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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衡鑑自殺衡鑑

邱淑姃

自殺依其動機與行為區分成四類:
第一種稱為「無助型自殺」:

個案對生命充滿矛盾，時常感到無助有壓力，情緒憂鬱之外，還可能
帶有生氣 罪惡 害怕 害羞 孤寂 憤怒等心情 並覺得自己已經帶有生氣、罪惡、害怕、害羞、孤寂、憤怒等心情，並覺得自己已經
無望，也無力改變一切，對未來更加不確定與不舒服感。

第二種稱為「精神症自殺」:

個案常因為幻聽或妄念指使而自殺，例如，精神分裂症自殺比例就相
當高；而且除了症狀干擾導致自殺行為之外，個案還可能因為承受不
了長期治療，對未來悲觀、失去信心而選擇不歸路。

第三種稱為「理性自殺」:

個案最常見於癌症病患，在長期症狀或化療引起的劇烈疼痛下，常做
出因免除疼痛結束生命的決定。

第四種稱為「做作型自殺」:

個案常為操控關係、想引起注意或報復他人而做出自傷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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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種型態有可能會重疊出現在同
一個人身上。
上述之區分，

目的是讓助人者可以
辨別與預測不同動機的個案他們的處
境脈絡是不同的，而反映出個案的問境脈絡是不同的，而反映出個案的問

題不同

自殺晤談衡鑑的五項重要評估程序，即：

一 衡鑑個案的憂鬱程度；一、衡鑑個案的憂鬱程度；

二、探索自殺意念；

三、衡鑑自殺計畫；

四、衡鑑個案對自殺意圖的自我控制與過去歷史；

五、衡鑑自殺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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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衡鑑個案的憂鬱程度；

衡鑑者可以評估：

（一）個案的無望感；（一）個案的無望感；

（二）無助感及個人感覺無法改變現況的程度；

（三）無價值感；

（四）罪惡感的強度。

以上四點皆可以請個案從0 至10 評定感覺強度，
越強表示憂鬱程度越高
以上想法已經多久了 頻率如何？每次想法與感以上想法已經多久了、頻率如何？每次想法與感
受的干擾有多強?
使用開放式問話，引導個案以瞭解具體憂鬱的內
容，例如：問特定清楚的問題，一方面讓個案有
機會澄清自己問題並非概括性、穩定性、不可控
制性的，一方面可以使評估者具體而微的瞭解個
案自殺意圖之嚴重度。案自殺意圖之嚴重度
此外，在評估憂鬱強度時，應注意或察覺個案在
描述憂鬱的情緒有何不同，敏感這些個案的描述，
它可能是反映個案憂鬱的面貌，例如，讓個案說
一說現在的心情調色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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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經由個案目前的生活細節著手，例如:
對過去感興趣之事失去興趣，退出活動等也是重要
的憂鬱指標。接下來亦可以詢問個案最近身體的改
變（如睡眠型態、體重減輕、性活動減少、心理動變（如睡眠型態 體重減輕 性活動減少 心理動
作遲緩、激躁不安）、認知思考是否變慢、記憶下
降、無法專注、困難作決定、無法解決問題也是憂
鬱指標。最後，謹記注意個案容易在焦慮提高、激
躁、生氣憤怒時較有能量與動機做出自殺嘗試，所
以應觀察個案有沒有因為一些事件引起上述反應。

而心理測驗（如貝克憂鬱量表－BDI，無望感量表，
自殺危險程度量表等）在有機會與時間下進

行施測，也可做為參考。

簡式健康量表
(衛生署自殺防治中心李明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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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索自殺意念

當個案說：我不想活了，我活得好痛苦，活著比
什麼都不如，我再沒有活下去的理由了。這些述什麼都不如 我再沒有活下去的理由了 這些述
說都顯示出個案已經有厭世念頭，但是到底一個
個案厭世意念有多深?如何對失去生命熱誠者做進
一步評估？首

先強調一定要與個案他們共同一起合作，積極認
清他們認知與自動化思想，並提示個案改變的可
能性，增加個案希望。能性，增加個案希望。

Flanagan & Flanagan(1999)則提醒助人者評估個
案自殺意念時，需要使用更直接且鎮定的口吻、
態度詢問，並同理瞭解他目前的感受與想法

三、衡鑑自殺計畫

大部分個案願意提供自殺的部分細節，助人者可以溫和地
詢問：

你提到有時會出現死的念頭，那時你曾想過要如何做嗎？

此時助人者應區辨有些個案是有意念,只是提到但還未曾
想過自殺計畫，或個案可能已有清楚的計畫。

如果個案並未有計畫時，助人者就可以請個案談談自己想如果個案並未有計畫時 助人者就可以請個案談談自己想
活下去的理由（如為孩子、宗教、害怕或其他活下的理由）

如果個案想到自殺且已有跡象與具體計畫，助人者就需要
審慎地檢視其曾想過的自殺可能方法，並詢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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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的特定內容細節

