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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採用社會行銷的概念及作法，以設計㆒個能實際執行的推

廣方案。在第㆒章探討當前社會日益嚴重的自殺情況後，本章將依第㆔章之研究

架構，應用社會行銷管理程序，企畫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自殺防治工作之社會行銷

推廣方案。第㆒節進行社會行銷總體環境、個體環境之 SWOT 模式分析，了解

內在優勢、劣勢與外在機會點、威脅點。第㆓節整合次級資料及深度訪談之內容，

進行目標群眾界定、產品定位的分析，並提出本方案之行銷目標。第㆔節設計社

會行銷推廣方案，包含行銷組合策略及實際推廣活動企畫。第㆕節提出社會行銷

方案的建議評估方式，以為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推動自殺防治工作之應用。 

第㆒節 行銷環境分析 

本節將以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內部資料與深度訪談資料 4，進行社會行銷環境

分析。分為總體、個體兩個環境面向，進行社會行銷外部與環境組織內部之 SWOT

分析，以分析方案之社會行銷環境及情勢。 

壹、外部行銷環境 

Kotler(1989)認為組織外部環境應就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多重構面分析，

才能描繪社會行銷之總體外在環境。本方案關注之自殺議題與社會現象相關，並

多衍自當前環境㆗的經濟變化。因此，在社會行銷環境情勢分析㆖，將由當前自

殺率引發的相關問題以及其對協會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包括自殺議題的發展、

機構與政府在相關工作㆖的推動情況、民眾在相關議題的反應等。 

㆒、自殺議題發展漸受重視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以自殺防治為首要工作，因此在方案社會行銷環境的分析 

㆖，將從自殺議題的發展開始探討，以歸納出議題推動之機會點與威脅處為何。 

 

4 若需其他相關資料，如政府統計資料、研究文獻等，將另於文內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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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第㆒章的統計資料顯示，國㆟自殺率近年來正持續㆖升。行政院衛生署

發佈九十年最新台灣㆞區生命統計，自殺死亡率㆖升 11.1%，相關單位已對此趨

勢發出警訊（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2002）。但因不同社會政經因素，近來自

殺議題的發展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性，也對自殺防治工作㆗產生不同的影響。 

（㆒）㆗年自殺㆟口增加 

依衛生署九十年度之自殺死亡率資料顯示(2002)，在我國自殺㆟口㆗，以

25-44 歲之 36.1%所佔比率最高；而以 45-64 歲增加 17.6%之幅度最高。詳細分佈

狀況如表 4-1： 

 

表 4-1 九十年依年齡別分之自殺㆟口分佈狀況 

年齡別 24 歲以㆘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以㆖ 

自殺死亡㆟數比率 6.8% 36.1% 30.8% 26.4% 

與前年相較增減 增加 14.6% 增加 10.7% 增加 17.6% 增加 9.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2002）             □為當項數據最高者 

 

近㆔年我國自殺死亡㆟口主要年齡層集㆗在 25 到 64 歲之㆗壯年㆟口，此為

自殺死亡㆟數最多的年齡層（衛生署衛生統計，2002）。自民國七十九年到民國

八十九年十年間，35 至 49 歲每十萬㆟口自殺死亡率已成長了兩倍。根據台北市

衛生局的資料，民國八十六年起，台北市 15 至 39 歲青壯年的自殺死亡率，連續

㆔年成為台北市十大死因的第㆔位。因此，目前台灣㆗年㆟口的自殺死亡㆟數正

逐年增加，已引起相關單位及媒體的重視（衛生署衛生統計，2000）。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認為，除了整體自殺率㆖升是事實外，㆗年自殺㆟口增加

趨勢已是㆒個值得關注的新議題。因為根據協會統計及年度電話諮商個案資料可

發現，此年齡層的求助者正在增加㆗。較之八十八年，30 到 49 歲間的個案增加

3.7%，尤其是 40-49 歲，從八十七年來，已增加 5%（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個案統

計分析資料，2002）。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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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年在打電話的個案裡面，向我們表示想要自殺或他（她）已經自殺

過的㆟，其實沒有增加。只是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最後分析出來的結果，今年的

打電話來的㆟是 30 到 39 歲的㆟最多，40 到 49 歲㆗間的㆟比以前多。他們的問

題多半是情緒不好、覺得失落、沮喪這類的，這可能跟失業或景氣有關係，可能

這個年齡層的壓力是最大的，因為經濟啦、婚姻啦、事業都會對他們有影響。但

是他們是不輕易向外求助的，所以應該是遇到很大的問題。…因為自殺的資料

㆗，㆗年㆟的問題越來越大。這情況也已經是今年必須特別注意的現象了。」（訪

問資料）。 

 

表 4-2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八十九年與九十年 20-49 歲求助個案比例 

 20 到 29 歲 30 到 39 歲 40 到 49 歲 

八十九年求助個案比例 26.0% 32.6% 16.3% 

九十年求助個案比例 22.1% 34.3% 18.3%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電話諮商個案統計(2002) 

□為當項數據最高者 

 

（㆓）男性自殺死亡率高 

男性自殺的狀況也逐年提升。根據衛生署統計（2002），每㆝平均 7 ㆟的自

殺率㆗，有 4.5 ㆟是男性，2.5 ㆟是女性。此外，男性的自殺與自傷㆟口死亡率也

㆒直維持為女性的兩倍，如表 4-4 所示。衛生署統計室主任黃旭明表示，這可能

與男性堅決求死的意念有關（引自許咨正，1999）。 

 

表 4-4 男女兩性自殺死亡率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男性 66.1 67 68 68.4 

女性 33.9 34 33 31.6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統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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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也表示，去年因為失業或經濟衰退因素，男性因情緒或精

神問題求助的狀況因而增加。如表 4-5 所示： 

     「我們去年打電話來諮商的個案比去年多了大概 3.4%左右，男性個案大概

增加了 4%這麼多。這些㆟比較多的都是情緒或精神㆖的問題，婚姻問題也有。

不過以理論㆖來說，通常男生是比較不會主動打電話求助的，這跟性別其實是有

關係的。所以這是較特別的。我想是因為失業的關係吧，因為我們在分析個案資

料以後，有發現這兩年在無業的這㆒項，男生打電話進來的㆟都比較多。他們在

失業以後，都有很深的挫折感。」（訪問資料）。 

 

表 4-4 八十九年及九十年無業之男女兩性求助狀況 

 男性無業求助者 女性無業求助者 

八十九年求助個案比率 26.3% 20.1% 

九十年求助個案比率 30.4% 23.25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電話諮商個案統計資料(2002) 

 

（㆔）失業影響自殺率 

依行政院主計處所發布「失業狀況調查」顯示，到民國八十九年，失業㆟口

已創歷年新高，如表 4-6 所示。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在八十九年度自殺死亡

㆟口㆗，有 50.8%為失業者。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會內個案資料分析也指

出（2002）：「曾經自殺與常有自殺念頭的㆟好發於精神心理及情緒困擾個案，據

我國精神科醫學界研究報告，國㆟痛苦指數愈高，求診的焦慮、憂鬱病患愈多。

現在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除了影響個㆟精神，也包括家庭、暴力、婚姻等狀

況；失業率愈高，自殺率也愈高」。因此，失業對自殺的影響的確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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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我國近十年失業率統計 

年別 失業率(%) 

1991 1.51 

1992 1.51 

1993 1.45 

1994 1.56 

1995 1.79 

1996 2.60 

1997 2.72 

1998 2.69 

1999 2.92 

2000 2.97 

2001 3.31 

資料來源：㆗華民國台灣㆞區㆟力資源統計年報(1980-2002)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表示，外在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問題，會直接反映在個案的

求助情況㆖。在九十年度的個案資料㆗，失業者的求助狀況增加，如表 4-7。此

將成為現今自殺原因㆗重要的㆒項，值得注意。 

「我們 90 年度的個案統計分析結果裡面，個案以沒有工作的最多，網路也

是多了㆒倍。這些㆟大概有㆕分之㆒都有情緒㆖的困擾，因為失業對他們都是壓

力和困擾。這些㆟打電話來這裡的個案，告訴我們他曾經有自殺過或要準備自殺

的，通常是情緒不好還有精神不是很穩定的。」（訪問資料）。 

 

表 4-6 八十九年與九十年台北市生命線無業求助個案之狀況 

 求助者比率 求助㆟數 

八十九年無業求助個案 22.1% 3467 

九十年無業求助個案 25.5% 3548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電話諮商個案統計資料(2002) 

 

由㆖述資料與台北市生命線協會關於自殺議題的分析可知，㆗年㆟口、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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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失業者的自殺率正持續㆖升。這群㆟因情緒或其他因素，向台北市生命線求助

之情況增加，從分析㆗也可知其較易產生自殺意念或採取自殺行為。因此，自殺

議題以與經濟不景氣所引發之社會問題相關，更顯自殺防治工作推動的重要性。 

 

㆓、影響自殺防治工作推行因素 

目前政府組織與相關政策，並無法解決許多立即性的問題。台北市生命線協

會曾與衛生局、消防局合作，但是主要功能在於事件的救治，而非預防。此外，

政府政策緩不濟急，運作也不似民間基金會快速而有彈性。因此在對於具有自殺

意念或情緒困擾的民眾，預防性的工作需要由機構本身推行，藉由宣導或其他活

動推廣概念。這些相關因素都會對自殺防治工作的推動造成影響，以㆘將就與行

銷環境有關之部分進行探討。 

（㆒）政府單位執行成效有限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衛生署在自殺率逐年升高的情形㆘，目前工作方針

是希望以專案方式，對高危險群眾進行輔導。在㆞方㆖，衛生局企畫成立「自殺

防治通報網絡」，成立自殺通報、輔導機制。並設立社區衛生㆗心，提供民眾諮

詢管道。但是，以試辦的基隆市為例，死亡㆟數並未明顯㆘降，仍接獲多起自殺

案件。分析原因主要在於經費與㆟力有限，緊急訪視個案與後續個案輔導追蹤無

法落實，所以影響執行成效（許咨民，1999）。 

在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方面，除加強會內資源之外，也與相關單位合作自殺防

治工作。 

「衛生局、消防局和醫院有和我們㆒起成立了自殺防治網絡。我們負責處理

和接受不同單位的通報，再用電話去關心發生事情的個案。我們的角色，還是以

傾聽、輔導為主，如果出現立即性的狀況，就馬㆖通知警方或消防局來處理。…

政府其實在相關資源的建立應該要快㆒點，因為對㆒個社會來說，社會支持系統

是很重要的。只是很多因素會讓他們很難做，所以我們民間組織就要更積極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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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而且我們做起來的效率也是很好。」（訪問資料）。 

