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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二、自殺要不要預防

當不幸事件發生後…當不幸事件發生後 .

• 問題一 他為什麼要自殺 ?

• 問題二 誰要為他的死負責 ?

• 問題三 他的死影響了誰 ?

一個人自殺了一個人自殺了,,受影響的絕對不只有他自己受影響的絕對不只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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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要預防，因為..

• 宗教、道德上的爭論

• 存活親友的痛苦

• 自殺者本身的矛盾

• 我們相信

--痛苦可以被理解，困難需要被幫忙，
自殺不能被合理化

宗教對自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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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對自殺的看法..

1 生命是神聖的 因為生命來自於神的創造，1.生命是神聖的──因為生命來自於神的創造，
人是按神的形像與樣式造的。因此有人主張，
自殺就是毀壞神的創造。

2.生命的主權在神，而非人類──傳道書三：1-2
提到『凡事都有定期，天下萬物都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可見，人何時生在世上，
何時離開世界，主權乃在於給人生命的上帝。何時離開世界 主權乃在於給人生命的上帝

佛教對自殺的看法

一、敬禮本師釋迦牟尼佛：
自殺是大罪（即非常重的殺戒），只會墮落
（三惡道）。

二、在金剛乘裡： 自殺乃是最大的禁忌。其罪與殺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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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對親友的影響

作家—黃春明寫給兒子的一封信

國峻，我知道你不回來吃晚飯，我就先吃了，
媽媽總是說等一下，等久了，她就不吃了，
那包米吃了好久了，還是那麼多，還多了一些象鼻蟲。

媽媽知道你不回來吃飯，她就不想燒飯了，
她和大同電鍋也都忘了，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
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來就是為你燒飯的，
現在你不回來吃飯，媽媽什麼事都沒了，
媽媽什麼事都不想做，連吃飯也不想。

國峻，一年了，你都沒有回來吃飯，
我在家炒過幾次米粉請你的好友，
來了一些你的好友 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來了一些你的好友，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
他也不回家吃飯了。

我們知道你不回來吃飯；就沒有等你，也故意不談你，
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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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的女兒

關中親書祭愛女文
字字都是心痛

關中說:

「如果能換回妳的復生，我寧願哭死。

妳願給我這個機會嗎？

妳會可憐爸爸這一卑微的請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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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殯儀館看到你的遺體，
我怎敢相信，

那就是我的女兒，
我的心肝寶貝有血有肉，

有活力有靈氣，有活力有靈氣，
如今居然已毫無動靜，

如今已默默無言，34年來，我從未想像過我的
女兒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喊妳--妳不應；我摸妳—妳不理。
妳僵硬的身體似乎展示著妳的

不屈不撓；不屈不撓
妳緊閉的雙唇，

似乎告訴我妳有難言之痛。」

「妳說我是妳生命中的保險箱，有了這個老爸，
不僅無後顧之憂，而且給妳保了終身平安險。」

「天啊！這次為什麼妳沒有讓爸爸救妳呢？
妳忘記我了嗎？妳不再相信我了嗎？妳忘記我了嗎？妳不再相信我了嗎？」

「你付出太多，投入太深，多到深到在發生變化時，
妳也無力回頭。」

「天啊！什麼魔鬼附了妳的身，把一個豪情壯志的
奇女子，摧殘到幾乎粉身碎骨的絕境。」奇女子，摧殘到幾乎粉身碎骨的絕境。」

「我的心肝寶貝，爸爸從沒有讓妳失望過，
妳卻一次就讓我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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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辦？

三、自殺者可能在你身邊

我該怎麼辦？

• 自殺危機之辨識及緊急處理方法

自我獨處時

觸景傷情時

認清自殺念頭的關鍵時刻

觸景傷情時

意氣用事時—青少年容易發生

情緒低潮時

季節交替時—注意憂鬱症患者

逢年過節時 注意獨居者逢年過節時—注意獨居者

夜深人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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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躁 能量高 自助助人

焦慮 樂觀進取

情緒檢視

憤怒 高興

心情不好 心情好

敏感

憂鬱 心平氣和

絕望 能量低 平靜自在

都有可能自殺！

初期
警訊

生物因素：身體多病 心情激動

依附關係缺乏：家庭破碎、家庭功能不良，缺乏同儕

團體，缺乏學校和社區的聯繫

自殺行為警訊略表

警訊
缺乏生活能力：缺乏個人成長、人際交往和學業能力

缺乏生活意義：缺乏社會基本價值觀，漠視他人感受

中期
警訊

憂鬱（伴隨自殺念頭或行為）

藥物濫用：酗酒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

末期
警訊

行為失調

生活混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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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殺預防危機處理模式

