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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學生自殺事件一直備受關注，需學校及家長共同正視。  

每一個學生自殺個案背後均存在不少複雜的因素，例如：學

生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及社會因素等。要防止學生自殺，學校

必須提高對學生自殺問題的警覺性，並加強關顧學生成長的政

策，透過全校參與模式推行預防及發展性的輔導活動，培養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及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預防勝於治療，有見及此，教育局特編制此資源套，在制訂

政策、建立檢視學生需要及評估機制、推行預防性培育課程和輔

導活動、強化支援系統等方面，為學校提供可行的建議。我們鼓

勵學校利用這資源套，及早策劃和制訂校本預防措施，提升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和健康生活，預防學生自殺。若一旦發生危機事

故，學校可參考教育局網上「《學校危機處理 - 危機善後介入工作及

心理支援》應用手冊」所訂出的危機處理流程及建議，有效處理危

機。  

教育局學校行政及支援分部  

二零一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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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學生自殺篇  

 

1. 原則  

1.1 Weiner(1982) 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非常複雜，學生成長

時會遇到各種心理和環境的轉變，若身處的環境系統包括家庭、

學校、朋輩及社會等未能給予足夠的支援，有可能觸發學生自殺

的危機。因此，學校應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訓育及輔導工作，在

校內營造一個積極、親切和充滿關懷的環境，並透過預防性和發

展性的活動，增強學生解決困難及處理情緒和壓力的能力，及為

有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支援，以減低學生自殺行為的出現。  

 

1.2  學校在預防學生自殺工作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預防

自殺措施包括：  

(I)  制訂校本策略和推行一系列預防性輔導活動，旨在 培養

學生積極樂觀的態度，提升他們面對逆境的應變和 抗逆

力，減低學生以自毀或自殺行為來解決問題；  

(II) 成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適時檢討行政措施及學校

政策，給予教職人員恰當而及時的支援；  

(III) 通過適當培訓，讓教師掌握處理危機和及早識別有需要

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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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長遠而言，學校應以建構關愛校園為目標，宜制訂適切

的「健康校園」政策，將關顧學生的工作列為關注項目之一，並

納入周年輔導計劃書內，由校內不同組別合力制訂全年具策略性

的計劃或持續性的計劃，並清楚界定各科組成員的職責和分工。

學校宜定期進行演練危機處理的程序和方法，預防學生自殺。  

 

1.4  學校須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預防和發展性的學生發展和

訓輔工作，由教師 (級任、班任和科任 )、訓育及輔導人員、社工

和家長共同攜手合作，通過跨科組協作、優化訓輔體系，實施生

命教育、生活技能等成長課，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去提升

抗逆力及學習處理情緒和待人處事的正確方法。同時，學校應為

新入讀學生舉辦適應課程，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生活。此外，亦可

推行同儕學習的活動和支援計劃，鼓勵同學互相關懷和彼此幫

助。  

 

1.5  學校應與家長緊密合作，加強家長教育，讓他們了解子

女在成長階段可能出現的困難。此外，亦可運用不同的社區資

源，支援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及家長，並採取適當的預防和輔導

措施，減低學生自殺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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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訓輔工作是學校整體教育的一部分，與學校其他系統關

係密切，不可分割。學校要促進全體教師與訓育及輔導專職同工

的緊密合作，才能有效地推行各項訓輔服務，培養學生正面的價

值觀及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協助學生健康成長。有關推行全校參

與訓輔工作重點和策略，可瀏覽以下網址：     

 

(網頁索引：主頁  >  教師相關  > 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  >  

理念與指引  > 全校參與訓育及輔導工作 )  

ht tps:/ /www.edb.gov.hk/ tc/ teacher/s tudent -guidance-discipl ine-service

s/principles -guidel ines/whole -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 ine/ inde

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whole-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in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whole-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in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inciples-guidelines/whole-school-approach-to-guidance-discipli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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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校參與關顧學生成長的政策  

 

2.1  要有效預防學生自殺，學校應制訂及執行全校參與關顧

學生成長的政策，在全校、級、班及學生個人等四個層面作出長

期持續的推展，有關工作重點包括：  

預防自殺 工作重點 

學校層面  制訂全校參與的學生培育政策及計劃，旨在促進

學生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生活態度及積極而正

面的人生觀。  

 制訂合情合理的校規，輔以建設性的獎勵制度，

讓學生透過實踐體驗，締造樂觀感和能力感。  

 透過不同的訓輔 /學生會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校內活動及事務，讓學生表達意見，充分體現