在處理流程㆖，當接獲自殺案件時，消防局負責通報及提供救護資料，協助

個案緊急救護送醫。各家醫院負責個案緊急救護工作。㆞方衛生局接受消防局緊

急通報，並派員進行緊急訪視。㆞區衛生所則受理轉介的個案及訪視工作，以及

為期㆔個月的個案追蹤。此外，民政、戶政、警政、社政、勞政和教育單位，負

責通報高危險個案。生命線則負責個案的電話諮商工作（生命線會內資料，

2001）。因此，以各單位合作「自殺防治通報網絡」之狀況分析，目前衛生局相

關單位並無法證實其成效；生命線協會在此系統㆗所擔任的角色，則為依照通報

進行事後輔導的角色。因此在此自殺防治相關工作㆗，政府單位之執行未獲成

效；而生命線也未展現積極性預防的功效。 

（㆓）國㆟未建立正確之防治觀念 

在自殺防治工作㆗，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表示，除了對當事㆟的輔導之外，家

屬也必須建立正確觀念，因為親友、家㆟的配合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在自

殺防治網絡㆗，相關工作如果得不到患者家屬支持，成效就會打折扣。這與國㆟

視死亡或自殺為避諱之事有關，即相關預防觀念並未建立。 

（㆔）國㆟求助意願㆖升 

心理方面的問題本即由社會與個㆟因素交互所產生的，許多問題並非單㆒因

果關係就能解釋。因此，尋求專業機構與㆟員的協助，是幫助解決問題或澄清疑

慮的最佳方式。可能因為國㆟傳統習慣，不易吐露心事或重視個㆟外在形象，因

此常常壓抑求助動機，而影響問題的解決（台北市生命線，2002）。台北市生命

線協會表示，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自成立以來，迄今服務總個案量已逾㆕十萬㆟

次。以去年與今年之求助個案量比較，民國八十九年的個案量 13500 ㆟次，民國

九十年的個案量約 16000 ㆟次，成長了 15%。因此，國㆟的求助情況卻是是增加

的。協會推測是平均教育程度提昇，使得求助觀念逐漸正確；另外是景氣與經濟

因素，使得民眾壓力過大，需要求助。 

「這兩年的個案都有增加，我們分析應該是教育水準越來越高，觀念會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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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所以打電話來談的㆟越來越多。比較特別的是㆗年男性的個案，這個年齡

的㆟通常都有事業和㆞位，照理講應該比較不會隨便向別㆟求助，除非問題對他

來說很大了，不然不會開口。這種情況應該就是失業率造成的，不景氣讓很多㆟

覺得壓力很大。還有也可能是現在我們的教育水準提升，所以很多㆟懂得利用社

會資源來尋求輔導的協助」（訪問資料）。 

（㆕）求助管道增加 

為使求助管道更多，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電話之外，也增加了網路諮商，提

供更多服務。並計畫㆔年內要再成立社區性的諮商輔導㆗心，增加服務管道。此

外，目前心理相關的輔導機構越來越多，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的網站也與之建立連

結，都可提供詳細的相關訊息。 

綜合㆖述影響自殺防治工作的因素可發現，衛生局等相關單位目前推行自殺

防治網絡之功效未彰。此外，國㆟尚未完全建立自殺防治的觀念，而影響相關工

作的進行。但是國㆟近來的求助意願㆖升，有助於觀念及行動的推展，因此生命

線可發揮預防性之積極功能。 

 

貳、內部行銷環境 

本研究第㆒章與第㆓章，都分別就非營利組織行銷的特性，以及社會行銷對

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進行探討。因此，非營利組織需要行銷策略推動工作。許多

社會問題可由非營利組織專責處理，代行政府任務。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受

限於㆟力、財力、物力，將會影響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成效。為解決這個問題，社

會行銷策略的企畫應用、義工㆟力招募、募款活動設計，都將是非營利組織所重

視的。因此，對以自殺防治為首要工作任務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而言，與其他非營

利組織相同，面臨著㆟力與資金㆖等資源的問題，在活動的舉辦㆖，因而又有許

多限制；此處將就個體行銷環境層面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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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任務環境 

（㆒）經驗豐富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自成立至今已有㆔十㆓年，相關工作經驗較其他諮商輔導

機構多且悠久。由第㆒章台北市生命線服務及組織介紹㆗可知，生命線是台灣成

立最早的電話諮商機構。組織的服務除了以自殺防治工作為主外，只要是與心理

諮商相關的部分，都屬於生命線服務範圍。同時自成立至今，即以推動自殺工作

為首要任務，沒有改變。 

「生命線成立已經㆔十㆓年了，我們不祇是要做㆒個自殺危機處理或者是防

治㆗心；我們也希望對每㆒個打電話來的，都能幫他們立即的傾聽或面對問題。」 

（訪問資料）。 

此外，生命線在輔導工作㆖，只以義務性電話諮商及近年的網路諮商為主，

再視個案所需，給予適當轉介。與其他機構以面談、團體處理方式不同，是協會

最大的特色。 

（㆓）因應趨勢而變化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年度工作重點會依照當年個案分析統計結果修正，以因應

社會趨勢，解決社會問題。 

「自殺在台灣㆒直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希望自己做的是第㆒線自殺防治工

作。所以像是今年自殺率㆖升、㆗年失業㆟口增加或憂鬱症的㆒些社會問題，我

們都很關心，做㆒些預防性的工作。」（訪問資料）。 

九十㆒年度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根據「活出生命光和熱」之主題，企畫之工作

重點有五項：1.發揮協會「危機處理㆗心」責任，解除自殺個案危機。2.加強「網

路生命線」與「SOS 救命網站」之功能與服務。3.擴大義工招募。4.生命教育推

廣。特別是對㆗壯年失業這的生命教育預防工作。5.社區諮商輔導㆗心及義工訓

練教室的設置計畫。協會希望能經由這些計畫與活動，加強生命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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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結合網路諮商資源 

協會為因應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善用新科技的特性，近㆔年來積極推動網

路諮商工作，包括：1.「網路生命線」以電子郵件方式進行諮商輔導工作。2.「SOS

救命網站」，提供相關心理成長課程、資源與求助方式介紹。此兩項在成效㆖已

漸有成長。 

「我們從 86 年 7 月 12 日開始用 E-Mail 輔導個案，到今年已經超過千㆟

（1,016 ㆟次），今年也要加強「網路生命線」、「救命網站」㆓個網站的功能與

內容，還要擴大義工招募的工作」（訪問資料）。 

（㆕）活動設計未大眾化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每年都會訂出㆒個活動主要議題，今年活動主題為：「活

出生命光和熱」。但是在大眾活動的設計㆖，多集㆗在座談會、電影欣賞等活動

㆖，㆒方面活動創意不足，㆒方面為因宣傳因素，而使得活動無法普及。根據會

內資料分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活動型態如㆘： 

1.發行年報、2.年度統計資料公布與記者會、3.接受媒體訪問、4.舉辦主題座

談會、5.舉辦研討會、6.電影欣賞會、7.記者會、8.園遊會、9.網站資料提供包括

報章轉載或其他社會福利資源連結。 

（五）未有社會行銷方式企畫活動 

根據資料，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活動的推廣與設計㆖，未適當運用行銷相關

概念，此處以民國八十八年，協會成立㆔十週年之「守護㆝使」活動計畫為例：

在行動計畫㆗，協會在「緣起」㆒項，介紹活動之意義與目的；在「內容與方式」

㆗，介紹活動項目，包括記者會、代言㆟、徽章設計、徵求參與者、輔導計畫、

電影首映會等內容。在最後㆒項「成果效益」㆖，則主要以受贈金額與參與單位

為分析項目（台北市生命線㆔十週年年報，2000）。在其他活動安排㆖，協會多

依照此模式訂定活動計畫，在內容㆖多以贊助單位為對象；在成效㆖，則以金額

與參加㆟次為主要評估項目。即協會活動著重在項目設計與舉辦，並未以行銷程

序進行目標群眾之市場區隔、行銷組合、評估方式等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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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組織環境 

（㆒）義工動員力強 

生命線協會於民國五十八年死月間招募第㆒期義工，㆒直以來協會都以義工 

為主要㆟力資源。至㆔十週年時，協會已訓練超過 1050 位義工，服務約㆔十萬

㆟次，每期服務約保持 170 ㆟左右。每位義工在儲備訓練時，需㆖滿為期 12 個

月之儲備訓練課程 222 堂課。正式㆖線後，每年的在職訓練課程約有 144 堂課（台

北市生命線㆔十週年年報，2000）。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表示，長時間的專業訓練，

義工對諮商輔導的專業基礎足夠，並具有高度組織向心力。 

「義工他們都受過完整專業訓練，還要甄選合格，才能正式服務過程要求很

嚴格。這些受過訓練的義工，每㆝ 24 小時都排班接電話。而且我們所有的電話

都需要義工幫忙。現在加㆖網路，需要的㆟力增加很多」（訪問資料）。 

因此，生命線能維持每年每㆝每日接聽電話之服務，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義

工最主要的㆟力資源。 

（㆓）資源缺乏 

1.經濟資源缺乏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組織運作之經濟來源，幾乎全是依靠大眾捐款而來。近年

來受經濟不景氣影響，募款成效不彰，因此在經濟資源㆖的應用受到相當大的限

制。 

「因為政府實際能幫到的㆞方有限。我們幾乎全部社會捐贈。不過因為不景

氣，捐贈的收入也減少很多。」（訪問資料）。 

根據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資料，目前主要的資金資助團體有㆓：㆒為台北市扶

輪社，㆓為非力普股份有限公司 

2.義工流失增加 

相同的，在整體社會情勢與經濟條件的影響㆘，義工流失的比率逐漸㆖升，

相對影響㆟力資源㆖應用，以及活動支援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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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氣㆗也對輔導義工影響，流失蠻多㆟的，會使我們服務㆟力不足，所

以我們會在七月份擴大辦理輔導義工儲備訓練。」（訪問資料）。 

3.硬體資源需要擴展 

今年度起，協會希望徵求更多訓練場㆞，以使義工的受訓更為方面，而能招

募更多義工投入服務行業。因此，在硬體資源㆖，將計畫建立社區服務網成立「社

區諮商輔導㆗心暨義工訓練教室。 

綜㆖所述，受景氣波及，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軟硬體資源㆖，都出現短缺的

現象。因此，藉由社會行銷活動的推展，除了可以傳遞自殺防治的觀念之外，還

可以建立協會的知名度，間接發展募款管道，對協會有正面的功能。 

 

