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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體近期關於強制就醫的新聞 

 

2018/01/16 09:52；蘋果新聞 吳傑沐／苗栗報導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16/1279345/ 

強制就醫鐮刀男 警所長挨悶棍縫 4 針  

苗栗縣大湖警分局和興派出所長呂頁錡，昨晚接獲報案稱在獅潭鄉新店村有男子

持鐮刀滋事，立即率警網前往處理，現場吳姓滋事男子為衛生單位列管的思覺失

調症患者，因拒不就醫且持鐮刀揮舞意圖攻擊警察，警方以齊眉棍將其鐮刀擊落

後，並使用防護型噴霧器進行逮捕。 

 

但逮捕過程中，因吳男身形魁武且拒絕逮捕，呂所長不慎遭吳男拾起地上木條攻

擊頭部，挨了 1 記悶棍受傷，當場鮮血直流，經送往苗栗市大千醫院共縫了 4

針後，已無大礙出院，漏夜返家休養。 

 

吳男則被強制送往衛福部苗栗醫院強制就醫，警方將待其情緒穩定後再行調查事

發原由。 

 

由於呂所長在醫院檢傷發現，其頭部與腳部因遭吳嫌攻擊有多處挫傷，頭部被鐮

刀劃傷縫了 4 針，縣警局長林炎田、督察長張金來、分局長楊贊鈞等人聞訊也都

前往慰問。 

 

2018 年 02 月 20 日 09:56；中時電子報 呂素麗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220000866-260402  

男大生精神疾病發作 持刀傷父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高雄市 21 歲余姓男大學生，20 日清晨 5 點多在家裡疑似精神

疾病發作，拿水果刀對著睡夢中的父親念念有詞：「你是不是做了什麼事？」後，

劃傷 57 歲父親的頭部，余父驚醒後，不顧鮮血直流，抱著兒子安慰他「兒子，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流露慈父的無奈與心疼。 

 

余男劃傷父親後，獨自反鎖在房間內，余母見到丈夫被兒子割傷，急忙報警，將

先生送醫，幸好，余父頭部傷口不深，約 2 公分，止血包紮後出院回家，無大礙；

他回到家一面清理地上血跡，對媒體的詢問很低調，直說「沒事沒事！」，而余

男則在警方陪同下，由救護車協助強制送往凱旋醫院就醫。 

 

警方調查，余男念大學 3 年級，是家中獨子，20 日清晨 5 點多，余父於睡夢中

遭 21 歲兒子叫醒，依稀聽到兒子口中念念有詞：「你是不是做了什麼事？」後便

遭兒子拿水果刀劃傷，導致余父左邊臉頰流滿鮮血，妻子見狀立即通知警消人員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16/1279345/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220000866-2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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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協助送醫。 

 

余父向警方表示，兒子從小就患有思覺失調症，平時也很乖巧無任何異常，也沒

有暴力行為，以為病情已穩定許多，才沒讓兒子服用藥物控制。 

 

余父不追究兒子傷害刑責，在警方與余母陪同下，將余男強制就醫送往凱旋醫院

就診，送醫過程，余男情緒相當穩定，沒有異常；雖然余父未提告，但警方仍針

對此案依家庭暴力防治法逕行通報社會局做後續處置。 

 

2018-03-25 23:16；聯合報 記者林宛諭／彰化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051473 

若有情緒障礙 醫：應強制就醫  

彰化縣疑有精神障礙女子涉嫌虐待兒女，她容易情緒失控，卻未進行精神科相關

診療。彰化秀傳醫院精神科醫師黃桂耀表示，很多病人沒有病識感，根本不會自

行就醫，社政和衛生單位及警方應積極介入，甚至強制就醫，才能避免憾事發生。 

 

黃桂耀表示，這名虐待兒女的婦人若從未做精神診療，是難以介定是精神疾病或

單純情緒失控，不過如果是有甲狀腺亢進症狀是會有眼凸、情緒暴躁等問題。 

 

