此 The	

Adolescent	Psychiatric	Outpatient	Clinic 拒絕這項

轉介。在芬蘭，要接受精神科治療相對是困難

的，因為等候的名單很長而且提供服務者並不

足夠。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槍手，Sarri，亦

因恐慌焦慮而被投予 SSRI 及抗焦慮藥物，但

處方這些藥物的精神科醫師他卻從未見過，唯

一見到面的是護理師。	

2. 網路世界的同儕關係

			芬蘭的年輕人每天約花 2小時在網際網

路上，83% 幾乎每天上網，而 70% 曾將自己

的相片公開在網路社群，例如 Facebook 或 IRC-

Galleria( 芬蘭最大型的社群網站 )。Auvinen 是個

相當活躍的網路媒體使用者。他有多個影音網

站的帳號，經常在網站上發表自己的哲學理

念、施虐受虐的性幻想、或是對過往校園槍擊

手的崇敬。

網際網路使得這群被社交邊緣化的年輕人

有機會去結交新朋友，但相對地，也可能遇上

會鼓勵使用暴力的同儕。Auvinen 在一個網路

討論室中得到許多關於以往的槍擊案的細節。

他同時與這些在網路上直接或間接支持他類似

暴力行動的同儕談話。有一位曾參與談話者向

警方表示，他與Auvinen有過兩次較長的討論，

關於精神科藥物、對校園槍擊的想法、以及購

買槍枝的行為。或許網路上的參與者並沒有明

確表達贊同暴力的想法，但是他們的互動卻可

能被這些有不當想法的青少年當成是一種對其

暴力行動的鼓勵或支持。	

Auvinen 希望他的犯罪可以受到公眾的注

意。因此，他在槍擊當天早上，於網路上發表

了他的相關宣言、照片、以及影片。宣言中包

含了他對混亂社會的蔑視，並表示他即將犯下

的槍擊案是政治上的恐怖攻擊，不只是針對學

校，更針對整個社會以及全人類。他期待能啟

發人們開始發動革命去對抗現今的社會體制。

Sarri 亦有多個影音網站帳號。他發表了多

張他試射槍枝的相片。有許多跡象顯示 Sarri

受到了 Auvinen 的影響：他模仿 Auvinen 在槍

擊前上傳了相似檔名的 media	package 至影音

分享網站、在許多相似場景拍攝他與槍枝的相

片、在相同的網站訂購槍枝、在 YouTube 有相

同的社群網絡。

因此，Kauhajoki 和 Jokela 的案子使我們了

解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在預防校園暴力的重要

性。過去10年內，網際網路對於年輕人而言，

成為相當重要的溝通以及表達自我的管道。

3. 同儕對於潛在暴力威脅的覺察

兩位槍手在犯案前，都表達過許多令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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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有暴力意圖的想法。他們皆對之前的槍擊