參、行銷環境之 SWOT 分析 

綜合㆖述之生命線協會在總體環境之社經背景因素探討，與組織內在環境與

任務相關項目分析後，可歸納出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自殺防治工作推廣行銷策略之

SWOT 分析結果。 

㆒、外部環境分析 

（㆒）外部環境機會點 

1.因為近來自殺議題的發展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其㆗關於㆗年自殺㆟

口增加、男性自殺死亡率高，以及因為失業而造成的高自殺率，更因為與以往不

同而成了值得關注的面向。因此，有助於相關活動的推廣。 

2.在自殺防治工作推行㆖，政府單位受限於法令或組織因素，執行的成效有

限，因此需要非營利組織代行其責，以發揮不同角色之功能。生命線則為自殺防

治工作的專責機構。 

3.對於諮商輔導服務，在風氣與教育程度的影響㆘，國㆟的求助意願逐漸增

加，社會㆗相關求助管道的建立也逐漸普及，民眾開始重視相關生命與心靈議

題，因此有助於相關活動與觀念的推行。 



 97

（㆓）外部環境威脅點 

1.因國㆟尚未建立正確之自殺防治觀念，同時對此類生死議題較為避諱，因

此會影響其觀念接受度。 

2.男性在求死意念㆖較女性堅決，但是求助動機卻較低。性別㆖的差異，也

形成活動㆖必須考量之處。 

3.相關輔導機構增加，為民眾提供較多的管道，卻也形成機構間彼此在資

源、形象與服務㆖的重疊，容易形成競爭。 

4.在成效的評估㆖，因為政府統計之自殺率與協會之個案統計資料皆為年度

資料，在防治效果呈現㆖不易顯見。 

因此，外部環境機會點方面，北市生命線之組織體系完整，具有非營利機構

的特質其組織動員力較政府機關快速，較具有活力，並且擁有許多義工的㆟力資

源；社會開放風氣之㆘，民眾重視相關生命與心靈議題，個㆟求助於心理諮商的

風氣將逐漸普及。外部環境威脅點方面，近年來我國經濟成長趨緩，民眾捐款的

意願可能降低，以及政府福利福利支出比例減少，因此對機構的經費補助將受影

響。自殺防治工作的本質㆖是難以立即見到成效，同時真正需要介入的群體難以

進行預防，例如，男性求助意願願偏低等，這些都是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外部環境

的威脅點。 

㆓、組織環境分析 

（㆒）組織環境優勢 

1.台北市生命線協會㆔十㆔年來以自殺防治工作為機構首要任務，因此在相

關經驗與資源基礎㆖較為豐富。在定位㆖也較為明確。 

2.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因為長期從事自殺防治工作，因此在活動㆖較易因應趨

勢而變化，在自殺相關議題的分析㆖也較具前瞻性。 

3.電話諮商之隱密性、經濟性與便利性已是協會諮商服務之最大優勢。目前

結合網路資源進行諮商服務，可擴展服務對象，同時互補電話諮商服務與網路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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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務之優缺點。 

4.協會義工專業性足夠，有助組織形象建立；同時義工動員力強，提供活動

豐富㆟力資源。 

（㆓）組織環境劣勢 

1.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雖具經驗，但在活動設計㆖卻

不夠大眾化，活動形式也有限，較不易吸引大眾參加，也影響組織與活動知名度

的建立。 

2.在相關活動的企畫㆖，並未以社會行銷之概念進行，不易形成明確的活動

計畫。 

3.協會受景氣影響在經濟、義工㆟力、硬體設備等資源，皆有所缺乏。不利

活動推展。 

因此，內部環境的組織優勢分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為自殺防治工作專門

機構，從事自殺防治工作多年，因此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並且具備自殺相關議

題的前瞻性，在取得民眾信賴㆖是較為容易的。在組織劣勢分析方面，台北市生

命線協會在㆟力資源與經費㆖顯的較為不足；其次在宣傳方案的活動設計㆖，不

夠大眾化，因此活動知名度不高，難達成宣傳的效果，此外組織形象顯得較為嚴

肅，以及缺乏相關諮商輔導資源之策略聯盟等，皆為組織之劣勢。 

 

第㆓節  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與產品定位 

壹、目標群眾界定 

本研究之目標群眾界定方式如㆘： 

（㆒）第㆒步驟：本研究分析台北市生命線之九十年度之電話諮商個案資料，了

解當前求助者㆗，有自殺傾向者之問題類型及在㆟口學變項㆖的特性。 

（㆓）第㆓步驟：根據第㆒步驟之分析，設為區隔變數。同時對照變項之政府統

計資料，找出具有相同自殺意念發生條件之群眾㆗，尚未尋求協助者，界定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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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㆒步接觸之目標群眾。 

㆒、個案統計資料分析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電話諮商的求助個案量，在民國九十年約有 16000 ㆟次，

較以前成長了 15%。最新年度的個案基本資料分析，可呈現目前求助生命線個案

的現況與趨勢，有助本研究進行目標群眾的界定。其次，在義工在個案資料之收

集與紀錄時，因諮商員應遵守諮商倫理，保密會談內容與個案資料，並適時向個

案做說明。在此條件㆘，接案義工以最不干擾談話的方式來收集個案的基本資

料，例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等；有些類型的個案資料則需諮商義工

在會談㆗進行判斷，例如，性別、問題類型、自殺意念、精神狀態等。儘管並非

所有種類的資料皆可收集完備，但總之來說，求助者的資料對本研究的目標群眾

分析，皆有其助益（生命線協會義工工作手冊，1999）。 

本研究運用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電話諮商個案統計資料進行目標群

眾界定的第㆒步驟。此處將分析求助個案㆗，曾有自殺意念或曾採取自殺行為

者，其㆟口學變項的分佈狀況為何，包括：性別、年齡、職業等。同時，歸納這

些求助者的主要問題類型，以找出引發其自殺意念的可能因素。另參考深度訪談

資料，以找出目前求助者㆗，影響其自殺意念者產生之因素為何。 

（㆒）基本資料分析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求助個案之基本資料與特性，說明如㆘ (台北市

生命線協會，2001)： 

1.性別：男性佔總個案數的 31.8%，求助個案為女性者則佔 68.2%，男性與女

性求助的比例約為㆒比㆓，與往年相似。 

2.年齡：個案年齡層以 30 至 39 歲的最多，佔總個案數的 34.3%，20 至 29 歲

居次，佔 22.1%，40 至 49 歲佔 18.3%。所以，20 歲到 49 歲間的個案量幾乎佔總

個案量 75％。受訪義工表示，推斷此年齡層的㆟，因被期待完成㆟生的主要任

務同時擔任多種角色，包括社會適應、婚姻家庭、事業穩固、為㆟父母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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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困擾及承受壓力的機率也較大。 

3.職業：以無業的最多，佔總個案數的 25.5%，其次為商業、家管，服務業

與農業最少。 

4.婚姻狀況：求助個案以未婚最多，佔總個案數的 47.7%。已婚者次之，佔

29.4%。其次是離婚者，分居者最少。  

5.教育程度：高㆗程度以㆖的求助者佔 46.2%。學歷不詳者幾乎達㆒半，佔

45.1%。 

6.自殺意念：來電個案以無自殺意念者為大多數，約佔總個案數 84.6%。已

採取自殺行為或準備自殺者，全年度各佔 0.1%及 0.3%。 

7.精神狀態：以心智正常且確實有困擾的個案為多數，佔總個案數 65.6%。

疑似精神病患個案佔 27.2%，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8.談話時間：個案協談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及 30-60 分鐘為主。受訪義工表示，

理想有效的協談時間約為 30~60 分鐘，負責協談的義工大都希望能掌握此原則。

而協談時間 60 分鐘以㆖亦佔 20.2%。可能是多數個案與都只打㆒次電話，此亦

電話諮商的特性之㆒，所以協談的義工需要給予個案較充裕時間。  

9.主要問題：在問題類型的歸類㆖，前五名分別為：愛情、情緒困擾、婚姻、

精神心理、家庭問題，有這些問題的㆟佔個案總㆟數的 72.2%。今年有情緒困擾

的個案是歷年來最多的㆒次，佔 16.9%。  

10.個案來電次數：第㆒次使用協談專線佔個案總㆟數 47.7%。連續來電的個

案佔 36.5%，比去年增加了 2.0%。 

（㆓）㆟口學變項特性分析 

1.個案性別與職業分析 

在全部個案㆗，男、女兩性個案在職業㆖均以無業為最高，其㆗男性又高於

女性，如圖 4-1 所示。協談義工表示，此可能是因無業對兩性均造成較高的壓力

及困擾而導致。由則可更清楚㆞看出無業者是目前最主要的求助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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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九十年度個案「男女性別」與「職業」之比較分析(%) 

  學生 軍警 公教 工 商 家管 自由
業 

服務
業 

農 無業 其它 

男 11.7 1.0 4.1 6.0 12.8 0.3 4.6 9.9 0.02 30.4 19.1 

女 6.1 0.1 5.6 2.4 18.6 17.0 4.5 12.3 0.1 23.2 10.1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九十年度個案統計資料（2002） 

□表示當項數據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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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男女兩性不同職業者求助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全部個案㆗，職業㆖均以無業為最高，其㆗男性又高於女性，如表 4-9 所

示。協談義工表示，此可能是因無業對兩性均造成較高的壓力及困擾而導致。由

圖 4-2 則可更清楚㆞看出無業者是目前最主要的求助個案。 

2.個案性別與年齡分析 

     來談個案㆗，男、女兩性個案在年齡主要皆集㆗在 20-49 歲。男、女

兩性在 30 至 39 歲求助者比率最高。主要趨勢如表 4-8 與圖 4-2。即目前求助個

案㆗，男、女兩性皆以無業者最多，年齡多集㆗在 30 至 39 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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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九十年度個案「男女性別」與「年齡」之比較分析(%) 

  19 歲以㆘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 不詳 

男 7.3 23.7 31.7 15.4 3.4 1.9 16.6 

女 2.1 21.3 35.5 19.7 8.3 2.5 10.6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九十年度個案統計資料（2002） 

□表示當項數據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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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男女兩性不同年齡求助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㆓、個案自殺意念相關分析 

（㆒）自殺意念與主要問題之比較 

來談個案㆗，已經採取自殺行動和準備以自殺來解決問題的，主要以愛情問

題及情緒困擾為主，愛情問題每年皆是求助者最多的問題類型。而曾有自殺意念

或曾經自殺過的，則以精神心理及情緒困擾個案為最多。特別的是，今年因情緒

困擾而求助的個案量，是歷年新高。整體情況如表 4-9 所示。進㆒步比較有自殺

意念者之情況，關於個案產生自殺意念與自殺行為之問題類型分析，由圖 4-3 所

示，在愛情、婚姻、家庭、情緒之問題㆗，個案採取自殺行為者多於意念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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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精神心理等相關問題之個案，則自殺意念之產生多於行為之採取。 

對應前述目前求助北市生命線之個案，以無業者為最多，而經濟與職業兩項

目並不是造成個案自殺之主要因素。根據生命線表示，應是在記錄個案資料時，

在問題類型分析方面，主要以個案當時所表達之問題狀況為判斷，而失業者可能

因為失業的失落或自我價值低落而形成情緒困擾，或是受到不同壓力而在精神㆖

有所困擾；同時生命線並不是就業輔導單位，個案因此不會直接將經濟或職業問

題視為需求助之問題。此外，第㆓章自殺行為相關因素探討時也指出，男性失業、

酗酒容易產生憂鬱，而促使其採自殺行為（引自江佩真，1995）。因此，情緒問

題與精神狀況不佳，為去年生命線求助個案㆗與自殺意念相關之主要問題類型。 

 

 

表 4-9 九十年度個案「自殺意念」與「主要問題」之比較分析(%) 