本身的權利與責任，培養學生投入校園生活的歸

屬感和聯繫感，共建關愛校園。  

 實施生命教育，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交、靈

性全面均衡發展。  

 推行個人成長 /生活教育，協助學生發展及掌握

個人、群性、學業和事業等所需要的各種生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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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抗逆、批判思考和解難能力。  

 因應學生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設計及推行適切

的訓輔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設立訓輔工作檢討機制，調適校內訓輔系統，評

估學生的需要、及早識別有潛在危機的學生和定

時檢視輔導服務的成效。  

 檢視「校園危機處理小組」職能，制訂不同危機

的處理方法，編訂相關的工作指引，建立處理事

件的流程，界定各成員的職責和分工，安排定期

演練，讓教職員做好準備。   

 建立學習型組織，推行有關訓輔工作的教師發展

活動，促進教師互相交流和支援，讓教師認識一

些自殺的警告訊號，掌握基本的輔導技巧，以便

協助處理學生的負面情緒。  

 認識和引進社區資源，優化學校的訓輔系統及功

能。  

級層面  設立級訓輔支援制度，推動級訓輔人員與教師分

享訓輔工作經驗。  

 班主任及級訓輔教師定期舉行級會議，了解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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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需要，並一起策劃適切的訓輔活動及訂定

獎懲準則。  

 為級訓輔教師舉辦培訓及小組交流，了解學生問

題的發展趨勢，以便他們支援級內其他教師和協

助處理學生的問題。  

 鼓勵跨科組合作，共同設計和推行各級的生活技

能課及班級經營的活動。  

 推 行 跨 級 別 的訓輔 活 動 ， 例 如： 朋 輩 支 援 計 劃

等，讓不同級別的學生互愛互助。  

 舉辦級層面的家校合作活動，推行親職教育，讓

家長了解子女在不同成長階段的問題及需要。  

班層面  推行班本個人成長 /生活教育，協助學生掌握各

種生活技能和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  

 在課堂學習過程中，加強成長教育 /生活教育的

應用和實踐。  

 師生共同訂定班規和班目標，營造良好的班風，

增強學生對班的歸屬感。  

 發展朋輩支援，鼓勵班內同學互相接納和彼此幫

助，以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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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面  了解每一個學生的生活狀況、學習情況及行為表

現，並適時地對學生表達關懷。  

 建立學生資料庫，儲存學生的家庭背景、學習、

行為和情緒表現、社交及個人支援系統等資料，

從而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接受適切的校內 /校

外專業服務。  

 為有需要的學生推行個別及小組輔導，協助學生

處理個人、社交和學習等問題。  

 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繫，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內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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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檢視學生成長需要及評估機制  

 

3.1  學校必先了解校本學生的需要，以計劃學生成長的政策

及措施，學校可採用以下的工具，以客觀的資料和數據分析，檢

視學生發展的整體方向：  

名稱：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第二版 )  

簡介： 

 

學 校 可 使 用 此 套 件 作 為 評 估 學 生 情 感 和 社 交 表 現 的工

具，用以量度一組或整體學生  (非個別學生 ) 的表現，

協 助 教 師 加 深 了 解 不 同 年 級 或 群 組 學 生 在 情 意 及 社交

範疇的發展情況和需要，從而制訂和推行適當措施和活

動，幫助學生成長。  

對象： 

 

小學組  ：共八個適用於小三至小六學生的量表。  

主題包括  ：自我概念、人際關係、對學校的態度、動

力、成敗的原因、學習能力、獨立學習能力、價值觀。 

中學組  ：共十二個適用於中一至中七學生的量表。  

主題包括  ：自我概念、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對學校

的態度、動力、成敗的原因、學習能力、獨立學習能力、

領導能才、道德操守、國民身份認同及全球公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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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網址： ht tps:/ /www.edb.gov.hk/ tc/sch -admin/sch-qual i ty-assurance/perfo

rmance-indicators/apaso2/ index.html  

 

3.2  由 於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的 情 意 及 社 交 表 現 受 到 多 種 因 素 影