手表達了同情，而同學們亦試著說服他們這些

槍擊案並不值得欽佩，因為傷及了許多無辜的

生命。Auvinen 在案發數天前在網站上發布了

他新買槍枝的影片，並針對芬蘭槍枝政策發表

評論”真是個奇怪的國家，竟然可以把槍賣給

像我這樣發狂的人”。而就在槍擊前一天，他

亦提到他或許會因為政客的腐敗而在國會犯下

殺戮事件。在事件發生前，有人曾向校長反應

過 Auvinen 近期的怪異行徑，像是曾喊叫即將

到來的白色革命而所有人都會被殺害，但當時

校長卻不認為這足夠構成威脅。然而，校長後

來成為槍下最後一名犧牲者。

Sarri 亦在許多場合揭示了他的意圖。例

如：多次向友人表示他想在餐廳中進行槍擊、

曾展示之前校園槍擊案的影片，並告訴友人他

也可能做出同樣的事，他也曾向姊姊透露他很

有可能犯下校園槍擊案件。然而許多人都當是

個玩笑。有些較警覺的學生曾向有學校當局反

應，認為事情需要介入處理。這些同儕注意到

Sarri 有大量飲酒的習慣，蒐集自殺與過往校園

槍擊的資訊，而且他看起來似乎憂鬱又孤單。

甚至有朋友不定時的打電話聯絡 Sarri，確保他

並沒有拿著槍做出傻事。在案發前一天，警察

其實有訊問過 Sarri，但並沒有任何違法的理由

去逮捕或沒收槍枝。這位警官是後被以瀆職起

訴，獲判無罪。

4. 結論

這兩起槍擊案件都顯示出預防措施的不

足。整理為以下幾點：

1)	 孩童期被霸凌是第一個介入早期預防的

機會。Anti-bullying	program 或許可阻止

後續演變的不適切行為以及最終的暴

力。

2)	 當學生們出現 mental	disorder 時，這可

以是第二個介入預防時機。兩位槍手都

表現出憂鬱與焦慮的傾向，但卻未獲得

妥善的治療。

3)	 第三個預防介入時機是當學生們注意到

同儕間潛藏的暴力危險。兩起槍擊案

中，同儕皆對槍手表達了反對的立場，

但可惜力量並不夠強大。

網際網路提供了一個接受度較高的平台，

讓這些男孩們可以鉅細靡遺地討論之前的槍擊

案、進而形成暴力的本質。透過在網路上的分

享與討論，或許還間接地被鼓舞，最終透過檔

案分享將網路視為他們實現自身成就名望的管

道。因此了解這些網路身分或許有助於評估潛

在的暴力威脅。

無論是網路社群或實際生活中的同儕都能

提供一般成人所不知的資訊，但是這些有利的

資訊往往卻不被學校或有關當局所重視。因

此，為了預防校園槍擊案的發生，建立於互信

關係上的暴力威脅評估是相當重要的，使青少

年們能更加有信心於自己所提供的資訊能以公

正且令人信賴的方式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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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槍擊事件中媒體對創傷青少年的

影響性

Haravuori H, Suomalainen L, Berg 
N, Kiviruusu O, Marttunen M. Effects 
of media exposure on adolescents 
traumatized in a school shooting. J 
Trauma Stress. 2011 Feb;24(1):70-7.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劉黛玲醫師

前言

2007 年的 11 月芬蘭發生校園嚴重槍擊事

件，吸引國內外媒體廣大的關注，那是發生在

一所芬蘭的公立高中，一位 18 歲的高中生開

槍射殺了八個人，包括五位男學生，一位女學

生，學校的校長以及學校護士；過半數的學生

都暴露在這場創傷事件中。很快的，這個消息

傳遍網路，接著電視新聞及報紙不斷的重複報

導。新聞記者的行為在事後不斷的被批評與指

責，因為他們很多行為被認為是侵犯性的、無

人性的，尤其在未徵得父母同意下，當下去訪

問在驚嚇狀態的未成年的青少年。	

過去很少的研究去了解，那些受害者、倖

存者、或是處於哀傷反應者，在新聞記者的直

接接觸採訪後所造成精神上的影響為何。不過

根據一些個案報告，可以推測創傷事件發生

後，當事者會有不安全感及失去控制的感受，

而媒體介入會延長當事者失控的感受。過去發

現很多受到驚嚇的被訪問者，即使記者的態度

溫和，事後常常對被訪問一事感到後悔，因為

其訪談過程之後被如何運用及播放常常是他們

無法掌控的；災難受害者或倖存者常會被塑造

成英雄人物的角色，或是被標籤成被責難的角

色，而這兩種角色都可能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

傷害。

除此之外，有些創傷相關研究，包括太

空梭挑戰者號爆炸、波灣戰爭 (Gulf	War)、

Oklahoma	city	爆炸案、911 恐怖攻擊事件等，

已發現追蹤創傷相關新聞對於精神上 ( 創傷壓

力徵候群、焦慮、憂鬱相關症狀等)的影響性。

而校園暴力或槍擊事件的媒體反覆播放，間接

對學校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學生的不安全感，

增加學生曠課人數，增加恐嚇、霸凌者等；而

且這種觀看創傷新聞的間接暴露往往要比直接

暴露於創傷事件的時間來的長。目前對於兒童

或青少年，在增加媒體的接觸是否較容易發展

出創傷症候群症狀，或是越長的媒體暴露時間

是否造成越嚴重的悲痛症狀，尚未有明確的定

論。

本研究為一對照追蹤研究，目的是了解暴

露於校園槍擊事件在精神上及心理社會的影響

結果。本研究主要分析媒體對創傷組與對照組

學生所造成的影響差異，其中媒體暴露方式被

分成直接接觸記者與追蹤新聞兩種方式。雖然

到目前為止相關的研究仍不足，但我們預期這

兩種媒體暴露方式均會加重不適或痛苦的感

受。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 2008 年 3 月 ( 槍擊事件四個月

後 ) 於學校使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參加者在

經過詳細解釋研究方法後簽屬同意書，並以信

件告知父母或監護人；缺席的學生則以信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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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	exposure。有意義的暴露 (Significant	

exposure) 指當事人當時必須得逃離槍擊現

場，或是必須躲藏避免生命遭受威脅，或

是見到屍體，或是失去認識的同學；嚴重

暴露 (Severe	exposure)	指的是差點遭受致死

危險，或是親眼見到某人遭受槍枝威脅，

或失去朋友；極嚴重暴露 (Extreme	exposure)	