  愛情 婚姻 家庭 精神
心理 

情緒
困擾 

㆟際
關係 

健康
醫療 

法
律 

經
濟 

職
業 

信
仰 

性
侵
犯 

其他 

無 19.7 13.4 11.3 10.6 16.1 7.2 1.7 0.5 1.4 5.6 2.3 1.3 8.9 

偶有
念頭 

13.7 15.9 8.8 21.8 23.7 1.9 2.3 0.5 3.8 3.9 1.0 0.5 2.4 

常有
念頭 

11.3 7.9 6.9 36.6 20.9 0.7 2.4 1.4 5.1 2.1 2.7 0.3 1.7 

曾自
殺過 

13.2 11.4 7.4 29.1 24.1 2.9 1.1 0 2.7 4.0 2.1 0.3 1.9 

準備
自殺 

27.5 7.5 12.5 15.0 22.5 0 0 0 7.5 7.5 0 0 0 

已自
殺 

42.9 0 14.3 0 28.6 0 0 0 0 0 0 0 14.3 

無法
判斷 

8.8 8.1 4.5 22.8 16.2 3.4 1.4 0.7 2.0 4.3 3.1 2.3 22.3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九十年度個案統計資料（2002）。 

□表示當項數據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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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自殺意念與主要問題類型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㆓）情緒問題分析 

1. 精神心理、情緒問題與職業 

由㆖述分析，精神心理問題與情緒困擾兩類，是引發自殺意念與自殺行為的

主要問題類型。進㆒步分析因此兩類問題而求助的個案資料，發現，在職業分面，

以無業及農業兩類所佔比率最高，如表 4-10 所示。即無業與從農之個案在精神

心理，與情緒困擾㆖較為嚴重。協談志工表示，可能因為過去㆒年經濟不景氣，

就業市場不斷萎縮，因失業所產生的壓力較大所致，使相關問題求助者增加許

多，佔總個案量 26.9％（八十九年度因精神心理問題求助者㆗，無業者佔 23.5%）。

因此，無業者在求助問題類型㆗，以精神心理問題與情緒困擾問題最多，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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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九十年度個案「主要問題」與「職業」之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台北市生命線九十年度個案統計資料（2002） 

□表示當項數據最高者□表示文㆗討論之數據 

 

 

圖 4-4 無業個案之問題類型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愛情 婚姻 家庭 精神
心理 

情緒
困擾 

㆟際
關係 

健康
醫療 

法
律 

經
濟 

職業 信
仰 

性
侵
犯 

其他 

學生 30.2 0.9 8.3 8.9 17.7 11.9 1.8 0.3 0.8 5.9 1.9 4.0 7.3 

軍警 17.3 5.8 5.8 5.8 17.3 15.4 3.9 0 1.9 7.7 0 0 19.2 

公教 22.6 13.5 6.9 4.8 18.1 13.6 0.7 1.0 2.1 8.8 2.5 0.7 4.9 

工 16.5 10.6 9.4 14.5 17.9 8.4 1.4 0.2 2.0 9.0 2.4 0 7.6 

商 31.3 20.3 10.6 3.8 12.0 7.5 1.3 0.6 2.2 5.8 1.5 0.6 2.5 

家管 2.1 30.1 29.2 8.9 14.9 4.9 1.5 0.4 1.0 1.4 1.5 0.3 3.9 

自由
業 

26.4 17.8 8.6 7.9 16.8 5.2 1.6 0.5 2.1 3.0 2.9 0.6 6.7 

服務
業 

26.9 14.6 7.9 8.6 16.2 8.8 1.7 0.3 1.4 6.7 1.7 1.4 3.9 

農 21.4 0 7.1 28.6 21.4 7.1 0 0 0 14.3 0 0 0 

無業 10.3 5.5 7.1 26.9 22.4 3.9 1.8 0.4 2.4 7.5 3.3 0.5 8.2 

其他 15.3 9.0 7.7 11.5 13.6 3.0 2.9 1.1 0.5 0.8 2.4 3.1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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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心理、情緒問題與性別 

在精神心理與情緒問題㆖，男、女兩性呈現不同情況，如表 4-11 所示。在

情緒困擾問題方面，女性略多於男性。在精神心理問題方面，男性則高於女性。

顯示較多男性個案是因在精神心理問題而求助。 

 

表 4-11 九十年度個案「主要問題」與「性別」之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述分析可知，在求助個案問題類型㆗，情緒困擾與精神心理問題容易使

個案產生自殺意念與自殺行動；而在求助個案㆗，因精神心理問題而求助的，以

無業者之比率最高，在性別㆖，則以男性最多。 

（㆔）具自殺意念者之個案分析 

由㆖面分析，我們可界定出生命現在有個案，具自殺意念者的個案分佈特性： 

1.無業求助者較多 

2.㆗年之求助者較多（30 至 39 歲以㆖） 

3.具自殺意念者之問題類型多集㆗在情緒困擾及精神問題 

4.有情緒困擾及精神問題者多處於無業狀態 

5.有情緒困擾及精神問題者以男性居多 

因此，由台北市生命線之九十年度個案資料㆗可知，目前較易產生自殺意念

之求助個案，為無業之㆗年男性，由 SWOT 分析之受訪資料可知，此與生命線

本年度重視之議題相符，同時這些求助者是自今年才開始增加，顯示有情緒困擾

之無業㆗年男性漸漸形成求助趨勢。 

 

  愛
情 

婚
姻 

家
庭 

精
神
心
理 

情
緒
困
擾 

㆟
際
關
係 

健
康
醫
療 

法
律 

經
濟 

職
業 

㆟
生
信
仰 

性
侵
犯 

其
他 

男 17.4 8.8 6.6 15.6 16.3 4.1 2.5 0.4 2.4 5.9 3.3 2.7 13.9 

女 19.1 15.2 12.6 11.6 17.2 7.6 1.4 0.6 1.3 5.1 1.8 0.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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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目標群眾界定 

由㆖述求助個案資料分析可知，男性㆗年失業㆟口為自殺防治議題㆗，需特

別重視的㆒群。因此，在政府統計資料的比對部分，將就失業之議題進行分析，

以確定因失業而引致身心壓力的群眾㆗，尚未求助者之分佈狀況與特性。 

（㆒）失業㆟口屬性分析 

自 1995 年㆘半年起，隨失業率明顯攀升，失業問題已逐漸成為國內各業關

注的公共議題。根據主計處的資料，自 1994 至 2000 年，國內狹義的失業率由 1.6

％㆖生為 3.0％，失業㆟口由 14.2 萬㆟增加為 29.3 萬㆟。在整體經濟產業因素之

外，近幾年來，除掉初次尋職而失業者，失業者的㆟口屬性也與以往失業㆟口結

構也所不同。從 1994 至 2000 年以來，失業㆟口結構主要差異顯現在性別、年齡

與教育程度幾個面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2001） 

1.性別：  

在性別㆖最明顯的特性為男性失業率㆖升，女性㆘降。由失業者性別比例來

看，男性比例由 59.15%㆖升至 67.59%，而女性失業率卻由 40.85%㆘降至 32.41%。

如表 4-12 所示，因此男性失業狀況比女性嚴重。 

 

表 4-12 1995 與 1999 年我國男性失業㆟口增加率 

年齡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以㆖ 

增加率(%) 43.78 60.78 138.56 203.21 220.47 131.01 

資料來源：主計處㆗華民國台灣㆞區㆟力資源統計年報（1995、1999）。 

 

2.年齡 

在失業㆟口年齡特性的分佈㆖，㆗年失業㆟口比例增加。雖然在同期間，各

年齡層的失業㆟數皆明顯增加，但是以 35 至 44 歲與 45 歲以㆖之失業者，增加

幅度最大，由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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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基層勞工失業比率 

失業者  

㆟數 百分比 
失業比率 

年齡 118 100.00 3.33 

15-24 歲 21 17.66 4.31 

25-44 歲 68 58.17 3.20 

45-64 歲 28 23.84 3.16 

65 歲以㆖ 0.4 0.32 1.55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2001）      □表示當項數據最高者 

 

（㆓）目標群眾界定 

綜合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九十年度電話諮商求助個案資料分析，與目前失業㆟

口屬性分析，我們發現： 

1. 由前述失業相關㆟口統計㆗可知，㆗年男性是失業㆟口㆗比例最高的㆒群，

然而，從生命線來電個案㆗，30 歲以㆖的求助者仍以女性為主，除了反應女

性較強求助性格外，也相對指出，仍又許多可協助的失業㆗年男性，未能主

動尋求心理問題的解決。 

2. 如何填補真正失業㆟口與已求助者間，需要支持卻未有求助行為者，甚或已

是自殺之高危險群之㆟口，便是本行銷方案欲界定之目標群眾。 

因此，為使需要協助之㆗年失業男性主動以生命線專線尋求心理困擾之協

助，使自殺防治工作更能符合當前社會條件所需，本行銷方案之目標對象乃

為㆗年（30 歲以㆖）之失業男性。即以此設計自殺防治工作之社會行銷方案。 

3. 本方案界定出之目標群眾為：目前失業之㆗年男性，有情緒困擾，但仍未求

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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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群眾特徵 

㆒、失業者的身心狀態 

Lobo 與 Parker（1999）歸納失業者的身心狀態特性時指出（引自鄭惠文，

2000）： 

（㆒）失業者的心理狀態 

失業者面臨失業剛開始的反應是很大的衝擊，衝擊的是突然失去工作，逐漸

產生懷疑、生氣、沮喪的情緒，接者產生放鬆感及幸福感，幸福感來自於在假日

㆗重新找到自由感；接㆘來會很樂觀積極的找工作，並逐漸將資源耗竭；接著瞭

解找尋是無效果的而感到悲觀，變的無感覺及喪失信心；最後就徘徊於無助感，

開始擔憂財物問題，酗酒、失去社會接觸。 

當個㆟失業後，心理會呈現出不同的反應階段：1 幸福感：感覺從工作㆗被

解放。2 衝擊：瞭解失業後所涉及的經濟問題。3 樂觀：試著要找㆒份新工作。4

悲觀：感覺沮喪及失敗。5 宿命論：接受失業的烙印。 

因此，在失業者的自我概念發展方面，長期失業者的自尊較低，視自己是不

被需要的、懷疑自己的價值、覺得焦慮、憂慮、不快樂以及沒有自信。失業者將

會減少參與或離開之前的社會生活。 

（㆓）失業者的身心健康 

當失業者之身心狀態不佳時，容易導致健康的問題包括： 

1.憂鬱：失業後會有㆒段短暫的時間感到憂鬱，接㆘來則感到焦慮，當失業期間

不斷延長，則被逃避、放棄、退縮的感覺所主導。憂鬱的特徵有傷心、無望感、

自責感、無價值感、失去自尊、無法與㆟交流、孤立、失去活力、覺得疲累、體

重改變、自殺傾向、易怒、有時衝動及暴力、酒精及香菸濫用、失眠。 

2.身心相關的失調：若原來有身心疾病的歷史，會因失業而惡化，通常有引發皮

膚病、復發氣喘、背痛、因失眠而頭痛。 

3.酒精與香菸的濫用：在失業初期主要負責經濟的丈夫及妻子均會增加抽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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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飲酒則會減少，因酒太昂貴且失業後會產生社交窘境，因而減少在酒吧飲酒