響，因此，學校在詮釋上述工具的評估結果時，必須考慮及收集

不同方面的資料，例如：學生家庭背景、輔導個案類型和訓育數

據等。學校不宜單從這套件的數據去訂定跟進計劃，應結合校內

其他數據及資料一併分析，例如：持分者問卷等，作為改善各項

支援服務的依據。  

 

3.3  另外，學校可收集學生背景資料，對一些潛在危險因素

加以留意，包括：一些曾有企圖自殺紀錄的學生、家庭成員或朋

友曾經自殺、童年曾被遺棄或來自暴力家庭、患有精神病或情緒

性疾患、有極端性格或悲觀認知、對自殺有錯誤理解等的學生，

應及早識別他們的需要，適時提供支援，作出跟進輔導計劃。  

 

3.4  學校除使用上述套件和學生資料外，仍須確立一套校內

評估機制，定期檢視有關學生支援服務現況，以評估各項成長和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performance-indicators/apaso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performance-indicators/apaso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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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計劃的成效，以及整個制度的運作情況，找出尚待改善的地

方，以制訂更適切的預防及發展性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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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防性的培育課程和輔導活動  

 

4.1  預 防 自 殺 的 基 本 原 則 在 於 減 低 風 險 因 素 和 增 加 保 護 因

素，風險因素包括家庭及學生個人成長經歷，例如：抑鬱 /嚴重

情緒困擾、濫用藥物 /吸毒、低自尊感 /退縮、曾被欺凌、或曾企

圖自殺等。在學校層面而言，保護因素可包括： (i)  建立一個健

康的生活模式，增強學生的心理健康； (i i)  推行個人成長教育 /  

生活技能活動，協助學生掌握各種生活技能，提升他們處理情緒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iii )  實施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人生觀；( iv) 推行預防性培育計劃及輔導活動，增強

學生的抗逆力。  

 

4.2  學校訓輔人員在設計學生培育課程及輔導活動時，必須

了解他們的需要和考慮學校的實際情況，例如課節的編排、師資

的培訓和資源的運用等因素。學校可自行編訂的培育課程及 /或

從下文提及的有關網址中選用合適的資源，並因應校內學生的需

要作校本課程規劃和剪裁。學校若選擇參加下文提及的生活技能

課程或培育計劃，應先了解有關計劃的理念，並討論在推行時校

內不同科組成員的角色和分工，使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教育效

果。為協助教師掌握帶領及推行活動的技巧，學校宜安排教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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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相應的培訓課程，並透過校內的分享會，讓教師分享經驗、課

程理念和教授技巧。  

 

 

生命教育  

 

4.3  學校需要加強生命敎育，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

積極的人生態度，讓學生面對不同的處境和危機時，懂得如何處

理情緒，運用解決困難的能力，以走出逆境；並引導學生探索和

思考生命的意義，從而讓學生過一個快樂、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 

 

4.4  在現行的中小學課程中，學校可將以上提及的價值觀和

態度，結合於不同學科中、與生命教育相關的學習議題內，透過

學校課程，將「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

索生命」這四個學習層次，作為生命教育的學習內容，並納入不

同的研習範圍中。例如：在小學常識科，融入「尊重與珍惜生命」

的主題；在中學的綜合人文科，學習「尊重與珍惜生命」；在倫

理及宗教科，探索和思考「生命和死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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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局在支援學校推行生命教育方面，為學校提供多元

化和生活化的網上教材，當中包括以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為主題

的  「生活事件」教學示例，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有關詳情可瀏覽以下「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網址：  

(網頁索引：主頁  > 課程發展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 學與教資源 )  

ht tps:/ /www.edb.gov.hk/ tc/curriculum -development /4 -key-tasks/moral -civic/

lea/ index.html  

 

4.6  另外，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製作的「活出精

彩人生．面對逆境」網站，為中、小學教師提供教材及參考資料，

幫助學生發展積極面對逆境的態度及培養他們堅毅精神。此網站

主要有多個教案，分別介紹有關解決困難的理論、生活故事、遊

戲、歌曲、討論及工作紙，以加強教學效果。有興趣者可瀏覽以

下網址：   

ht tp:/ /cd1.edb.hkedci ty.net /cd/mce/ tc/ l i fe/ 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index.html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life/lesson.html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life/index.html


 