「如果已有自傷或傷人的情況，應盡速就醫」，黃桂耀說，很多精神病或躁鬱等

病人並無病識感，所以不想就醫，也會讓家屬非常痛苦與困擾，若還出現有虐童

行為，應該是要輔導與治療。 

 

彰化社會處處長黃淑娟表示，社會處社工也發現這名母親親職教育功能不彰，社

會處也有提供家務整理指導協助、親子溝通輔導等，也要她去上相關課程，但她

配合度一直很低，輔導成效有限。 

 

黃桂耀說，社政和衛生單位因人力有限，無法很密集輔導個案，不過若是這類已

有嚴重情緒障礙者，甚至傷害家人的個案，應由社工通報衛生所護士與員警強制

就醫，甚至政府應研究強制個案要配合輔導才能領取補助等機制。 

 

2018-04-18 12:48；聯合報 記者蕭雅娟╱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3093229  

推倒 OL 的怪男抓到了！ 疑精神不穩強制送醫  

昨天在台北車站 K 區地下街隨機踹人及推倒 OL 的不明男子抓到了！中正一分局

昨天與鐵路警察局台北分局聯手調閱監視器，昨晚在台北車火車站一樓東側大廳

查獲疑似精神不穩的謝姓犯嫌，經評估應強制就醫，全案依照傷害罪嫌移送法

辦。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051473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309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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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表示，謝姓男子疑似精神狀態不穩，突然攻擊 2 名被害人，經調閱監視器追

尋來向及去向，發現謝男仍然待在台北火車站，疑似精神狀態不穩，專案小組通

知社會局到場，實施精神評估後，當場應強制就醫，避免再度造成危害。 

警方指出，遭踹、推倒的 OL 備案後決定提告，全案依照傷害罪嫌移送法辦。中

正一分局呼籲，請民眾應注意個人安全，以隨身攜帶背包、雨傘抵禦攻擊，並主

動向鄰近警方報案，均會立即受理，通報權責單位處置，且會加強台北車站周遭、

地下街等場所之巡邏勤務。 

 

 

2018-05-02 23:15；自由時報 記者江志雄／宜蘭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13782  

宜蘭羅東驚傳裸男隨機砍人 4 人受傷送醫 

 

宜蘭縣羅東鎮今晚 8 點多發生砍人案件，疑有精神疾病的林姓男子全身赤裸，涉

嫌持菜刀進入網咖砍傷蔡姓女店員，逃跑過程中，2 名路人協助圍捕也被砍傷，

林男則有撕裂傷，共有 4 人受傷送醫。 

宜蘭縣消防局今晚 8 點 16 分接獲 110 轉報，指羅東鎮中山路四段有人被砍傷，

造成多人受傷，派遣羅東及廣興消防分隊救護車救援，消防人員到場時，持刀砍

人男子已被警方及民眾合力壓制。 

 

根據調查，涉案的 27 歲林姓男子，疑似精神異常，案發當時，他全身赤裸，持

菜刀走進網咖，砍殺 26 歲蔡姓女店員，蔡女雙手臂及頭部均有 3-4 公分刀傷。 

林男行凶後快步逃離，同為 43 歲的 2 名陳姓男子見義勇為，上前壓制林男時分

別受傷，一人後腦刀傷約 10 公分、膝蓋挫傷，另一人左手肘 10 公分刀傷、後腦

杓也遭刀砍傷 8 公分，林嫌右臀部擦傷、右大腿內側及後側撕裂傷。 

 

4 名傷患分別送往羅東博愛及聖母醫院救治，經過救治後，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派員蒐證，調查案發原因。 

 

目睹案發經過的咖啡店黃姓業者在臉書 PO 文說，「社會太亂，就在我店門口發

生，太嚇人了，沒穿衣服在路上隨機砍人，一個砍到頭，一個砍到手背」，其他

網友在地方臉書社團留言，大嘆宜蘭治安變差了。 

 

嫌犯與父親就住在案發地點附近，他透露傍晚跟爸爸爭吵後心情不佳，警方一度

聯繫不上林嫌父親，擔心林父安危，漏夜衝到林家找人，發現對方在家睡覺，解

除一場虛驚。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13782


4 
 

2018-05-23 10:24；自由時報 記者黃良傑／高雄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34498  