以避免社交活動。 

4.死亡率：有些案例顯示失業容易導致生命的縮短。 

 因此，失業者的心理狀態是變化很大的，有其階段性，但其㆗多為負向情緒

感受，嚴重者將影響個㆟的自信與自尊，以及日常生活功能及身心健康情形，在

失業期間除了承受自己內心得壓力外，還需承受他㆟所給予的壓力，因此在提供

失業者諮商服務實應該留意並處理其心理狀態，學習管理壓力的技巧，協助其日

常生活的功能正常運作，減低因失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㆔）失業者之生活形態分析 

根據失業者的時間運用方式相關研究發現。失業者平均㆒㆝五個小時外出，

大多花在娛樂、購物㆖；剩㆘的十九小時在家，排除睡覺時間外，大多從事消極

的娛樂及家務。因此，失業者的生活方式可區分為㆕種，包括：1. 活動型群體

大部的時間都在活動式的休閒及與工作相關的活動，有較多的機會去參加面試。

2.社交的群體則較常參加社交活動旅行。3.居家的群體則常待在家㆗，多從事家

㆗的雜物。4.消極的居家群體對事物減低興趣，花很多時間看電視及無所事事 

 

㆓、㆗年時期的心理社會發展特徵 

㆗年㆟的㆟格特質為較權威性、自主性高、成熟穩重、目標達成導向等。其

心理現象則為重視情感的依附、害怕失去關係的聯繫等等。㆗年㆟重視㆟際需求

是追求自我肯定、追求㆟際安全、建立自己風格、追求愛與被愛、追求高峰經驗

等等。在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年期的心理發展危機是生產與停滯。

成熟的㆗年㆟表現出認同自己，並且與重要的關係㆟維持持續且親密的關係，關

心㆘㆒代，培育及撫育他們，並給予指導。根據李良哲（1997）針對國內㆗年㆟

所做的調查，多數㆗年㆟具有的特色為：1.個㆟不再幻想常保年輕、健康和永生。

2.小孩已經長大到可以離家或獨立的階段 3.感覺時不我與，相對的又有㆒些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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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時間無法打發，㆟到㆗年在不同層面仍有㆒些可以辨識的改變，例如㆟際關

係的改變、身體心像功能和健康的變化，不同的生活感受、婚姻的調適與工作的

升遷等。在工作㆖，不論事業往㆖發展，維持穩定或走㆘坡，都會影響個㆟的自

尊與自信。 

因此，㆗年㆟在轉換期會有顯著的改變，此時的生活結構容易產生改變、衰

退與衝突，因此轉化期的主要任務是重新評估現存的生活結構、探討自我與世界

可能的改變機會，承諾決定性的機會，去建構㆒個新的生活結構，對㆒個㆟的職

葉、家庭、自我感有很大的影響力（李良哲，1997）。 

 

㆔、目標群眾與方案推廣環境 

（㆒）目標群眾媒介接觸特性 

研究指出，媒體使用的型態及動機與閱聽者的生活型態息息相關。而生活型

態又受不同的社會、政治及心理變數影響(Eastman,1979; Ostman & Jeffers,1980; 

Donohew,1987；引自沈文英，1995，p.262)。因此，根據前述失業㆗年男性之特性、

心理狀態、生活方式、休閒活動變化等資料來看，本方案之目標群眾可能之媒體

接觸動機為： 

1.逃避：在媒介使用動機研究㆗，「逃避」為㆟們在心神散漫或隔離、疏離 

時，容易增加媒介接觸的機會與時間(Krugman,1965；引自沈文英，1995)，

但不㆒定對傳播內容喜好或關心;(Rubin, 1983；引自沈文英，1995)。失業㆗

年男性可能因負向心理狀態，形成逃避型的媒體觀看行為。 

2.打發時間：當閱聽者因消極心態或為追求娛樂而接觸媒體時，打發時間、

放鬆、振奮等，是最主要的動機(Rubin & Rubin, 1982；引自沈文英，1995)。 

3.獲取資訊：在民眾傳播行為研究㆗，幾乎所有閱聽眾在接觸媒介時，都是

因為要獲取資訊或增廣見聞；雖然選擇的媒介屬性不同，但是這幾乎是最基

本的因素之㆒（沈文英，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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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目標群眾接觸媒介分析 

Lobo 與 Parker(1999)的研究發現，不論是活動型、社交型、居家型、消極型

的失業者，若投入㆒些有意義的活動或休閒，能調節失業所帶來的負面心理效果

（引自鄭惠文，2000）。因此，根據㆖述關於失業者與㆗年之心理狀態描述，以

及本方案之目標群眾媒介接觸特性分析，本方案選擇如㆘媒介做為推廣策略企畫

主要之使用媒介。包括：1.電視、2.廣播、3.報紙、4.雜誌、5.網際網路。 

 

參、行銷目標訂定 

根據行銷目標對象的分析與機構目標，本分案之行銷目標將分為短程與長程

目標兩種，並依不同之行銷目標對象設計不同之活動。 

（㆒）長程目標 

本方案長程目標在建立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服務形象與知名度，目標對象為

㆒般大眾，行銷推廣策略設計主要以公共關係活動為主，目的在吸引大眾參加，

以使大眾進㆒步了解、接近生命線協會。 

（㆓）近程目標 

本方案近程目標為使目標對象可以打電話給台北市生命線協會，進㆒步將困

擾說出，以解除心㆗壓力，防治自殺意念或企圖發生之可能性。目標對象為失業

㆗年男性，但因前述分析其心理與媒體使用可能較為逃避，因此在行銷推廣策略

㆖，將以媒體大量的新聞傳播與媒體曝光為主要方式，增加其接觸訊息與知曉生

命線的機會。 

 

肆、產品定位 

本方案之產品為「台北市生命線電話諮商專線」，主要行銷目的在藉由電話

諮商專線的推廣，使失業之㆗年男性能打電話至生命線，讓情緒得以抒解，減低

自殺意念產生之機會，而達成自殺防治工作的目的。因此，本產品之定位概念為： 



 113 

1. 便利的：時空不受限。 

2. 知心的：友善而歡迎情緒抒發的。 

3. 安全的：所有的心事、秘密，是絕對保密而有隱私的。 

4. 資訊豐富的：可以解決問題或提供建議。 

由㆖述之次概念，形成產品主要定位概念為：身邊唯㆒隨時隨㆞聽你訴苦，

幫你解決問題的朋友。活動主要標語則為：「鬱卒嗎？找我吧！（25059595 生命

線）」。 

 

第㆔節 行銷傳播策略企畫 

壹、行銷組合企畫 

㆒、產品策略 

（㆒）產品特性 

本推廣方案之產品為「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電話諮商專線自殺防治工作

推廣」，產品特性在於： 

1. 此專線為全㆝候專業的心理諮商機構。 

2. 其具有匿名性及隱密性，所以對求助個案而言，相當的安全。 

3. 由個案主動求助，案主本身之自覺較高。 

4. 長期針對自殺議題關注，相關聯絡網絡其動員較完整。 

（㆓）具體產品印象企畫 

本方案之行銷目標在於藉由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專線的推廣，使㆗年失業男性

有較高的動機使用電話諮商服務。因為根據第㆓章自殺文獻的探討，個體因生活

事件壓力及情緒困擾時，容易產生自殺意念，若無適當之幫助，將容易導致自殺

行為；若個㆟內在性格之自殺傾向較高，更需要及時的輔導介入，在第㆒線時間

加以協助。本方案之行銷產品為「台北市生命線電話諮商專線」，主要行銷目的

在藉由電話諮商專線的推廣，達成自殺行為的基本預防與第㆒線、第㆓線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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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此，本產品之定位概念為便利、知心、安全的。同時提供豐富資訊，是

身邊唯㆒隨時隨㆞可訴苦、解決問題的朋友。因此，為配合此概念，同時使產品

形象更明確，在具體的產品印象企畫設計㆖，包括： 

1.標語：「鬱卒嗎？找我吧！」（25059595 生命線㆒定幫你） 

將專線電話號碼「25059595」原有之「救我救我」負向求助特性，改為「找

我找我」之正向語氣。 

2.代言㆟：藝㆟「曹啟泰」。 

選擇曹啟泰因其對本分案之目標群眾（㆗年男性）而言，具有㆒定的知名度。

現實生活㆗曹啟泰曾經失意，負債㆖億，現又重新開展演藝生涯，恰合於鼓勵失

業者重新出發之精神。此外，曹啟泰形象幽默，符合欲重新設定之產品形象。 

3.視覺設計：  

由黃、紅、綠㆔色呈現機構便利、知心、安全之特性。企畫導入 CIS 系統，

由大好傳播公司統㆒負責。 

（㆔）產品訊息發展目標：建立產品親切新形象 

本方案希望經由視覺、代言㆟及媒體訊息設計，重新塑造台北市生命線協會

之新形象，使其為㆒個親切、平易之機構。包括： 

1.改變生命線協會嚴肅之風格 

2.扭轉電話諮商求助者就是具精神心理問題或疾病之負向形象。 

3.呈現平易、親切之新形象，減低目標群眾在使用前之心理抗拒因素。 

根據本方案之產品特性及產品定位，發展出產品策略為： 

1.求助生命線電話諮商可以讓你心情更好，而且是方便、簡單的。 

2.在所有相關之推廣計畫㆗，強調之產品概念㆒定要呈現生命線電話諮商輔導是

便利、知心、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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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定價策略 

電話諮商專線因為具有強烈的案主主動性，因此在經濟、心理、生理、服務

專業成本㆖的考量格外重要，才會促使個案增加求助意願。而此㆕項成本的特

性，也是本方案在價格㆖，欲掌握的優勢。 

（㆒）經濟成本 

㆒般面對面心理諮商輔導費用約㆒小時 500-1500 元㆖㆘不等，生命線電話諮

商只需負擔少許電話費等經濟成本即可取得，為所有諮商方式㆗，相當經濟的㆒

種。 

（㆓）心理成本 

生命線電話諮商具有電話諮商的隱密性，強調案主隱私權的重視；且因無須

面對面，因此無須擔負㆟際傳播或團體諮商時表情、動作的負擔。對諮商案主而

言，相當具有安全感。 

（㆔）生理成本 

生命線電話諮商服務無須使案主舟車勞頓，也免去面對面諮商時，案主需對新環

境的適應，可以放鬆的以自己習慣的方式與諮商者對談。 

（㆕）其他成本 

諮商工作重視諮商者的專業性及倫理。生命線電話諮商的服務工作皆由義工

擔任，而每位義工皆受過為期㆒年左右的專業課程訓練與實習，同時在接按過程

㆗，也不斷的有個案研討與成長研習課程，國內學者與相關研究皆已證實，這些

受過值錢訓練的義工，其專業性並不遜於心理輔導㆟員。 

 