當事人遭受致死危險，或是親眼見到某人

遭受槍枝射殺，或是失去親人。本研究是

將 mild	 to	significant	 暴露歸為第一等級，

severe	to	extreme	暴露歸為第二等級。

4.	媒體暴露方式是根據問卷詢問當事人，第一

部分主要詢問當事人是否直接接觸媒體，

並回憶其當時感覺，將結果歸納為正向、

中立、負向感受。第二部分詢問是否追蹤

新聞報導，並描述當時感受，其中 54% 的

創傷者會追蹤新聞報導，研究又將追蹤程

度分成低	(0-2 種 ) 及高 (3-4 種媒體追蹤方

式 ) 兩種。

研究結果

1..與記者直接接觸

記者在本槍擊事件共接觸 63%	(n=146) 的

學生，其中 60% 有回答記者問題，與記者接

觸的學生大多數年紀較大 (平均年紀15.3歲 )，

且暴露創傷較嚴重 (severe	to	extreme	約 3/4 曾

與記者接觸過 )；其他資料詳見 Table	1。在詢

問與記者接觸的感受中，共有 130 位學生回

答，17% 感受是正向的，52% 是中立，32%

感受是負向的；通常女性比男性容易在遭受訪

問後感受是負向的；其餘詳見 Table	2。

上回郵信封寄送至學生家中。本研究邀請事

發當時的 474 個 13 到 19 歲 Jokela 芬蘭公立高

中的學生參與研究；最後有 49%	(n=231) 完成

問卷，38%	( 學生或家長 ) 婉拒參與，7%	( 學

生或家長 ) 無法取得聯繫，6% 未完成問卷；

完成問卷的 39% 為男性，61% 為女性，平均

年紀為 15.0 歲 (SD=1.7)。對照組邀請 878 位 13

至 19 歲的 Pirkkala 芬蘭高中的學生，其中 60%	

(n=526) 完成問卷，18% 婉拒參與，19% 無法

取得聯繫，3% 未完成問卷；加入對照組的有

43% 為男性，57% 為女性，平均年紀為 14.7

歲 (SD=1.5)。兩所學校相距 140	Km	(87	miles)，

對照組 Pirkkala 高中未曾發生過重大創傷事件，

兩間學校的學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犯罪率無顯

著差異。

問卷工具

1.	The	 Impact	of	Event	Scale	 (IES)： 內 容 主 要

包含兩個創傷壓力症候群的分項目，入侵

(intrusion) 以及逃避 (Avoidance)，總計 0-75

分，內測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86。

創傷組根據近一周來對於校園槍擊事件相

關的感受填寫，對照組則填寫近四個月來

受到創傷影響最嚴重的感受。

2.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共 36 個

選項，內容包括精神及心理社會學症狀

(Goldberg,	1972)。內測一致性 Cronbach’s	

α=	.95。IES	以及 GHQ 在統計分析上是做為

連續變相。

3.	創傷嚴重度是根據對生命的威脅程度和失

落的嚴重程度，分成六個等級，包括 no	

exposure,	mild,	moderate,	 significant,	 se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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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蹤新聞報導

本槍擊事件被媒體以不同方式散播，其中

電視 (94% 創傷組	VS.	81% 對照組 ) 是最常被

學生追蹤報導的方式；此外，創傷組追蹤網

路占 84%，報紙 (78%)，廣播 (51%)；高度媒

體追蹤 (3-4 種 ) 主要在創傷組，且女性在兩組

均占多數，有被訪問者，高度媒體追蹤比例較

高，其餘詳見 Table	1。媒體追蹤的感受以負

向經驗較多，尤其女性又比男性負向感受比例

更高；高度媒體追蹤的人，其負向感受也較高，

其餘詳見 Table	2。

3..與記者直接接觸以及追蹤新聞報導的影響

創傷組與記者接觸過的，IES 的分數較高

(M=22.55	vs.	M=16.13,	p=	 .007)；GHQ 在兩組則

無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將與記者接觸分成

三組 ( 接受訪問、拒絕訪問、未接觸 )，主要

在接受訪問組與未接觸記者組達顯著差異	(p=	

.004)。

創傷組在高度媒體暴露下，其 IES 分數較

高 (M=22.02	vs.	M=14.81,	p=	 .006)，GHQ 分 數

也較高 (M=8.67	vs.	M=4.30,	p=	 .001)；對照組

在 IES 部分與媒體暴露高低無顯著相關，但在

GHQ 則顯示高媒體暴露下 (M=3.85	vs.	M=2.60,	

p=	.016)，有較多的精神上症狀。

4..多變量分析.( 見 Table.3.)