 
17 

生活技能活動  

4.7  現時，很多中學均設有生活教育課或生活技巧課，加強

鞏固和運用，這些課程可涵蓋生命教育、情意教育、溝通及社交

技巧、解難技巧、生涯規劃等，旨在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各種生活

技能，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學習做人處事的方法和正確態度，提

升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以下提供一些可供中、小學參加的計劃

或推行有關生活技能發展課程：  

 

名稱： 生活技能發展與全方位輔導計劃  

對象： 中一至中七學生  /  小四至小六學生   

機構 香港大學生活技能發展計劃小組  

簡介 本生活技能課程，為高中（中四至中七）、  初中（中一至中三）

和高小（小四至小六）提供課程和評估素材，培養學生在學業

發展、事業與才華發展、個人發展與群性發展等範疇 ，幫助學

生訂立目標和發展計劃，協調人際間的關係，並且學懂如何了

解自己和他人，從而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發揮潛能。   

網址 http://web.hku.hk/~life/ 

  

名稱 「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對象 甲. 成長新動力  --  基本生活技巧訓練  (中一至中三的學生 ) 

乙. 專題探 討  -- 按 個別學 生發展 需要而 設 計  (中 一至中 七的

學生 )  

http://web.hku.hk/~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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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衛生署  

簡介 透過醫生、護士、營養師、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

以外展形式到學校推行促進身心社交健康的活動，以培育 學生

正確的態度和技巧去面對成長中的挑戰。課程目標包括：提高

學生對自我的認識和接納、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壓力，並提

升他們與別人相處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網址 http://www.ahpshs.gov.hk/tc_chi/pro_det/pro_det.html#blst 

 

名稱  個人成長教育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機構  教育局  

簡介  

教育局在小學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包括：政策及組

織、支援服務、個人成長教育和輔導服務四個範疇，建議學

校應適當分配資源及提供行政支援推行個人成長教育，並因

應學生的需要去設計合適的校本課程。個人成長教育旨在協

助學生：  

 發展個人潛能和健康的自我概念，積極面對生活上的挑

戰及有效地解決問題；  

 促進群性發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培養勤奮進取的學習態度，掌握多元化的學習技能，邁

向終身學習；  

 培養積極的處事態度，認識各種職業的資源及技能，為

http://www.ahpshs.gov.hk/tc_chi/pro_det/pro_det.html#b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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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

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

wth-edu.html 

 

名稱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機構  教育局  

簡介  

計劃包含「發展課程」和「輔助課程」，目的在於協助學生

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發展課程」是一個以

抗逆理念為基礎的輔導課程，對象是全體的小四至小六學

生。「輔助課程」是一系列的小組、歷奇及親子活動，對象

是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小四學生。學校可將「發展課程」納入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個人成長教育課的學習範疇內，

將重點放在加強學生抗逆力的培育，例如：情緒管理、社交

能力、解決問題、訂立目標和樂觀感。  

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

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

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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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化支援系統  

建立朋輩支援  

5.1 很多研究調查指出，當學生受問題困擾時，通常會向朋

友求助，在家庭或其他支援系統未及提供援助時，朋輩支援可暫

時舒緩學生的困擾及提高學校的警覺性。學校可透過發展朋輩支

援，例如：推行朋輩輔導員計劃，由高年級學生擔任學長角色，

為年幼的學弟 /妹提供功課上及入學適應上的協助，透過基本的

技巧訓練，高年級學長不但可提升自我認識，更可利用所學的溝

通技巧去協助有需要的學弟 /學妹。  

 

5.2 朋輩支援計劃可以在同一級或同一班內發展，老師可將

學生組成同儕學習小組，鼓勵班內同學互相幫助，以建立和諧的

人際關係及提升學生的聯繫感。朋輩支援是一個及早識別有潛在

自殺意念學生的可行策略，當學長留意到學弟 /妹發出自殺危機

警號時，須立即通知老師，以便採取適當的跟進措施。  

 

5.3 朋輩輔導員可以協助學生建立聯繫感，對及早識別有自

殺傾向的學生，能發揮積極的角色；透過學長的成長經驗分享、

正面支持、鼓勵和關心，可以幫助受助學弟 /學妹了解自我，改

善人際技巧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長處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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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積極地面對人生。然而，學校需要為參加朋輩支援計劃的