㆔、通路策略 

非營利機構的行銷傳播通路，因為傳播目標不僅只是目標群眾，同時需要對

外界傳播，才能形成影響力(Kotler & Andreasen,1991)。王詩慧（2001）針對國內

醫療行基金會之行銷傳播活動所做調查發現，可達成機構目標與方針的非營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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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訊息傳播管道有：善用媒體、與組織任務有關的單位（如：醫療行基金會結

合醫院、教育型基金會結合學校等）、舉辦活動、㆟際傳播等。張培新（2001）

以全國辦理身心障礙之社會福利基金會為對象，進行組織經營策略研究發現，綜

合多家基金會所運用之公關活動與選擇通路方式，以運用出版品、網際網路和配

合公關工具者較具成效。因此本方案之通路設計，將整合目標群眾所會接觸的媒

體，同時兼顧大環境㆗，行銷傳播活動必須納入的公關活動媒體進行設計，界定

所使用之通路： 

（㆒）媒體通路 

1.無線電視、有線電視 2.廣播 3.報紙 4.雜誌 5.宣傳刊物 6.網際網路 

（㆓）㆟際通路 

1.主題活動 2.座談或演講 

 

貳、推廣策略企畫 

推廣是行銷過程㆗的宣傳策略。此為㆒種特殊形式的溝通，包含了所有宣傳

工具的應用，主要任務在說服與溝通。此外，推廣並非漫無目的宣傳，而需設計

推廣計畫，有目標、依步驟㆞加以執行。推廣進行的方式，可分為：廣告、宣導、

公共關係等。在推廣工具方面，可細分為廣電媒體、印刷媒體、網際網路、㆟際

傳播。惟每種工具皆有其優缺點，因此需針對方案所需，設計適當的組合。綜㆖

所述，本研究之推廣方案將針對㆗年失業男性之目標群眾，訂出適合之應用方

式；並比較過去機構活動，找出可利用之傳播工具與設計傳播內容以及其他相關

活動設計。以推廣自殺防治之概念。 

㆒、台北市生命線活動 

（㆒）年度活動整合 

本研究收集九十年度台北市生命線活動資料，並依活動項目與時間，將有關

於媒體推廣或公共關係活動依序整理。分為接受機構參觀訪問、媒體訪問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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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活動㆔類，如表 4-14： 

 

表 4-14 台北市生命線九十年度參觀、媒體、公關活動 

月份 機構參觀訪問 媒體訪問報導 公關活動 

㆒月  香港電視台來訪  

㆓月 1.台灣㆞院主任觀護徐錦峰

來訪。 

2.行政院長張俊雄、衛生署

長李明亮、新聞局長蘇正

平、醫政處長譚開元來訪。 

 

1.東森電視台來訪。 

2.朱總幹事參加環球電視「㆟

間話真情」介紹生命線。 

3.政大健康雜誌來會採訪。 

4.TVBS 新聞採訪本會。 

5.㆗視新聞、德國通訊社採訪

本會。 

6 年代新聞、㆗㆝新聞、TVBS

新聞採訪。 

7 ㆗國時報、㆗時晚報、民生

報、警廣新聞、民視、東森

採訪本會。 

8 台視、勁報、聯合報來訪。 

9 ㆗廣、警廣、㆗央電台、台

灣廣播、年代、㆗㆝、

NEWS98、大愛雜誌。 

1.「點燃生命之火」記者會。 

2.「我愛我家—守護㆝使」記

者會 

3.總幹事應邀參加衛生署「自

殺防治因應對策」、台北市社

會局「研商防治自殺宣導事

宜」會議。 

㆔月 1.台北北區扶輪社社區服務

團來訪。 

2.國立師範大學心輔系學生

來訪。 

 1.電影首映義演會 

 

㆕月 1.台北雙溪福輪職業服務委

員會來訪。 

2.台北大學學生機構參觀。 

 1.與社會局召開「我愛我家—

守護㆝使」記者會 

2.總幹事應邀參加「自殺潮」

公聽會。 

3.電影賞析會兩場。 

5. 電影賞析座談會。 

6.  

五月 1.㆗國國民黨副主席林澄枝

率社會服務部成員來訪。 

2.國際扶輪社 3520 ㆞區第㆒

分區來訪。 

 1.電影賞析會㆔場。 

2.電影賞析座談會。 

六月 北市東北扶輪社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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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1.國際扶輪社 3520 ㆞區來

訪。 

2.雲林科技大學來訪。 

  

八月 東吳大學來訪。  1.電影賞析座談會㆔場。 

九月  

 

1.公視「關懷心感恩情」至本

會錄影。 

2.聯合、㆗時、㆗晚、聯晚、

民視、㆗視、公視、SET 來會

採訪。 

3.自由時報來會採訪、㆗視新

聞來訪、警廣來會採訪。 

 

十月 1.軍事學校聯合招生㆗心心

輔官來訪。 

2.青輔會補助案件專家訪視:

台大劉淑瓊老師訪視。 

 

㆗視社會檔案節目來訪。 

 

 

十㆓

月 

聯勸方案複審-輔大社工系

許臨高老師來訪。 

 

 

1 胡督導參加㆗廣訪問。 

2.㆗國時報來會採訪談失業。 

3.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播

㆗心電視專訪。 

4 聯合報訪問本會資深優秀

義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九十年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的年度活動來看，協會在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工

作㆖應具有相當專業㆞位或知名度，因此多受邀此類政府機關會機。而機關團

體、學校對於自殺防治的議題皆有持續的關注，因此機構參觀比率高。在媒體訪

問方面，九十年㆓月配合自殺相關議題記者會之舉辦，以及自殺案件突然增加，

此議題引起社會大眾與媒體高度關注，協會接受許多新聞、報紙、廣播等媒體之

訪問，在此議題高峰期之後，媒體之報導便開始降低。而由協會自行舉辦的電影

欣賞與座談會，並無活動宣傳配合，因此並無媒體進行報保。綜㆖所述生命線在

目前於外界參觀、接受媒體與舉辦公關活動之進行㆖有如㆘特點： 

1. 接受外界參觀訪問次數較多，且各月份之活動較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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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媒體訪問㆖，多為被動接受，集㆗在㆓月、九月、十㆓月間。 

3. 公關活動以記者會與電影欣賞會、座談會為主。記者會集㆗在㆒月，電影

欣賞會包括欣賞與座談兩種。座談部分以邀請名㆟演講方式進行。活動進

行平均兩個月㆒次。 

（㆓）年度活動分析 

因此，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活動進行方式㆖，接受外界機關或學校訪問的次 

數較多，以小眾傳播為主。在媒體訪問的安排㆖，多處於被動狀態，以單則為主，

在曝光度㆖較短，並無主動議題或企畫企畫，爭取主動曝光機會之作法。記者會

主題為個案資料發表，因此對機構與服務訊息的傳送較少。在座談會㆖多為邀請

名㆟賞析座談方式，活動形式變化不大。 

 針對㆖述分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在傳播與推廣活動之企畫㆖，必須重新訂

定方針，包括： 

1. 主動創造媒體曝光機會，以事件或活動(event)提高能見度（林東泰，1996）。

可以建立協會知名度。 

2. 舉辦與以往活動不同型態之公關活動，吸引目標群眾注意力。 

3. 善用宣傳訊息與公關活動，傳遞產品形象，以達成行銷目標。 

 

㆓、本方案訊息企畫策略 

目前非營利組織之有效行銷傳播活動之主要訊息企畫方式必須顧及文字訊

息、視覺訊息、口語訊息。在文字訊息㆖，包括定期刊物、年報、傳單、手冊或

書籍等。視覺訊息方面，有公益廣告、統計資料報告、海報或錄影帶等。口語訊

息則包括演講或座談會的舉辦、記者會。而有效之公共關係活動類型包括：義賣

活動、慈善文化活動、主題活動（王詩慧，2001）。以目前國內社會福利基金會

而言，有效之公共關係運用形式，在出版品㆖之應用可包括：宣傳視聽資料、定

期或不定期出版刊物。在網際網路方面，包括電子郵件、設立網站、發行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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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工具之採用有：新聞稿、記者會、大型活動、媒體合作、媒體邀訪、電視公

益廣告、名㆟合作（張培新，2001）。 

因此，根據㆖述實證研究與趨勢分析，本方案在訊息呈現的企畫㆖，將分為

㆕類：（㆒）視覺傳遞為內容之訊息，如影像、圖案與統計報表等。（㆓）以文字

呈現為內容之訊息，如刊物、平面宣傳品、書籍等。（㆔）以口語為主要傳遞形

式之訊息，如演講、座談等。（㆕）適合於公關活動傳遞之訊息，如：大型活動、

代言㆟活動等，每類訊息預定進行之內容如㆘。其㆗部分為協會已採行，但因其

具重異性，因此仍納入訊息企畫㆗，惟之後之方案擬定並不重新設計。  

（㆒）視覺訊息 

1.統計報表呈現。即將協會原有之統計報表重新整合設計，以應用在(1)新聞

稿，運用重新編整，以創造新聞報導價值。(2)網際網路，使需要使用資料的

較易閱讀。 

2.公益廣告拍攝。公益廣告之目的在於傳遞機構之新形象，並建立知名度。

受預算限制，先拍攝單支公益廣告。 

3.海報設計。以公益廣告形式製作海報，除形象、知名度建立之外，主要在

針對目標群眾傳遞產品訊息。 

（㆓）文字訊息 

1.不定期刊物的發行。刊物之作用在於與讀者建立良好關係，並可以後附劃

播單之方式，增加募款之來源（張培新，2001）。因為在景氣因素影響㆘，

定期刊物之發行較為困難，因此本方案採行配合活動之主題，發行不定期刊

物的方式。此外，因網際網路之發展，因此也將針對義工與捐款者發行電子

報。 

2.年報。協會目前已發行㆔十週年年報，因為年報為與媒體溝通之素材之

㆒，同時可視為出版之書籍，增加與群眾溝通之管道（張培新，2001）。因

此，可針對既有之發行刊物，改變發行型態、調性。於新年度出版年報。 

3.宣傳單張、組織簡介：此部分重點在宣傳品的製作。在形式㆖可配合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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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標幟之設計，在內容㆖應區分為電話諮商服務之宣傳與生命線組織

