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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遲到或早退 

2. 假期前後 

      習慣性缺席 

3. 因疾病或意外 

      增加缺勤時數 

缺勤或怠工 

同仁工作行為觀察要點 

1. 體重改變 

2. 眼睛紅 

3. 記憶力喪失 

4. 經常抱怨身體健康

狀況不佳 

5. 經常頭痛、胃痛等 

生理徵兆 
1. 退縮人際行為 
2. 過度的反應 
3. 不恰當的大笑、

哭泣或是憤怒 
4. 同事經常抱怨 
      其異常行為 
5. 和配偶、小孩和

朋友相處有狀況 
6. 經常呈現無助感 

人際互動狀況 
1. 工作表現降低 

2. 工作沒有責任感 

3. 工作粗心大意或是

經常打瞌睡 

4. 注意力無法集中 

5. 情緒不穩定 

6. 無法團隊合作 

異常行為 



高關懷同仁狀態檢核 

1. 出缺勤狀況 

2. 工作表現 

3. 人際互動狀態改變 

4. 行為模式改變 

5. 生理徵兆改變 

6. 情緒困擾 

7. 重大生活改變事件 

8. 危機行為 

9. 其他 



一、出缺勤狀況 

• 連續缺勤(二至四天)或過多的病假 

• 因為疾病或意外而增加的缺勤時數 

• 時常於星期一或星期五請假 

• 遲到或早退 

• 頻率較高的短暫離開工作現場 

• 多次未經同意或解釋的缺勤 

• 奇怪或難以置信的缺勤理由增加 



二、工作表現 

• 工作效率表現與過去不一致(生產力忽高忽低)  
• 逃避工作 
• 對處理複雜作業的困難漸增 
• 任務較平常花更長時間完成 
• 錯過截止日期                      
• 工作習慣改變 
• 工作失誤、意外增加               
• 注意力降低、較常發呆 
• 判斷力減弱                        
• 工作產品原料的浪費與損壞 
• 對工作指示、細節與截止日期較難以遵照或回憶 



三、人際互動狀態改變 

• 對真實、暗示或想像的批評過度反應 

• 向同事借錢 

• 同事對該位員工的抱怨增加 

• 難以合作 

• 與同事交談時間過多                    

• 與同事衝突增加 

• 少與同事或他人的互動，與人隔離或疏遠 



被霸
凌者 

權力 

濫用 

不公平
處罰 

冒犯 
威脅 

冷落 

孤立 

侮辱 

霸凌定義（MSF Union，1994） 

感到受挫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 

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 （ＳＯＳ救命網） 



1.平常會對小貓、小狗施暴，經常摔東西表示憤怒。另外開車習慣及酒後態度也可以觀察是否有暴力傾向。 
2.會控制配偶的交友圈，不准跟異性講話或見面，幾點出門、何時回家都要他同意。 
3.不能忍受挫折，會以馬景濤式的哭喊回應。例如打自己巴掌、搥牆壁搥到手受傷，哭喊人生對他不公平。 
4.在關係裡，不論做了好事壞事，都會把「我這麼做都是因為愛你」掛在嘴上。 
5.除了愛情，生活沒有其他重心。不管家裡米缸有沒有米，也不管敘利亞有多少難民，只管愛你。 
6.對所有人與事欠缺憐憫心與同情心。認為強者就是掌握一切，弱者就是活該倒霉，沒有資格活在世界上。 
7.自己永遠是對的，所有人都對不起他，對於不順從他的人會有激烈的恨意。 
8.會以貶低人格的粗話、髒話攻擊伴侶或是其他人，認為伴侶就是低能與低等。 
9.無時無刻懷疑另一半劈腿，掌控所有的通訊軟體、包括手機簡訊、電子郵件等。 
10.對於輕微家暴一再容忍，認為會改，或是認為他是因為愛我才這麼做，玉石俱焚，是最常見的結局。 



影響生活超過兩週須求助 

胃口變差 

躺在床上難以入睡 

工作出錯次數增加 

容易生氣、罵人 

與家人、同事衝突吵架 

人際關係變差 

台大名譽教授胡海國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建議 



四、行為模式改變 

• 外觀改變，變得較為凌亂、邋塌     

• 對個人衛生的注意力減少 

• 過多的個人電話接聽時間           

• 對他人有較多負面批評 

• 決策效能低落：做決策時更容易猶豫 

• 指責他人的錯誤 

• 行為模式僵化，就算被提醒修改仍較固著於原本的行為模式 

• 間歇性（二週有二次以上）灰色言語，如：人生沒意義想放棄、死了

也許比活著痛快與死後魂歸何處…等 



五、生理徵兆改變 

• 體重改變(突然變瘦或變胖)          

• 眼睛紅 

• 對於身體健康狀況的抱怨增加  

• 經常有頭痛、胃痛等生理症狀 

• 記憶力變差                        

• 慢性的疲憊與睏倦 



六、情緒困擾 
• 突然的暴怒               

• 情緒低落或焦慮且持續一段時間 

• 情緒起伏不定(今日感到開心、活潑、易相處，隔日就呈現憂鬱、退縮)  