助人者宜留意越細節的行動計畫危險性就越高，
此時助人者要讓個案覺得被接納與瞭解過程對個此時助人者要讓個案覺得被接納與瞭解過程對個
案的意義與承擔。

(二) 使用方法的致命性

助人者應馬上評估其危險與致命程度，致命嚴重
度指的是其採取之方法，使個案完成自殺的速度度指的是其採取之方法，使個案完成自殺的速度
越快越危險；而助人者可具體詢問，個案想到方
法後，是否已有途徑，如藥物取得、決定割腕部
位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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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正執行自殺計畫的可能性評估

助人者需檢視個案自殺行為的立即性 時間越接助人者需檢視個案自殺行為的立即性，時間越接
近現實，危機就越嚴重，越需要緊急危機處理，
包括住院治療。

(四) 最近的社會或求助資源

如何取得相關支持資源 並提供個案可在危機時如何取得相關支持資源，並提供個案可在危機時
最快最近取得資源的聯絡方式，甚至安排個案身
邊24 小時有人陪伴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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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衡鑑個案對自殺意圖的自我控制與
過去歷史

當個案出現自殺意圖時的心境是矛盾的，個案大部分害怕
自己無法控制而做出自殺行動。所以，助人者可以主動積自己無法控制而做出自殺行動 所以 助人者可以主動積
極同理個案：

有時候你是否感到害怕自己在低潮時，可能無法控制自己
而自殺？

個案如果回答真的害怕失去控制時，助人者可以很小心的
並認真嚴肅評估是否需要住院協助控制自殺企圖，或者需
要取得個案外在資源來協助個案，以防範不可控制的自殺
行為發生行為發生。

確定個案可自我控制後才能消除預防與危機處理。此外，
別忘了在此時瞭解個案以前是否曾有自殺傾向紀錄，並詢
問什麼因素使個案免於失去自我控制，而未做出自傷的行
為，藉以喚起個案求生的意念與可控制感。

個 案：我常在夜晚來臨時會感到害怕，怕自
己失去控制做出己失去控制做出……

助人者：你討厭半夜…
個 案：是…我想到孩子，想到他們早上起床

叫不醒我的景象，我就叫自己停止想
下去，並告訴自己我不能讓事情發生。

助人者：聽起來晚上的時間是很難熬的一段時
間。在深夜裡，特別是半夜讓你感到
更害怕，怕失去控制而自殺，但是到
目前你仍可以克制自己不讓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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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案情緒緩和下來後，可以讓個案說出或強化願
意活下去的有利理由，

而且不可忽視它們的力量，它們是可以和緩個案的
自殺意圖。藉由從個案歷史瞭解他或她是否有衝動
控制之問題（如常爆發言語衝突；身體情緒激動），
或是極端在情感上過度壓抑，都可能在不尋常時間

中失去控制 助人者都要有所警覺中失去控制，助人者都要有所警覺。
此外也需注意個案是否在過去經驗中，有親人朋友
自殺，大多數自殺傾向者有經歷過親友的自殺，且
親友當年自殺致命性越高，現在個案的危機度也越

強。

助人者需評估個案做出自殺行動的意圖到底有多強，衡鑑
者需要敏感到誰的說詞如:個案，同儕，家人的說法與描

五、衡鑑自殺意圖。

者需要敏感到誰的說詞如:個案 同儕 家人的說法與描
述如何，經由多面資訊且不放過個案曾說過的或利用某些
方式透露與自殺有關的線索，瞭解個案是否有自我毀滅的
行為。

許多專家都強調，個案只要有自殺意圖，在其行為
（behavior）、情感(affect)、感覺(sensation)、自我
意象(self-image)、認知內容(cognition)、人際意象(self image) 認知內容(cognition) 人際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否有醫療及藥物使用
等問題(drug)（簡稱BASICID）上都可能留有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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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在 即沒有自殺意念或計畫

評估自殺意圖參考，分五等級：

(一) 存在：即沒有自殺意念或計畫；
(二) 輕 度：有自殺意念但沒有具體計畫；
(三) 中 度：有自殺意念且有一般性計畫，

但能自我控制知道活下去的理由。
(四) 重 度：自殺意念強烈且經常出現

並有具體計畫；並有具體計畫；
(五) 極重度：除重度問題外，

個案清楚表達自殺意圖，
並覺得越快結束生命越好。

如果強度在4 或5 助人者應求助團隊合作模式如果強度在4 或5，助人者應求助團隊合作模式，
從家屬、學校或工作場所、

醫院、助人有關機構，共同協助個案度過危機。
最後Flanagan & Flanagan(1999)提供一自殺衡鑑

的檢核表，作為助人者的
自評依據，以避免忽視各細節資料的收集。自評依據 以避免忽視各細節資料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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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之危機程度