學長提供適當的培訓，當學長與學弟 /學妹接觸時，若發現一些

自殺表徵，須迅速向老師求助，以提供適切的援助。可參考下列

一些可能引發學生自殺危機的情況和表徵：  

1. 情緒狀況  

--  表現緊張、失望、畏縮及孤立，感到甚麼也不會好轉  

--  有挫敗感，意志消沉，感到人人也幫不到自己  

--  常自我批評，感到無人關心自己，產生不愉快的感覺  

--  有自我懲罰的意念，覺得如果沒有自己的存在，對別人

會更好  

--  抑鬱或長期抑鬱後突然無故表現情緒高漲及喜樂  

2. 人生經歷  

--  有自殺傾向的家人  

--  家長婚姻破裂  

--  因父母分離、死亡，致失去至親至愛  

--  因無人指導下顯得孤立，不能與別人建立關係  

--  因無人指導而有無助無望的感覺，難與別人溝通  

--  有要求高的家長，引致自己給自己壓力或感到別人給自

己壓力  

--  單憑幻想，希望因死亡而取得別人的寬恕和體諒  

3. 行為表徵  

--  無胃口或暴飲暴食  

--  失眠  

--  不注意外表裝扮  

--  無故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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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變得魯莽反常  

--  疏離親友  

--  把自己深愛物品送交別人  

--  燒去日記，照片及信件  

--  寫文作詩或言語表達人生沒有意思，天堂是理想的居

所，不會再為別人帶來麻煩。多危險動作  

4. 學習表現  

--  成績驟降，對學習失去興趣  

--  逃學  

5. 自殺計劃  

--  對死亡表現矛盾  

--  對未來沒有計劃  

--  書寫自己的願望或言談間透露自殺，並提及時間和方法  

--  擔心父母不重視又怕別人知道而有羞恥感，並要求保密  

 

5.4 此外，學長亦可透過朋輩輔導計劃的訓練，掌握一些基

本的輔導技巧，包括聆聽和回應技巧。以下是一些朋輩輔導計劃

預防自殺危機的輔導技巧素材，包括：「協助有自殺傾向朋友的

四步曲」及「如何與有自殺傾向的朋友溝通」，學長 (中三或以上 ) 

可作參考，在有需要和緊急的情況下應用：  

 

協助有自殺傾向朋友的四步曲  

 

1. 聆聽  

 當你用心聆聽及注意對方言談中的感受，你已傳遞

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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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你重視對方的問題；  

(i i) 你對他關懷。  

切記不要說教，不要批評，不要掉以輕心，或視

對方的自殺意圖為裝模作樣而挑戰他 /她的求死意

念。  

 

2. 坦誠  

 
(i) 當你的朋友向你透露他 /她的自殺意圖，你

可能感到驚慌、難過，甚至憤怒，你可以

坦誠表達你的感受，並讓他 /她知道你打算

如何幫助他 /她，或願意陪同他 /她去尋求協

助。  

(i i) 千萬不要替朋友隱瞞他 /她自殺的意圖，要

和 他 /她 商 量 向 哪 一 位 比 較 適 當 的 人 士 尋

求協助。  

(i ii) 不要延遲向適當的成人求助，亦盡可能陪

同你的朋友前往。  

 

3. 分享感受  

 
每個人都曾經有傷心、失望的感受。當朋友向你

表達有自殺意念時，切勿裝作若無其事，要分享

你自己曾有的感受，讓對方知道他的處境有人了

解及同情，從而減少他的孤立感。  

 

4. 求助  

 
相信最感困難的是朋友身處困境，但又要求你代

守秘密。切記︰雖然你明白朋友的各種顧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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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延誤向適當的人尋求協助。  

   

 

如何與有自殺傾向的朋友溝通  

 

1. 帶出話題  

「你最近好像很不開心。」  

「是甚麼令你煩躁？」  

「讓我們談談吧﹗」  

 

2. 表現關注和分享同感  

「我想知道甚麼問題困擾著你。」  

「你現在覺得怎樣？」  

「不要難過，我正想幫你。」  

「我知道人人都有情緒低落的時刻。」  

「事情聽來好像有些困難，但我相信總會有辦法

的！」  

 

3. 提問澄清  

「事情是何時發生的？」  

「當你情緒很差時，你想做些甚麼？」  

「當你說不能再忍受，你是否想到自殺？」  

 