創傷組在 IES 分數與接受記者訪問、嚴重

創傷暴露、女性有較顯著相關；GHQ 分數與

嚴重創傷暴露、女性、年紀有較顯著相關。對

照組則是以女性、及過去精神支持度有較能預

測 IES 及 GHQ 的嚴重度。

討論

1.	記者直接接觸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在遭受

創傷的青少年，與記者接觸 ( 尤其被訪問 )

後，對於創傷後壓力徵候群嚴重度確實有

顯著的影響。此外，被訪問的超過 1/5 學

生感受是負向的，尤其是創傷較嚴重、女

性的比例更高。

2.	追蹤新聞報導的影響：過去一些研究顯示孩

童與青少年會去追蹤一些災難新聞，本研

究也發現創傷者有高度的媒體追蹤的情形，

在女性、被訪問者尤其明顯。

過去一些研究發現創傷壓力徵候群症狀及

精神症狀與媒體暴露的範圍和時間有顯著相關

(Fremont,	2004;	Otto	et	al.,	2007;	Pfefferbaum	et	

al.,	2001,	2003)；但本研究無法肯定創傷者在高

度媒體暴露下與精神症狀之相關性，不過可了

解高度媒體暴露下，多數對記者為負向感受。

對非直接接觸創傷 ( 對照組 ) 的人來說，精神

症狀原本即屬易感受性的人，會接觸較多的媒

體報導。這樣的結論提醒大眾應該更關注創傷

事件後媒體暴露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研究限制

1.	只評估到四分之一的學生；2.	是在事件

發生後的四個月才評估，因此有回憶上的誤

差；3. 創傷暴露的評估工具不夠精確；4. 為了

避免問卷過於冗長，一些問句被精簡化，造成

媒體評估使用方式的了解有所限制，不過這是

其他研究上均無法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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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1
ADHD篩檢應該是心理健康檢查的一部份。

Recommendation 2
評估應該包括和患者及家長的面談，收集

學校與日常功能的資訊，其他併存精神疾

病的評估，以及患者醫療，社會，與家族

史的回顧。

Recommendation 3
實驗室或神經學檢查並不一定需要。

Recommendation 4
診斷 ADHD 並不一定需要心理或神經心理

測驗，但如果患者有智能偏低，或是語言

或數學的低成就，這些測驗就有必要。

Recommendation 5
臨床醫師需要評估 ADHD 患者是否有併存

的精神疾病。

Recommendation 6
對於每個 ADHD 的患者，都需要有一個完

整而且深思熟慮的治療計劃。

Recommendation 7

對 ADHD 患者的起始藥物治療，應該選擇

被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的藥物。

藥 物 的 選 擇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1),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Kutcher	et	al.,	2004),	and	the	Texas	Children’s	
Medication	Project	 (Pliszka	et	al.,	2006a) 均建

議	stimulants.為第一線治療選擇。許多研

究顯示 stimulants.療效優於.atomoxetine.

(Michelson,	2004)；(Wigal	et	al.,	2004)；(Faraone	

et	al.,	2003)。

Recommendation 8
如果上述藥物治療效果不佳，臨床醫師必

須對診斷作仔細的回顧，然後考慮行為治

療或是其他未被核准的藥物。

Recommendation 9
在 ADHD 的藥物治療過程中，患者需要被

監測治療相關的副作用。

l�Stimulants	 : 多數副作用是暫時的，

而且可能與治療沒有相關，因此需要

評估這些副作用是否影響患者的健康

或是正常功能。

l�Atomoxetine :	 常見 :	 腸胃不適，嗜

睡，食慾減退。頭痛可能會持續	、

肝毒性報告、自殺意念。

Recommendation 10
如果患者對藥物治療有良好反應，而且有

正常的學業，家庭，和社會功能，那麼單

獨使用藥物治療 ADHD 是適當的。

Recommendation 11
如果患者對藥物反應不夠理想，有其他併

存疾病，或是家庭生活中有壓力源；那麼

社會心理治療合併藥物治療通常是有幫助

的。

Recommendation 12
患者需要定期被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繼

續治療，以及症狀是否緩解。

只要症狀持續而且造成影響，ADHD 的治

療就不能中斷。

Recommendation 13
接受藥物治療的患者，需要在治療期間監

測身高和體重的變化。

l�METHYLPHENIDATE

Ritalin 與 CONCERTA	

短效型	( 如	Ritalin	 )	通常用於小小孩	

(<16kg) 的起始治療，但其缺點是一天

需要服用兩次至三次來控制症狀。	

長效型.CONCERTA.提供了更佳的安

全性，保障隱私，並有更佳的服藥遵

從性，但可能對晚上的食慾與睡眠有

影響。

l�S E L E C T I V E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REUPTAKE INHIBITOR  

Atomoxetine (Strattera)		

需密集監測自殺意念與行為，症狀惡

化，或任何不尋常的行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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