最易波動的情緒 

• 工作被解僱 

• 心愛的人死亡 

• 鬧離婚或結婚 

• 受傷或生病 

• 孩子離開或返回家 

• 適應新工作 

• 錢的問題 

• 搬新家 

• 孩子出生 



憂鬱傾向員工的辨識  

1.睡得不好：難以入睡，常常覺得沒有睡飽，精神不好。 

2.感覺疲勞：常常覺得虛弱、無力、疲倦，爬不起床。  

3.身體不適：頭痛、胸痛、心悸、腸胃不適…。  

4.心情很煩：說不出理由，也沒有什麼事，就是覺得很煩。  

5.沒有意義：覺得不快樂、人生失去奮鬥的目標、覺得人生無趣、

沒有價值、沒有意義。  



同理的感受 
• 告訴對方加油之外，更重要的是給出一個同理的感受。告訴對方： 

• 「我可以了解你的難處」 

• 「我覺得得你真的很了不起耶」 

• 「如果是我是你的話，肯定也會很難過的」 

• 我們能夠「認同」與「尊重」對方感受的話，比一味的要對方再更努力，

更能夠讓對方重新獲得力量。 



走出憂鬱症的十個方法 
陳豐偉醫師的高雄精神科診所札記 

一、睡眠一定要充足 

二、多做運動，還是多做運動 

三、重新整理生活步調 

四、不要害怕憂鬱症藥物 

五、找到適合的藥，別太快停藥 (療程約3-6個月) 

六、「比較輕」的藥或健康食品 ，有時也有效 

七、學習放鬆訓練 

八、早上起來曬太陽 

九、隨時隨地伸展操 

十、不要一直看電視 

 

http://blog.eroach.net/
http://blog.eroach.net/


七、重大生活改變事件 

• 家人去世                          

• 意外受傷 

• 經濟困難 



        911救難人員逾4692人罹癌  

                                          消防員：當天就知道會患病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約有5441人因911事件影響被診斷患上癌症，其中有4692人是當時

參與地面營救、清潔的消防人員、員警、環衛工人和志工，另外近750人是世貿中心附近的居民，或是在附近上學、工作的人員。

其他多項研究也顯示，911事件救難人員罹患某些前列腺癌、甲狀腺癌、血癌和多發性骨髓癌的機率比一般人要高很多。 





八、危機行為 
• 有自殺的可能性                    

• 自殺未遂經驗 

• 有傷害他人的可能性 



行為線索 
突然、明顯的行為改變，

如活潑變成退縮。 

出現與上班有關的行為

問題，如績效大幅滑落；

出缺勤不正常；將心愛

的東西送給同仁。 

酒精或藥物濫用情況突

然增加。 

語言線索 

直接以話語表現，也可能

在日記、書信、作文表達：

「沒有人關心我的生死」；

「如果沒有我的話，事情

也許會好些」。 

環境線索 
 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

如親人死亡、與愛人吵

架、分手。 

 家庭發生大變動：如財

務困難、被迫搬家。 

 環境適應不良：如怕上

班、怕與人交談。 
 

其他線索 
 社交活動退縮。 

 出現憂鬱徵兆。 

 出現不滿或不穩情緒。  

 失眠、明顯疲憊，常生

病請假。  

 

員工自我傷害的危險訊號 



關懷時機辨識 

員工請假/遲到頻率增加 
工作表現大幅滑落(常出錯) 

與同仁/顧客吵架次數增加 

自言自語/失神/健忘/反應慢 

到處述苦求助 

沉默不語/表情凝重 

躲在角落電話聯絡他人 

不再參加以前常去的團體活動 



A員有先天性心臟病，約在10歲時動過手術，平常身體常頭暈、喘，曾一天看過3-4科醫師， 

公司於12月下旬曾安排廠內醫師諮詢， 

1月曾至台大檢查後燒炭自殺未遂A員只有女友(B員)和家人知道，當下向女友表示自己已經

想開了，B員以為沒事了故未通報。 

2/1至台大醫院複診，醫師跟他說是心臟衰竭，A員自認沒救了。 

2/9燒炭自殺身亡 

問題： 

1.      據悉A員平日表現正常，工作表現良好，並願意協助表現較差的同事 

          人際關係亦無異常，主管或同事還可已從哪些方面去注意同仁，以及早發現？ 

2.      發生類似案件後，其他同事的輔導與協助 

 發生自殺憾事…..…忘了哪些注意？ 



發生自殺憾事…..…需要哪些檢討？ 

1. 當事人目前的安危及保護措施 

2. 公司應負的相關法律責任與檢討 

3. 公司管理制度與規範(預防及早期發現)之相關責任與檢討 

4. 道德上的責任與檢討(故意之行為) 

5. 當事人對工作的影響程度 (包括他人與職務) 

6. 當事人對生活的影響程度(包括經濟與醫療) 

7. 公司公告相關處理措施 (包括引進資源及管理制度的調整) 