介紹兩種。㆒為訊息形式有變化，㆓為在訊息提供㆖不會混淆。 

4.手冊或書籍：在此類出版品的企畫㆖，可針對年度活動主題與目標群眾設

計所需之手冊，或是針對年度議題推行書籍，以延續議題深度。 

（㆔）口語訊息 

此部分為協會目前進行較多之部分。因此應加強此類活動之宣傳。 

1.座談會、研討會或演講可提供各界意見交流之機會。同時，利用假日舉辦，

爭取新聞曝光機會。本方案在座談會及演講部分，擬結合名㆟經驗，設計失

業相關主題，請名㆟現身說法。而研討會之功能在建立協會之專業形象。此

部分可與學校資源結合。 

2.記者會之舉辦可提高媒體的能見度。除了年度的統計資料公布外，可善用

組織之統計分析資源，針對自殺議題㆗具新聞性的話題發佈新聞稿與舉辦記

者會。在本方案㆗，將配合廣告首播、公關活動與相關宣傳品發行舉辦記者

會。 

（㆕）公關訊息 

公共關係活動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此部分可結合企業資源之贊

助，以互惠之方式進行行銷活動。 

1.名㆟代言：利用名㆟代言，不但可藉其知名度，也同時可間接傳遞形象。

在產品設計時，以企畫由曹啟泰擔任代言。 

2.大型活動設計是商業行銷與社會行銷之公關策略㆗最常使用的活動形

式。本方案計畫與企業合作，以增加可用資源，並經是當宣傳，可吸引大眾

與媒體注意。 

 

 

㆔、本方案媒體企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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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企畫之後，便要進㆒步計畫接觸之媒體策略。將行銷產品與㆟員想要接

觸的、或可能接觸之媒體進行初步企畫，以便使訊息傳播得以發生效益。本方案

結合 1.目標群眾接觸媒介分析與 2.方案通路策略，以㆖述企畫之訊息為內容，擬

定之媒體計畫包括：（㆒）電視媒體（㆓）廣播媒體（㆔）平面媒體（㆕）網際

網路（五）㆟際管道。 

在方案訊息企畫㆗之所有視覺、文字、口語、公關訊息都將運用㆖述媒體主

動創造新聞性話題，爭取被報導的機會。此外，將依照各媒體之特色，發展不同

運用策略： 

（㆒）電視媒體策略：1.拍攝公益廣告並播放、2.依據訊息企畫設計主題邀請媒

體記者採訪或製作專題系列報導。 

（㆓）廣播媒體策略：1.公益廣告錄製並播放。2.策劃專題或提供系列資訊，邀

請節目製作單元報導。3. 積極接受各節目訪問。  

（㆔）平面媒體策略：1.製作平面公益廣告並刊登。2.爭取專欄專搞機會。3.邀

請文字記者進行深度採訪。 

（㆕）網際網路策略：1.結合企業刊登網路廣告 2.針對義工、會員與捐款者發行

電子報。 

（五）㆟際管道策略：1.舉行演講或名㆟座談。2.舉辦大型公關活動。使大眾有

面對面參與之機會。 

 

㆕、推廣訊息設計 

在宣傳㆖，本方案擬以公益廣告、新聞專題策劃與宣傳品出版㆔類，作為主

要訊息設計內容。在設計㆖，目標對象為㆗年失業男性，希望以媒體大量報導與

宣傳，增加其對協會的印象與了解以達成短程之行銷目標。在訊息與媒體方面，

皆依本方案在視覺、文字、口語訊息及電視、廣播、平面、網際網路媒體之企畫

原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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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公益廣告企畫 

公益廣告在本方案之訊息企畫㆗屬於視覺訊息策略，因應用媒體將延伸至電

視、廣播、平面、網際網路，因此，此處推廣策略的設計將以㆖述媒體為系列，

進行不同的公益廣告設計。刊登媒體包括：1.電視、2.廣播、3 報紙、4 海報、5.

網際網路五項媒體為主。本方案之公益廣告為考量預算，廣告代理商將由專門製

作公益廣告之大好傳播公司負責。廣告風格與調性必須符合產品定位與形象。在

標語方面，以口語或視覺方式傳達「鬱卒嗎？找我吧！(25059595 生命線)」，以

增加閱聽眾印象。代言㆟為曹啟泰。電視公益廣告訊息將以溫馨方式為訴求，藉

由電視媒體播放，以建立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親切、平易的新形象，並建立知名度。

在廣播公益廣告方面，將採取感性訴求，以吸引目標群眾為目的。在報紙、雜誌、

海報之平面視覺企畫㆖，以幽默為主要呈現方式，以增加協會知名度、建立親切

新形象，間接吸引目標群眾。在網際網路方面維持平面訊息之幽默特性，以建立

協會知名度為傳播目標。本方案之公益廣告整體訊息設計如表 4-16。 

 

表 4-15 本方案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訊息意念 便利、知心、安全、資訊豐富的 

標語 鬱卒嗎？找我吧！(25059595 生命線) 

視覺圖案 CIS 圖形 

代言㆟ 曹啟泰 

運用 1 電視：以溫馨訴求，建立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親切新形

象與知名度。 

2.廣播：感性訴求，吸引目標群眾。 

3 報紙、海報：以幽默方式呈現，以增加知名度、建立

協會親切新形象，間接吸引目標群眾 

4.網際網路：以幽默圖案設計，建立協會知名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電視公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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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益廣告設計主要在傳遞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形象，打開知名度。在媒

體選擇㆖，受限於經費，選擇公共電視與宗教性慈濟大愛電視台。此外，考量目

標群眾因失業狀況對訊息之需求較高，以及媒體資料分析，㆗年男性為對新聞性

節目之主要收視群（奧美廣告公司媒體資料，2002），因此另外選擇無線㆕台（台

視、㆗視、華視、民視）之公益廣告傳播時段，以及有線電視新聞台（TVBS-N、

東森新聞台、㆗㆝新聞台、㆔立新聞台）之公益傳播時段。製作單位委託專門製

播公益廣告的「大好傳播公司」製作，製作經費約為十萬。訊息企畫目的在呈現

許多㆟有心是卻找不到㆟訴苦的情境，而生命線就是可以傾訴的對象。詳細廣告

訊息設計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本方案電視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電視公益廣告 

媒體 公共電視 慈濟大愛台 台視、㆗視、

華視、民視 

TVBS-N、 

東森新聞台、

㆗㆝新聞台、

㆔立新聞台 

時段 電視公益廣告時段 

機構所需資源 1.公益廣告提案企畫書 

2.專組成員負責 

視部 聲部 

1.㆘班時間的捷運站、街道車

陣、㆟群。 

1.配合車陣之聲音。 

2.男演員拿起行動電話，撥號。 

 

2….「喔，你在忙啊，好、好，

改㆝再聯絡」。 

3.再拿起行動電話撥號。 3.「您的電話將轉接語音信

箱…」。 

訊息內容設計 

 

4. 演員沮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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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啟泰走近男演員，手扶其肩

說：「鬱卒嗎？找我吧！」 

5.電話鈴響。音樂襯底。  

6.「25059595 台北市生命線」字

幕、CIS 圖形。 

6. 曹啟泰口白：「25059595 生命

線㆒定幫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廣播公益廣告 

廣播公益廣告之規畫，依目標群眾㆗年失業者之心理、休閒、媒體收聽行為

的分析而規畫。根據前述失業者之生活形態分析，失業者㆗有㆟選擇休閒或逃避

之生活方式，有㆟對資訊的需求較高，以及媒體資料分析，㆗年男性較常收聽新

聞性與音樂性電台（奧美廣告公司媒體資料，2002）。因此在媒體的選擇㆖以㆗

廣音樂網以及 NEWS98 新聞台為主。根據媒體收視調查的結果顯示，失業者的媒

體收聽的時段集㆗在 8:00-9:00、11:00-13:00、17:00-18:00、22:00-24:00 等時段，因

此在這些時段進行播送（奧美廣告公司媒體資料，2002）。訊息內容強調㆗年男

性在社會㆗擔負較多責任，有心事時、挫折，其實是有㆟關心的。詳細訊息呈現

方式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本方案廣播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廣播公益廣告 

媒體 News98 ㆗廣音樂網 

目標群眾特性 喜歡隨時掌握新聞訊息， 

不喜歡綜藝類型廣播節目。 

喜歡放鬆聽音樂， 

不喜歡綜藝或談話型類型節目。 

時段 8:00-9:00、11:00-13:00、17:00-18:00、22:00-24:00 

目標群眾 

收聽習慣 

根據年度廣播收聽行為調查 

此時段為無職業者最常收聽廣播節目的時段 

機構所需資源 1.公益廣告提案企畫書 

2.專組成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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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 專門製作生命線主題歌 

訊息內容 強調㆗年男性在社會㆗的形象是嚴肅且需擔負較多責任者，有

心事的時候、挫折的時候，其實還是有㆟㆒定幫你的。強調：「鬱

卒嗎？找我吧！」生命線絕對幫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報紙公益廣告 

報紙公益廣告方面，根據年度閱報率調查，㆗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㆔

大報為目前㆒般民眾最常閱讀之報紙（奧美廣告媒體資料，2002），因此選擇此

㆔大報系為刊登媒體。版面企畫則以各媒體之公益廣告版為主。在訊息內容㆖，

以㆟物（曹啟泰）結合漫畫之幽默手法，表現「鬱卒嗎？找我吧！」之意，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本方案報紙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報紙公益廣告 

媒體 自由時報 ㆗國時報 聯合報 

媒體特性 國內閱讀率最高的㆔大報系 

版面 各報公益版 

機構所需資源 1.公益廣告提案企畫書 

2.專組成員負責 

訊息內容 以漫畫之幽默手法結合㆟物拿起電話之姿。呈現「鬱卒嗎？找我

吧！」(25059595)生命線㆒定幫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 海報公益廣告 

海報廣告重點在於張貼處的宣傳效果，為使較多㆟接觸到此項訊息，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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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海報張貼處為：台北市各捷運出口、台北火車站、台北市㆗油加油站。在視

覺圖案㆖與報紙設計相似，加強目標群眾對訊息的印象，文案強調：「鬱卒嗎？

找我吧！ (25059595)生命線㆒定幫你。」之訊息，不需複雜。詳細訊息設計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本方案海報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海報公益廣告 

張貼處 捷運出口 台北火車站 ㆗油加油站 

機構所需資源 1.公益廣告提案企畫書 

2.專組成員負責 

廣告代理商 大好傳播公司 

訊息內容 同報紙公益廣告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5. 網際網路公益廣告 

網路可以形成電話之替代性媒體。本方案網際網路公益廣告在網站的選擇㆖

包括：雅虎奇摩網站首頁與 104 力資源網。前者為目前使用流量最大之入口網

站，後者為求職網站㆗，點選率最高者（奧美廣告媒體資料，2002）。形式㆖以

動畫方式，配合「找我！找我！」標語，刺激點選慾望。並建立超連結至北市生

命線之 SOS 救命網及網路諮商網站。詳細訊息設計如表 4-20 所示。 

 

 

 

表 4-20 本方案網際網路公益廣告訊息設計 

網際網路公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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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媒體 雅虎奇摩網首頁 104 力資源網首頁 

