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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已足以令人尋死嗎？







社會不時出現一些人因輕微爭執或
挫敗事件（例如被老師、媽媽薄責
等）而自殺的案件。然而，引發自
殺行為的事件往往只是一條導火線，
不一定就是問題的核心。更重要的
是，每個人的經歷和背景不盡相同，
即使遇到同一困境，所產生的主觀
困擾也可相差甚遠。

任何問題的困擾程度必然存在主觀性，受個人
的經歷和主觀感受所影響和支配。此外，觸發
事件背後可能潛藏著當事人更核心的問題。



Landslide metaphor

山泥傾瀉



當事人透露其自殺困擾，並
提出某些要求，是否代表只
是一種要脅而非真正存在自
殺的意圖？



有自殺困擾的人，很可能寄望於某
些客觀環境的轉變。因此，當事人
可能會明示或間接地表露他的期望，
甚至直接表達其訴求。然而，有些
人當知道期望落空後，會因事情已
成定局而『馬死落地行』；但亦有
人會因失去希望而決定自殺。

自殺困擾人士『有所求』，不能單
憑此反應而確認自殺危機的高低。



自殺的學生都是逃避現實？



逃避現實的痛苦只是部份自殺者的
心態。然而，這絕非所有自殺者的
唯一意圖。



Intent of Suicide 自殺意圖
– 終止/逃避痛苦 Termination / Avoidance of pain

– 逃避/承擔責任 Escaping / Bearing responsibility

– 停止連累他人 Stop burdening others

– 報復/控訴 Revenge / Accusation

– 補償 Compensation to others

– 自我懲罰/贖罪 Self punishment/ atonement

– 宣示清白 Proof of innocence

– 守護尊嚴 Preservation of pride / dignity

– 以死相諫 Remonstration for rectification

– 以死相迫 Coercion for advantage / concession

– 再續前緣 Reunion with deceased one

– 重頭開始 New start



了解自殺意圖能協助支援者看到當事人
輕生想法的背後需要。這不但能減少當
事人認為支援者阻止其自殺的對立面，
且能透過認識當事人的核心需要，讓他/
她感到有人同行。

了解自殺意圖所在也可能成為化解危機

的介入點。



一個人去意已決，旁人根本
無法阻止，是嗎？



『救得一次，救不到第二次』。有些人自殺
不斷被阻止，但亦不斷地嘗試，直至死亡。
亦有些人是因為一時衝動，當刻制止了他的
行為，自殺衝動或許隨時間而減退。也有些
抑鬱症病人，他們的自殺念頭就像不由自主
一般，但接受治療後，可能會感到像重生一
樣，自殺意念自動消失。

我們無法預知未來，但可盡力『救得一
次得一次』。

Intent of Suicide 自殺意圖



自殺往往在事前都是難以察覺？



自殺者的親人、朋友等一般對自殺者的自毀
行為都會感到意外及詫異。其實大部份的自
殺者都有明顯或間接的表露。例如與好友道
別、將事情安排妥當。根據一項調查老人自
殺報告顯示，有70%的老人在自殺前曾經向
身邊的家人及朋友顯示其自殺的意圖；而有
30%的老人曾多次向家人或其他人以不同方
式表示其自殺的意圖。

自殺者在矛盾階段時，大多數會流露其痛
苦及掙扎，我們應把握機會了解當事人有
否自殺計劃，及計劃的仔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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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跡可尋，但為免令他胡思
亂想，我應盡量避免向他提及其
自殺的想法/打算？



很多人誤以為減少觸碰當事人的負面情緒，
可減低其「胡思亂想」的可能性；又或擔心
若提及死亡或自殺的字眼時會加強當事人的
自殺意欲。因此，有些人會刻意避談自殺，
甚至故意談及一些開心事，務求替代自殺的
思想。研究顯示，直接探問當事人的自殺想
法/計劃，並不會增加其自殺風險。事實上，
大部份自殺意欲強烈的人，都希望與人傾談
他們對於自殺/死亡的想法和感受。他們會
份外留意身邊的人對他們談及自殺的反應，
從而選擇合適的傾訴對象。

避談自殺令有自殺意欲的人失去傾訴對象。聆
聽不單有助紓緩負面情緒，還可以更詳細知道
當事人的自殺意向和計劃，從而及早介入。



自殺危機產生的階段：

1. 形成階段
遇到問題，以一貫方法已難以處理，產生以自殺為其
中一種手段的傾向。

2. 矛盾階段
產生了自殺意念後，在求生本能與尋死想法之間出現
矛盾，從而表現出談論自殺，直接或間接表現自殺企
圖的信號。

3. 決定階段
相信自殺是較為，甚至最‘理想’的選擇，從而矛盾
感開始減少，情緒及行為轉為較平靜，且開始為自殺
做準備，包括工具、身後事安排等。



危險訊號
1. 曾經嘗試自殺

2. 表達求死意欲

3. 將自己珍惜的物品給予別人

4. 處理遺書或安排身故

5. 有抑鬱的徵狀如絕望，無助，食慾不振，失眠或渴睡，
對事物和社交活動失去興趣

6. 身體上有自殘的傷痕

7. 最近有重大的損失如朋友，家人，金錢，工作，健康

8. 性格突變

9. 收集和討論自殺方法

10.濫用藥物及酗酒



學生自殺較外顯之危機訊號*
直接或間接談及自殺 / 死亡的念頭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
自傷痕跡
學業成績驟降
缺席率增加
離開友群，孤立自己
情緒低落
心神恍惚

*並非自殺者的必然特徵



Suicide Risk Continuum
自殺死亡

Suicide completed

曾企圖自殺，並且有強烈的自殺意欲
Suicide attempt with severe intent

曾企圖自殺，但背後的自殺意欲較為輕微
Suicide attempt with mild intent

有較詳細的自殺計劃
Concrete suicide plan

有初步的自殺計劃
Vague suicide plan

有較長期的自殺念頭
Prolonged suicide ideation

有閃過的自殺念頭
Fleeting suicide ideation

沒有自殺念頭
No suicide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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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介入 Elementary Level Intervention

• 以心對談

• 進入當事人的主觀世界

• 直接探問自殺想法 / 計劃

• 尊重和接納當事人的困難和感受

• 表達關心和願意協助，讓他感受你的關心

• 適時讚賞

• 鼓勵一起渡過難關



服務介紹



網上防止自殺服務
正向思維、珍惜生命、抗衡自殺誤導性資訊

Website: help4suicide.hk
好人．好事
完全自殺之謎
自殺．真人館
心靈信箱

Website: chatpoint.org.hk
CHAT窿--即時情緒疏導聊天室 (義工接聽)

Mon-Fri 06:00-01:00
Sat、Sun、PH: 20:00-01:00





青少年網上輔導服務：

「Open噏」：24小時服務

Website: www.openup.hk

Facebook / Instagram / WeChat: hkopenup

http://www.openup.hk/


電話支援熱線：
 24小時防止自殺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2222
生命熱線：2382-0000
撒瑪利亞會：2896-0000
 醫院管理局24小時精神科熱線：2466-7350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2777-8899

Mon-Sat: 14:00-02:00

 香港小童群益會童心線： 2520-6800

Mon-Fri: 10:00-12:00; 14:00-16:00; 17:30-19:30

Sat: 10:00-12:0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輔導熱線：2731-6227

Mon-Sat: 10:00-22:00

Sun: 14: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