評估向度 危機程度低 危機程度中 危機程度高

一、自殺念頭出現頻率 □沒有或一閃即過 □偶而出現 □常常且持續一段時間

二、自殺計畫

1. 細節 □模糊、沒有什麼特別
的計畫

□有些特定計畫 □有完整之想法，清楚
訂出何時、何地、用何方法

1. 工具的取得 □尚未有 □容易取得 □手邊即有

自殺衡鑑

1. 時間 □未來非特定時間 □幾小時內 □馬上

1. 方式的致命性 □服藥丸、割腕 □藥物、酒精、一氧化碳、撞車 □手槍、上吊、跳樓

1. 獲救機會在旁 □大多數時間均有人在旁 □如果求救會有人來 □沒有人在附近

三、先前的自殺企圖 □沒有或一個非致命性的 □有許多低致命性或一個中度致命性，有
重複之徵兆

□有一高度致命性或許多中度致命性的

四、環境壓力 □沒有明顯的壓力 □對環境改變或失去某些人或物有中度反
應

□對環境改變或失去某些人或物有強烈反
應

五、徵兆

1. 對日常生活之處理 □可維持一般正常生活 □有些日常生活停止飲食、睡眠及課業受
到影響

□日常生活廣泛受到影響

1. 憂鬱程度 □輕度之情緒低落 □中度之情緒低落。有悲傷、受困擾、或
孤獨感產生，且活動量降低

□受到無希望感、悲傷、及無價值感之打
擊，而產生退縮或爆發性攻擊行為

六、支持資源 □可獲得家人與朋友幫助 □家庭或朋友可幫助，但非持續性的 □家庭、朋友採敵視、重傷或不管之態度

七、溝通方式 □直接表達自殺之感覺及意圖 □表現出人際間的自殺目的，如：我會死
給他們看、他們會因我的死感到抱歉

□內心的自殺目標（如：有罪惡感、無價
值感），很不直接或根本沒有表達

八、生活形態 □尚有穩定的人際關係、人格表現及學業
表現

□有藥物濫用或衝動性之自殘行為 □有自殘行為，人際相處困難

九、健康狀況 □沒有特別的健康問題 □有反應性、突發性短暫的精神或生理疾
病

□有慢性、逐漸衰退性的疾病或急性之大
病

1.取得個案信賴告知並請個案同意（informed 
consent），保密性原則在自殺意圖強烈時，助人consent） 保密性原則在自殺意圖強烈時 助人
者可能通知重要相關人員以及可能會作的處理。

2.是否已進行過：危險因子評估，如自殺衡鑑評
量工具或問卷使用，評估個案想法、計畫、自我
控制及意圖。

3.相關個案過去歷史訊息（包括親友自殺歷史）。

取得個案過去治療記錄4.取得個案過去治療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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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詢問兩個以上有資歷經驗的專業人員，
以確認自我的評估。

6.與個案約定契約，有自殺意圖時如何尋
求資源，並與助人者聯繫或是助人者可
主動介入的方式。

7.確認個案在緊急時有危機處理機構的電
話或管道話或管道

8.高自殺危險對象可以在24 小時內有合
適且權威人士的接觸或聯絡。

1.我 同意從現在到下次晤談，也就是從
到 這段期間，不傷害自己，

也不企圖傷害自己。
2 我同意我會讓自己有足夠的睡眠以及良好的飲食

不自殺契約

2.我同意我會讓自己有足夠的睡眠以及良好的飲食。
3.我同意遠離那些我可能會拿來傷害自己的東西，如剪刀和
藥丸。

4.我同意當我覺得不太好，我覺得可能會傷害自己的時候，
我會立刻聯絡:
我的輔導老師 ，電話是 ，
或者自殺防治中心，電話是 。或者自殺防治中心，電話是 。

5.我同意以上條件是我和輔導老師 的諮商契約的
一部份。
簽名：
見證者：
日期：

台中市生命線台中市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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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衡鑑之外，助人者能溫暖、支持、能勝任的、
理性的與個案建立與維繫合作的工作同盟關係，理性的與個案建立與維繫合作的工作同盟關係，
並立即危機處理進入個案內在的真實狀態，提供
支持以便讓他們能有效因應危機。而針對個案缺
少力量的障礙，增加個案的力量在危機處理中也
相當重要，幫助個案認清他們有能力增加自我力
量的包括工作的力量、可以主掌自我生活的力量

面對環境挑戰以及對家庭改變的力量，我們不一
定能改變客觀現實，但是能在現實下做不同於現

結語

定能改變客觀現實，但是能在現實下做不同於現
在生活的新選擇，引導個案積極找尋新的因應策
略，克服改變的停滯，瞭解什麼會干擾改變，覺
察個人對改變的想法與了解，清楚逃避改變與嘗
試改變的優劣與得失，新的目標與願景將能讓個
案更積極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