媒體特性 目前網路點選率最高之網站 目前求職、求才網路點選率最高

之網站 

機構所需資源 1.公益廣告提案企畫書 

2.專組成員負責 

3.SOS 網站與廣告媒體連結建置。 

訊息內容 1.以動畫方式，配合「找我！找我！」標語，刺激點選慾望。 

2.最後皆連結至台北市生命線心理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㆓）新聞專題策劃 

在新聞專題的企畫㆖，包括記者會之舉行與媒體新聞專題企畫。記者會屬於

為本方案之口語訊息，但在主題設計㆖，則包括視覺、文字、公關訊息之發佈。

如刊物發行、活動舉辦等。本處將就本階段可行之主題進行企畫。應用媒體包括

電視新聞、廣播新聞、報紙新聞、雜誌新聞、網路新聞。 

1.記者會 

七月與八月間是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數最多的時候，因此本方案企畫以

「就業與心理輔導」之主題，在此期間舉行記者會，以把握新聞性。時程安排為

為期㆒個月，共分㆕次；利用每週六或日舉行，因為假日之政治、經濟新聞較少

之，以爭取媒體報導機會。新聞議題企畫包括㆕類：1.就業前心理準備、2.職業

與情緒、3.失業了怎麼辦、4.如何面對轉業、失業與退休等議題。同時配合協會

出版之「鬱卒嗎？找我吧！」筆記書。目的在間接討論「失業」之議題，吸引目

標群眾之注意。同時建立生命線協會與職業問題探討之專業性形象。主要企畫如

表 4-21 所示。 

表 4-21 本方案記者會企畫 

主題 就業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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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七月至八月，共分㆕次。 

新聞議題 1. 就業前心理準備 

2. 職業與情緒 

3. 失業了怎麼辦 

4. 如何面對轉業、失業與退休 

配合宣傳品 「心靈筆記書」 

目標 1.建立生命線協會與職業問題探討之專業性 

2.討論「失業」之議題，吸引目標群眾之注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 新聞深度報導主題 

本方案在新聞深度報導之主題企畫㆖，希望藉由生命線協會義工，帶出目前

失業問題與自殺防治的工作情形。因實際企畫將依電視、廣播、報紙、雜誌不同

媒體屬性有所不同，此處僅就系列主題加以設計，在內容㆖可包括：台北市生命

線協會義工的功能、㆖課的過程、義工自我成就感、義工經歷感㆟的故事、義工

對自殺防治工作的心得與目前的感觸、對失業問題的感觸與呼籲。在電視、報紙、

雜誌媒體方面，應準備詳細資料以供拍攝或寫稿。廣播部分則以訪問為主。 

（㆔）宣傳品出版 

宣傳品屬於本方案之文字訊息部分，屬於低成本之宣傳管道。印製項目包

括：海報、傳單、刊物、手冊與電子報。海報部分已於前述公益廣告部分提及。

此處將就傳單、刊物、手冊與電子報討論。 

1.傳單：傳單主要在於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服務介紹，在視覺設計部分，將與海

報設計㆒致，以加深受眾之印象。放置通路有㆓：㆒同海報張貼處，另㆒與各連

鎖超商合作，至於店內。預計發行 10 萬份。 

2.刊物：針對目標群眾發行「GO！職場接力」特刊，內容以適合目標群眾之徵才

活動與名㆟經驗談為主。此刊與「104 ㆟力銀行」合作。通路為協會舉辦之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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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各連鎖超商。預計發行 1 萬份。 

3.手冊：出版「鬱卒嗎？找我吧！」筆記書，㆒產品特性設計活撥親切調性之筆

記書。提供目標群眾㆒本隨身資訊。內容大綱包括：(1) 第 1 頁：序文，介紹台

北市生命線(2)第 2 頁至第 5 頁：名㆟的㆒句話（選取也是東山再起的藝㆟或具知

名度的㆟物）(3) 第 6 頁至第 25 頁：空白筆記書，每頁右㆘角加註各職業㆗心、

職訓局或相關㆟力資源之電話、網址(4)第 26 頁至第 30 頁：生命密碼。介紹年度

十㆓生肖運勢與十㆓星座運勢。此手冊預計發行㆒萬份。封面及插圖由幾米義務

設計。 

4.電子報：針對義工、會員與捐款者發行電子報，以活動與會務通知為主。另外

開闢固定心理專欄。 

針對各印刷宣傳品出版之主題、傳播對象、通路企畫，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本方案各印刷宣傳品出版之設計 

刊物性質 主題 對象 通路 

傳單 台北市生命線 

協會服務宣傳 

大眾 協會舉辦之公關活動 

各連鎖便利商店 

刊物 「GO！職場接力」 目標群眾 協會舉辦之公關活動 

各連鎖便利商店 

手冊 「鬱卒嗎？找我吧！」

筆記書 

目標群眾 協會舉辦之公關活動 

 

電子報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報 義工、會員 

與捐款者 

網路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五、公關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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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活動設計之目標對象為㆒般大眾，目的在藉由活動增加民眾參與之動

機，進㆒步了解生命線協會，達成行銷之長程目標。本方案之公關活動安排有大

型活動與名㆟座談會兩種類型。 

（㆒）大隊接力賽暨園遊會：為「職場接力」選手加油！ 

1.目的：利用活動及媒體報導建立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知名度。應用「職場接力」

意義，宣傳協會對失業者的關懷。希望此目標群眾不要因失業而喪志，應視自己

為「職場接力」選手，再接再厲。若有情緒困擾，可打電話向台北市生命線諮商，

解決煩惱。 

2.活動時間：九月七日（星期六） 

3.活動㆞點：園遊會於㆗正紀念堂。接力賽部分於㆗正紀念堂週邊道路。 

4 活動內容： 

(1)接力路跑：以㆗正紀念堂為㆗心，企畫㆕周道路為路跑路程，沿途設置㆕

個接力點，選手五㆟為㆒隊，以各站接力方式進行比賽。 

(2)園遊會：在㆗正紀念堂舉辦「為職場接力選手加油！」園遊會。 

5.活動合作對象： 

(1)企業贊助：與 7-11 超商、台灣啤酒、伯朗咖啡、台灣大哥大、麥當勞、

104 ㆟力銀行資源網站合作。 

(2)政府單位協辦：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6.活動製作物：現場贈送㆗年男性「GO！職場接力」專刊、「鬱卒嗎？找我吧！」

筆記書。 

7.宣傳方式： 

(1)發行暨活動記者會：九月五日發行專刊與筆記書，以取「9595」諧音。並

預告活動。 

(2)活動之前發佈新聞稿。活動當㆝邀請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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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職場接力」名㆟座談會 

1.目的：利用活動及媒體報導建立知名度。加強協會對失業者的關懷的形象。同

時以名㆟現身說法，希望提供目標群眾㆒些參照的經驗。 

2.活動時間：九月㆒日（星期日） 

3.活動方式：邀請曹啟泰、陳昭榮（台灣阿誠）、高凌風等曾經失意的㆟物，分

享自己的經驗。  

7.宣傳方式： 

(1)活動記者會：八月㆔十㆒日舉行活動記者會。 

(2)活動前設計報紙專題深度報導企畫，當㆝邀請採訪。 

 

六、預算企畫與媒體排程 

（㆒）預算企畫 

因協會經費有限，在各項活動進行時，皆以爭取媒體公益資源與尋求企業贊助之

原則做預算企畫，以求經費利用之最大效益。關於本方案之活動預算為 100 萬左

右，並積極爭取廠商之贊助及募款。  

（㆓）媒體排程 

因為本方案在標語設計多運用台北市生命線協會之電話號碼「9595」之諧

音，同時此為重要訊息之㆒。為加深印象，本方案之排程擬於九月份開始。由名

㆟座談開始，九月五日當㆝並發行具紀念性的印刷宣傳品。在公益廣告方面，全

部由九月五日當㆝開始播放（海報除外）。電視集㆗在假日，廣播以㆒個月為期，

報紙㆒週、網路㆒週。印刷宣傳品宣傳期為㆒個月以㆖。新聞專題企畫以㆒個月

為期，持續與媒體接觸。專題記者會舉辦在每個假日。其他活動日期依方案企畫

而定。整體排程擬定如表 4-23： 

表 4-23 方案整體媒體排程 

九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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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日㆒㆓㆔㆕五六日㆒㆓㆔㆕五六日㆒㆓㆔㆕五六日㆒㆓㆔㆕五六日㆒

電視公益廣告      • • • •     • • •     • • •     • • •  

廣播公益廣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紙公益廣告     • • • • • • •                    

海報公益廣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網路公益廣告     • • • • • • • •                   

印刷宣傳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聞專題企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行記者會      •                          

接力賽及園遊會       •                        

名㆟座談會 •                              

職場專題記者會        •       •       •       •  

註：1.公益廣告首播前另舉行記者會 2.新聞專體與媒體配合依實際情況調整 3.各活動前都另舉行記者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參、社會行銷推廣方案評估設計 

關於本方案之評估方式，將考量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組織內部與方案進行兩部

分企畫。 

㆒、協會之方案評估 

在非營利機構進行實務策略評估企畫時員工參與是必要的㆒部份。因此，評估時

應以活動參與的員工及領導者兩部分進行（Michael & Jude，2000）。因此，協會

內部評估方案之企畫如㆘： 

（㆒）員工參與方案評估工作 

 由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內社工及參與活動之義工評估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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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競爭狀況的分析 

(1) 為何選擇此㆒策略？ 

(2) 此成長策略對的資源和收益會有什麼影響？ 

(3) 這個方案的最大優勢是什麼？ 

(4) 方案的最大弱點是什麼？ 

(5) 如何改善此方案的成本效益？ 

(6) 如何改善此方案的品質？ 

(7) 如何改善提供此項服務的能力？ 

(8) 需要繼續方案時，建議事項為何？ 

(9) 我們該如何衡量成果影響。成功的指標為何？ 

2.案主需求評估 

在情緒困擾或有自殺意念之求助者是否有增加趨勢？ 

3.評估整個組織 

在方案執行㆗，如何改善服務品質？  

 

 

（㆓）領導者對整體方案評估 

由理事長、總幹事、督導與社工員對方案整體評估，可以運用㆘列方式進行： 

1.投入成本的評估。 

2.實施程序情況評估。 

3.成果評估：了解方案的目標是否已達成？ 

 

 

㆓、媒體及公關活動評估方式 

此部分的是以調查數據以評估媒體效益與公關活動效果。在執行㆖應委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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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組進行，或委以其他行銷單位或專業公關事業機構代為行之。 

1.目標群眾評估 

目的在了解經由方案各項活動進行後，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目前（1）知名度

狀況與（2）民眾使用意願的調查。以電話訪問進行調查。電訪最大的優點是時

效性高，並且省略登錄的過程，可立即取得結果。此外電話的普及，不致產生樣

本偏差的情形。此部分將請公關公司或電話調查機構單位代為設計問卷及調查。

平均每㆔個月進行㆒次，㆒次調查 500 ㆟。 

2.媒體評估 

此部分在方案各項活動進行後，各活動訊息在媒體的報導狀況能見度與曝光

率為分析項目。為經濟與便利性考量，主要以平面媒體為主。此處委託義工分組

或其他專業單位代為行之。主要包括： 

(1)大眾媒體的經營型態、定位、發行量等介紹，了解刊登媒體狀況。 

(2)媒體報導在媒體出現的大小、前後與位置的整理。 

(3)報導訊息內容為正面、㆗立或是負面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