4. 給予支援及帶出不同觀點  

「若你傷害到自己，我會很難過，問題也不能得到

解決！」  

「我們一起去找社工 /老師談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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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人覺得你難以相處，但我沒有這樣感

覺。」  

「是的，若你死去的話，你的男友可能難過一些日

子，但不久他便再結識女朋友，如常生活，根本

不值得為他做傻事！」  

 

5.5  然而，上述的支援卻絕不可取代教師的角色，教師悉心

了解班中每一個學生的生活狀況、學習情況及行為表現，並適時

地表達關懷，及早識別及讓有需要的學生接受校內 /校外的輔導

服務，校內訓輔人員 /社工、班主任和家長共同檢討個案的進展

和成效，才能有效預防自殺的發生。  

 

建立家校合作網絡  

5.6  悉心愛護的家庭和提高家長對學生自殺問題的警覺性，

對防止學生自殺同樣重要。學校應加強與家庭的緊密合作，並透

過校本的家長教育，鼓勵家長多點與子女溝通，多抽時間陪伴子

女，把握與子女相處的機會。例如：  

      

1. 

 

與子女一同出外購物、吃早餐或午餐，觀看運動比賽或電影。 

 

2. 家中若有不幸事故發生，例如：有家人生病或逝世，不妨與

子女直接討論有關事宜，鼓勵子女說出心中的感受，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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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內心的哀傷、痛苦、憤怒、困惑和迷惘。  

3. 與子女分享自己的童年經驗，可以告訴他們對父母、學校及

男女約會的看法，以及處理問題的看法。  

4. 從小幫助孩子建立自尊和自信，鼓勵他們發揮個人的興趣和

天份，鼓勵他們信賴自己的能力和養成堅毅不屈的精神。  

5. 抽些時間積極聆聽子女的傾訴，設法了解他們的感受。家長

應避免只懂得教訓和批評。  

6. 耐 心 聆 聽 子 女 的問 題 ， 誘 導 他 們說 出 不 同 的 解 決方 案 或 辦

法，幫助子女學習應付問題的技巧。  

7. 幫忙他們衡量每一項行動可能產生的後果。  

例如︰假如  _______________，會有甚麼後果？  

8.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可向子女提供不同的可行方法，儘量讓

他 們 作 抉 擇 。 如 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後 果 會 怎

樣  ﹖  

9. 在日常生活中，可借助一些生命鬥士的故事作正面教材，以

名人或學生自殺新聞作反面教材，用角色扮演等方式，教導

孩子如何處理自己或朋輩的自殺念頭和尋求協助等。  

  

5.7  學校應提醒家長，假如發覺問題惡化，情況危急，家長

應當立即採取行動，如報警求援，向醫生、社工或校方求助。學

校也可將以下的輔導建議給家長參考：     

 

1. 聆聽  

   用關懷的態度去聆聽子女的心聲  

   盡量讓子女抒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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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為隨口提供簡單的方法便能解決問題  

 

2. 交談  

   要直接和坦誠  

   表達你的關懷時，避免用說教和批判的口吻  

 

3. 求助  

   立刻尋求專業輔導 /幫助  

   不要嘗試獨自處理  

 

4. 回應  

   「我很想知道甚麼令你不開心 /困擾著你 …」  

   「讓我們談談吧！」  

   「事情也許很難解決，但我會給你隨時的幫

助。」  

   「若你傷害自己，我會很擔心，我更不想你

死 ……」  

   「我們一起去找人幫助吧！」  

 

5. 注意  

   不要嘗試獨自處理  

   不要保密  

   不要迴避談死亡這話題  

   不要把情緒深受困擾的子女單獨留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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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家長在及早識別和支援高危學生方面，擔當十分重要的

角色，因此，增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是其中一個預防學生自殺的

重要策略。很多家長對學生的情緒困擾問題認識不深，亦不知道

如何分辨自殺傾向和一般情緒低落的現象，除了一般學校與家長

的溝通外，如家長日、開放日等，在察覺學生出現一些自殺的警

告訊號時，學校與家庭需要有緊密的接觸，彼此報告學生在情緒

和行為上的轉變、家庭狀況和在校表現的轉變，建立良好的溝通

渠道，讓老師與家長能在有問題發生前交換學生的資料，是較容

易作出支援，幫助學生應付及處理壓力。學校應協助家長提高對

學生自殺警號的辨識，並鼓勵家長平日多留意子女日常生活和上

網習慣，幫助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和價

值取向，加強教導他們重視和愛惜生命，以及面對逆境和抗拒誘

惑的技巧。透過學校和家庭的緊密合作，給予學生系統性的支

援，能有效預防學生自殺。  

 