不滿被解雇 疑精神病男子抓狂咆哮強制送醫 

高雄市新興區一棟大樓今天凌晨 0 時 40 分傳出咆哮聲，三字經不絕於耳，警方

趕往處理，原來是郭姓男子情緒失控，在大樓管理室內吼叫，影響住戶安寧，郭

妻擔心丈夫會傷人或自殘之虞，也影響大樓住戶安寧，只好請求協助強制就醫。 

 

警方表示接獲管理員報案，立即啟動快打部隊迅速到場處理，警方到場見郭男（22

歲）神情激動，在該大樓管理室內大聲咆哮、怒罵髒話等，警方立即上前勸阻，

隨後郭妻（23 歲）出面表示，郭男有精神疾病就醫記錄，要求警方強制就醫，

警方立即通知救護人員到場協助包紮治療並送醫。 

郭妻表示，丈夫受雇於樓下餐飲店，因無故未上班，店家老闆昨晚詢問郭男為何

未上班，談話間店家稱不願再僱用，引發郭男情緒失控，怒摔手機忿恨離去，未

料丈夫竟在住家大樓管理室失控咆哮，她和管理員勸阻無效。 

因丈夫曾有精神疾病就醫紀錄，擔心他的情緒失控，會發生傷人或自殘行為，咆

哮聲已影響大樓住戶安寧，管理員只好報警，請求協助強制就醫，救護車將人直

接送往凱旋醫院就醫。 

 

 

2018 年 05 月 29 日 22:38 ETtoday 記者柯沛辰／台北報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529/1180019.htm  

快訊／桃園逆子砍殺 3 長輩！1 人斷氣送醫 兇嫌落網 

 

桃園市觀音區 29 日晚間 7 點多驚傳持刀砍人，警消趕到現場時，將 3 名傷者送

醫，其中 1 人 OHCA。據了解，行兇的范姓男子有精神病史，晚間疑似與家人發

生爭執，憤而持刀砍殺母親、伯母及阿姨，隨後逃逸無蹤。 

其中，40 歲王姓阿姨左後背遭砍一刀，傷勢嚴重，到院前已無呼吸心跳，另外 2

人則全身多處刀傷、撕裂傷，被分別送往衛福部新屋分院、壢新醫院。至於詳細

案情為何，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目前全力搜補中。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34498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529/1180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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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近期報導關於強制就醫的新聞 

 

2018/05/29 13:27；TVBS 記者陳宥蓉報導 

https://news.tvbs.com.tw/local/928343 

朱男曾遭霸凌 醫：1/3 躁鬱患者有「童年創傷」 

 

針對板橋情殺分屍案，精神科醫師推斷，朱姓男子可能因為在美國念書時，遭到

歧視、霸凌，才有躁鬱、憂鬱、思覺失調症狀，因此釀下殺機！精神科醫師分析，

其中也有 5 成左右的患者，在兒時有受過創傷，才會衍生出躁鬱、憂鬱傾向。 

 

板橋情殺分屍案，精神科醫師推斷，朱姓男子可能因為在美國念書時，遭到歧視、

霸凌，才有躁鬱、憂鬱、思覺失調症狀。其中，躁鬱症通常會情緒高昂 4 到 7

天，大多都跟體質、遺傳有關，有 3 分之 1 患者，是因為童年創傷導致，不過國

外案例仍比台灣多。 

 

三總精神科醫師葉啟斌：「對於躁鬱症的診斷，的確在過去 20 年來的確是有成長

的，甚至在美國的報告將近高了大概 20 到 40 倍，這樣的高度。」 

 

殺害牙醫、砍傷護理師等案件，兇嫌疑似也都患有精神疾病。衛福部統計，1 年

約有 700 多名精神疾病患者遭強制就醫，相較歐洲強制就醫的精神病患者，約占

病人的 30%以上，台灣只占 3%。衛福部預計，6 月召開公聽會，討論是否修正

精神衛生法，將強制就醫權責交給法院裁示，而非衛福部決定，藉此降低爭議。 

 