8. 建立關懷與追蹤機制 (不保證好轉就不會再發生) 



EAP服務輸送系統 

EAP窗口 

問題發現系統 問題評估系統 

主管/志工 
問卷調查 

●憂鬱情緒評估(憂鬱量表)  

●轉介心理諮商/身心科 

●協助安排員工與主管晤談， 
    表達工作困境與調整計畫 

●建立同儕支持計畫，覺察同仁異 
    常狀況，及時關懷與通報 

●協助主管如何轉介關懷員工， 
   危機辨識，及時通報 

問題解決系統 

內外資源單位 

●當地心理諮商師/身心科診所 
    就醫資訊 

●EAP專員教育訓練預算編列及 
   課程安排 

●合法可用之心理測驗工具 

●自殺/自傷預防及危機辨識 

●專業外部機構(如身心科或自殺 
    專線)危機聯繫網建立 

本單位缺乏 本單位缺乏 本單位缺乏 

● 附近合法心理諮商師/身心科 
      診所就醫資訊 

● 量測工具及解釋訓練 

● 自殺/自傷預防及危機辨識 
     教育訓練 

●新進員工工作適應方案規劃 

●憂鬱情緒防治宣導 

●主管情緒覺察訓練及員工問題 
    辨識，強化危險判斷能力 

●教導主管及同仁轉介技巧 

●加強新進員工對EAP的認識， 
    實際演練聯繫EAP各種管道 

●加強關懷員對憂鬱情緒的認識， 
    轉介技巧的熟稔應用 

●加強關懷員對憂鬱情緒的認識， 
    轉介技巧的熟稔應用 



協助與自助   缺一不可 

大家都知道豈不讓人看笑話？ 

EAP有能力可以處理我的問題嗎？ 

如果再這樣下去，事情會變得更糟糕! 我一定要下定決心，尋求幫助與改變。 

互助精神 





九、其他 

• 有不尋常或不適當的訪客至工作地拜訪 

• 債權人至公司等… 



異常行為 
   1.精神疾病問題 

   2.物質依賴問題 

   3.工作表現失常 

   4.情緒控制困難 

   5.人際關係困擾 

   6.暴力攻擊傾向 

   7.嚴重財務問題 

   8.個人心理困擾 

   9.身心相關疾病 

    …………………  



不滿被資遣  
科女經理15分鐘刪光1.4萬筆研發資料 

2013年任職新竹生醫園區的廖姓研發經理，在資安檢查時發現她自2014年3月起，陸續將手中持有的營業機

密交給公司的競爭對手，於是將其資遣。離職當天趁交接人員不注意，把公司研發中的一萬四千多筆醫療檔案

全部刪除。新竹地檢署已依刑法無故刪除他人電磁紀錄罪嫌起訴廖女。 2018-03-26  



常忘繳信用卡費  徘徊離婚邊緣 

耶魯大學法學院兼管理學院教授伊恩 艾瑞斯（Ian Ayres）的著作《什麼都能算，什麼都不奇怪》（Super Crunchers）， 

指信用卡公司能猜中持卡人是否面臨離婚，是因為正為離婚苦惱的人，比較可能會忘記繳卡費，信用風險升高。2008/10/30 



7.2 分鐘 

 
霹靂古柯鹼（英語：Crack cocaine），又稱快客古柯鹼、快克古
科鹼，克拉克古柯鹼，是古柯鹼的游離鹼形式，也是吸食古柯鹼
時的一種常見形式。它是由古柯鹼鹽酸鹽用鹼如碳酸氫鈉、氨或
氫氧化鈉處理、再將水蒸發而得，純品為泛白色、帶有鋸齒狀邊
緣的塊狀固體，密度比燭蠟略高。市售固體通常還會摻入其他的
各類成分，以降低成本。 
霹靂古柯鹼最早於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和邁阿密等
市的貧困街區首先出現，因製備時會發出爆裂聲而得名。相比古
柯鹼鹽酸鹽，古柯鹼的游離形式（即霹靂古柯鹼）的熔點要低很
多，更容易揮發和產生效果，因此它受到古柯鹼吸食者的青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5%8D%A1%E5%9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B8%E7%A6%BB%E7%A2%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2%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2%B3%E9%85%B8%E6%B0%A2%E9%92%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2%E6%B0%A7%E5%8C%96%E9%92%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80%E5%B9%B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80%E5%B9%B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D%E7%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6%9D%89%E7%9F%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9%98%BF%E5%AF%86


緊急轉介(通報)時機 

精神疾病者（精神分裂症、妄想、幻聽、躁鬱等） 

情緒失控者 (因失戀、業績挫折或其他生活事件等引起) 

自殺威脅者（指準備執行自殺行動者） 

自殺未遂者（指有自殺行為，但未遂者 ） 

自殺意念者（指心存自殺想法，尚未付諸行動者） 

攻擊傾向者（偶發或蓄意攻擊等） 

 



祝您   健康快樂  

  0975-221139  

chung23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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