5.9  當老師察覺到學生出現一些自殺的警告訊號時，學校應

迅速與家長聯絡，了解學生在情緒和行為上的轉變，學校與家庭

須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提供適當的支援，幫助學生應付及處理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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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透過與家長面談和進行討論，為家長舉辦親職教育講座

和工作坊，講解與子女溝通的技巧、使家長明白學生在青春期會

遇到的問題、及處理壓力的方法等，舉辦這些活動除了能增強家

長與子女相處的技巧外，亦能減少由家庭出現問題而引發給學生

的壓力。根據外國的經驗，為家長舉辦的防止自殺及死亡教育課

程，不單要著重知識，更需顧及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至技能訓

練方面的學習，這樣能增強學生的精神健康及更有效適應心理和

環境的轉變，較易適應因轉變所帶來的壓力。  

 

5.11  若教師、輔導同工或社工察覺學生家庭可能出現危機或

嚴重的問題，應及早給予協助或將個案轉介到有關專業人士 /機

構，尋求適當的服務，以減少家庭悲劇的發生，確保學生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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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社區資源篇  ( 協助處理學生自殺問題  ) 

 學校訓輔人員應認識和引入不同的社區資源，與社區團

體保持良好網絡，加強社區動態意見交流，互相分工合作處理學

生問題，可預防危機事件發生，即使危機發生，在有效調配資源

下，亦可減低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盡快恢復校園正常生活及功

能。以下是一些社區資源可供學校參考：  

I. 青少年輔導服務機構及電話熱線服務  * 

 

機構  

 

 

電話  

 

服務資料  

社會福利署  

自殺危機處理中心  

 

 

2341 7227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

ub_listofserv/id_suicidepre/ 

香港撒瑪利  

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熱線服務：24 小時 

https://www.sbhk.org.hk/hotline_contact.php 

突破輔導中心  

 

 

2377 8511 輔導服務： 

星期一、三、四、五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服務對象： 

個人心理輔導服務：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少年 

青少年及家庭輔導服務：十一至十八歲的青少年及家庭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about-breakthrough/int

erpersonal-ministry/breakthrough-counselling-centre/ 

香港小童群益會  2866 6388 輔導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suicidepre/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suicidepre/
https://www.sbhk.org.hk/hotline_contact.php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about-breakthrough/interpersonal-ministry/breakthrough-counselling-centre/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about-breakthrough/interpersonal-ministry/breakthrough-counselling-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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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專線時間：  

星期一至三 2:00pm – 4:00pm 及 星期四 7:30pm – 

9:30pm 

 

https://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4

4 

香港青年協會  

 

 

2777 8899 「關心一線」： 

星期一至六 

下午 2 時至凌晨 2 時(由專業社工接聽) 

(服務對象：6-24 歲的青少年及其家長) 

http://www.hkfyg.org.hk/chi/ycs/27778899.html 

 

協青社  

 

 

9088 1023 熱線服務：24 小時 

(服務對象：6 至 24 歲青少年) 

http://www.youthoutreach.org.hk/ 

 

香港護苗基金  

 

 

2889 9933 「護苗線」及輔導服務 

(提供兒童性侵犯熱線輔導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服務對象：18 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 

http://www.ecsaf.org.hk/Chinese/work.php?expandable=1

&mid2=1&mid=2  

母親的抉擇  

 

 

2868 2022 熱線服務： 

(解答意外懷孕及與性有關的問題)： 

星期一至日 (包括假日)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由註冊社工及合格輔導員接聽來電) 

https://www.motherschoice.org/get-help/ 

啟勵扶青會  

 

 

2521 6890 

辦事處電話 

線上熱線： 

(服務對象：青少年) 

 http://www.kely.org/cn/index.html 

聯絡電郵： 

contact@kely.org 

明愛向晴軒  

 

 