2018/05/29 22:31:00；三立記者記者呂品逸／桃園報導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861 

精障男突然情緒失控 持刀砍阿姨、母親釀 1 死 2 傷 

桃園一名曾因精神疾病到醫院就醫的范姓男子（22 歲），今天晚間在家中疑似與

家人相處時情緒突然失控，拿著刀就朝媽媽、伯母、阿姨猛砍，之後便逃逸無蹤，

親屬聽見求救聲趕緊將受傷的 3 人送醫急救，但阿姨因為頸部、背部遭砍，傷口

深可見肺，到院已無法急救，傷重不治。警方目前全力緝捕范男到案，也將釐清

他犯案動機。 

 

2018/05/29 22:57:00 三立記者呂品逸／桃園報導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866 

精障男拿刀狂砍釀 1 死 2 傷  家屬到醫院癱倒痛哭  

桃園一名曾因憂鬱症到醫院就醫的范姓男子（22 歲），今晚突然

拿著刀就朝媽媽、伯母、阿姨猛砍，之後便逃逸無蹤，其中阿姨因

為頸部、背部遭砍，傷口深可見肺，到院已無法急救，傷重不治。

https://news.tvbs.com.tw/local/928343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861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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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趕到醫院，得知阿姨已去世，難過的癱倒在地痛哭失聲，其他

家屬也紛紛拭淚。警方目前全力緝捕范男到案，也將釐清他犯案動

機。  

 

2018 年 5 月 29 日；民視新聞／賴國彬、周秉瑜 桃園報導 

https://news.ftv.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8530N02M1  

桃園逆倫血案 1 死 2 傷 男子裸身落網 

桃園驚傳逆倫命案！一名范姓男子疑似罹患躁鬱症，週二（5 月 29 日）晚間因

不滿長輩說教，突然持刀追砍母親、阿姨與伯母，事後丟掉兇刀、脫光衣服藏匿

附近水溝，其中，阿姨送醫不治，母親、伯母則僥倖保住性命，傷勢較輕的伯母

先出院，談起侄子，形容簡直六親不認。 

 

回想被砍經過，伯母語氣惶恐，心有餘悸，有憂鬱傾向，卻長期沒服藥的范姓侄

子，突然持刀衝來砍人，她下顎、臉部，多處刀傷還算幸運，兇手的母親傷更重，

阿姨更已經傷重不治。 

 

家屬悲痛的跌坐在醫院地上，嚎啕大哭，但哭喊再大聲，但依舊喚不回，一條寶

貴的性命。 

 

看到行兇過程的鄰居形容，范姓男子簡直殺紅了，這起人倫悲劇發生在 29 日晚

間，桃園觀音這處透天厝外，范姓男子的母親、伯母和阿姨，三人當時正在住家

外聊天，見到兩天沒回家的侄子縣，伯母上前關心，不料男子卻突然持刀，朝著

三人一陣亂砍，阿姨在逃跑過程不慎摔倒，因此遭砍最多刀，不幸喪命，媽媽和

伯母逃往隔壁伯母家，驚險保住一命。 

 

親戚聽到直呼痛心被砍的阿姨，左頸和左背遭砍，深可見肺，送醫後回天乏術，

48 歲王姓母親，胸口及雙臂多處創傷，幸好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穩定，而 66 歲

范姓伯母，則是多處撕裂傷，治療後已出院回家休養。 

 

行兇後，男子全裸藏匿水溝 3 小時，被發現還想反抗，被警方壓制逮捕，但兇刀

還沒找到。 

 

男子疑似精神狀況不穩，但家人、親友間，會有什麼深仇大恨要下如此毒手？這

起人倫慘劇，警方要進一步釐清。 

 

(影片第 3 秒至第 9 秒，主播直接說: “這名男子疑似罹患躁鬱症，而成為社會不

定時炸彈”) 

https://news.ftv.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8530N02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