18288 「向晴熱線」熱線服務：24 小時 

http://fcsc.caritas.org.hk/  

https://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44
https://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44
http://www.hkfyg.org.hk/chi/ycs/27778899.html
http://www.youthoutreach.org.hk/
http://www.ecsaf.org.hk/Chinese/work.php?expandable=1&mid2=1&mid=2
http://www.ecsaf.org.hk/Chinese/work.php?expandable=1&mid2=1&mid=2
https://www.motherschoice.org/get-help/
http://www.kely.org/
mailto:contact@kely.org
http://fcsc.carit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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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互助社聯熱線  1878668 

熱線電話 

 

防止自殺危機熱線服務 

(逢星期一至六：24 小時) 

設有留言信箱；八號或以上颱風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休息 

http://webcontent.hkcss.org.hk/hotlines/service.asp?ser_co

de=1.1  

 

* 備註：有關資料恕未能盡錄 / 或因個別機構服務改變而未能即時更新。如有需要尋

求協助，可與學校輔導人員、 學校社工等聯絡。 

 

 II. 可供學校參與的成長計劃 **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

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共創成長路」 -- 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   

https://www.paths.hk/  

「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http://www.ahpshs.gov.hk/tc_chi/pro_det/pro_det.html#blst 

香港大學生活技能發展計劃  

http://web.hku.hk/~life/ 

 

 

III.  其他提供支援服務的學術機構 **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https://csrp.hku.hk/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中心  

https://www4.hku.hk/hkumcd/index.php/cht/unit/51_Centre_on_Behaviora

l_Health 

 

 

 

http://webcontent.hkcss.org.hk/hotlines/service.asp?ser_code=1.1
http://webcontent.hkcss.org.hk/hotlines/service.asp?ser_code=1.1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understanding-adolescent-project-primary/index.html
https://www.paths.hk/
http://www.ahpshs.gov.hk/tc_chi/pro_det/pro_det.html#blst
http://web.hku.hk/~life/
https://csrp.hku.hk/
https://www4.hku.hk/hkumcd/index.php/cht/unit/51_Centre_on_Behavioral_Health
https://www4.hku.hk/hkumcd/index.php/cht/unit/51_Centre_on_Behavioral_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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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生命教育相關的機構及資源 ** 

(i) 提供「生命教育」的機構  

香港撤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心        

https://www.sbhk.org.hk/lifeeducation_intro.php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生命天使教育中心         

http://www.lifeangel.org.hk/ 

香港神託會生命教育計劃            

http://life.stewards.org.hk/  

 

 

(ii) 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  

生命教育：專題課程及報告  

http://www.ied.edu.hk/pse/teach_life_con_1.html 

 

(i ii) 其他網上資源  

「運用戲劇元素教授個人成長教育 /生活教育」教案匯編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

jects-service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using-edu-or-life-educat

ion/using-edu-or-life-education.html 

 

(iv)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 Schools, School Mental Health Project, UCLA 

http://smhp.psych.ucla.edu/ 

 

(v) 生命教育資源  

http://www.ylvs.chc.edu.tw/ischool/widget/main_menu/show.php?id=615&

map=0  

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M_..ndJ.ncB55Czygt.;_ylu=X3oDMTB2NWZodjcw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2hrX2ludGwEdnRpZAM-/SIG=11bcmbnj3/EXP=1232686206/**http%3a/www.sbhk.org.hk/
https://www.sbhk.org.hk/lifeeducation_intro.php
http://www.lifeangel.org.hk/
http://life.stewards.org.hk/
http://www.ied.edu.hk/pse/teach_life_con_1.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using-edu-or-life-education/using-edu-or-life-educ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using-edu-or-life-education/using-edu-or-life-educ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using-edu-or-life-education/using-edu-or-life-education.html
http://smhp.psych.ucla.edu/
http://www.ylvs.chc.edu.tw/ischool/widget/main_menu/show.php?id=615&map=0
http://www.ylvs.chc.edu.tw/ischool/widget/main_menu/show.php?id=615&ma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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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品德教育相關的資源  ** 

廉政公署：德育資源網  

https://me.icac.hk/tc/index.aspx  

 

廉政公署：「 I Teen 大本營」兒童網站  

https://iteencamp.icac.hk/ 

 

 

 

**  備註：恕未能盡錄網上資源 /  或可能因上述個別機構網頁更改而未能

即時更新。  

https://me.icac.hk/tc/index.aspx
https://iteencamp.ica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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