Robert Goulding (1997)的危機處理模式：Robert Goulding (1997) 的危機處理模式
1.診斷安全性。
2. 處理情緒。
3.建立關係。
4.界定主要問題。
5.探索替代解決方案。
6.發展正向行動計劃。
7.鼓勵實際執行。
8.評估改善及繼續執行並追蹤關懷。

自殺危機處理的程序

1.與求助者建立和睦融洽(Rapport)的關係
A.聆聽 瞭解 B.接納 關懷A.聆聽 瞭解 B.接納 關懷

2.把問題濃縮摘要(Summarizing)找出困擾根源
A.反映 B.調整

3. 積極支持(Support)當事人克服問題
A.摘要困擾重點
B.列出可能幫助來源
C.請當事人自己抉擇
D 鼓勵當事人付諸行動(Action)D.鼓勵當事人付諸行動(Action)       
E.評估和繼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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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個案電話的危機處理

1.建立協談關係

2 瞭解其企圖2.瞭解其企圖

3.讓其說明目前的困境

4.瞭解其背景

5.精神狀態評估

6.指出其目前困境

7 尋求援助方式及支持7.尋求援助方式及支持

8.住院或轉介

如何與企圖自殺者對話

1.接納個案的感受，避免責備怪罪。

2.多同理個案的心情。

3.多瞭解，降低其孤立感。

4.誠懇而直接的問問題。

5.抒解情緒及摘要談話內容重點。

6.鼓勵個案選擇有希望的機會。

7.支持正向、建設性的活動。



2013/10/8

12

不要做

1.不要恐慌

2.不要低估情況

3.不要單獨一人應對

4.不要過多懷疑耽誤時機

5 不讓有自殺傾向者孤單獨處5.不讓有自殺傾向者孤單獨處

五、自殺危機處理

生命守護123

-『1問、2應、3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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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防治123步驟—就像CPR

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1問

2應

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

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

3轉介 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

生命守護 1--『 問』

• 間接問法
- 你最近是不是感到不快樂？

（不快樂到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 你是否曾經希望睡一覺並且不要再醒來？

• 直接問法
- 你是否有想到要自殺呢？

• 請不要這樣問• 請不要這樣問
- 你該不會想要自殺吧？

- 不要跟我說你想自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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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詢問的提醒：

• 一感到懷疑，立即詢問
– 如當事人不願接受幫助或不願談論，請堅持下去– 如當事人不願接受幫助或不願談論，請堅持下去

– 在隱密的地方談

– 讓當事人放心自在的說，不要打斷他

– 為這個談話撥出一段空檔，傾聽可以救人一命

– 擁有任一有助於此的便利資源，諮詢機構、電話

要有“這可能是唯一一次介入幫助的機會＂的認知– 要有“這可能是唯一一次介入幫助的機會＂的認知

生命守護 2 --『回應』

一旦自殺意圖的風險變的明確，

即時的任務隨即轉變為- 說服當事人

積極地延續生命。

時機是決定成功的重要因素。

勸說成功在於減少當事人覺得

“被遺棄＂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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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回應』

如何勸說當事人繼續活下去並且接受幫助

- 積極、專注的傾聽當事人遭遇的問題

- “自殺＂本身並不是個問題，而是當事人用

來解決他所遭遇的無解的問題

- 不要急著評斷（當事人的遭遇、處境或想法）

- 提供當事人任何形式的“希望＂

- 再接著詢問他：是否願意尋求協助？

（你是否願意答應在找到任何協助之前，

不要結束你的生命？）

生命守護3 —『轉介

自殺者通常認為自己無法得到任何的幫助，因此
你必須要做得更多你必須要做得更多。

• 最佳轉介方式：直接帶領著當事人去得到幫助
（機構、醫療院所、任何專業的協助）

• 次佳的轉介方式：得到當事人的承諾-願意接受
幫助，並協助安排或預約專業的協助。

• 再其次的轉介方式：提供關於諮詢或專業協助的• 再其次的轉介方式：提供關於諮詢或專業協助的
資訊（機構名稱、電話…等），並試著得到當事
人的承諾-不會企圖自殺，並在未來的某個時候
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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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自殺評估與處遇流程 實務篇

1.不要急著跟個案說「不要自殺」

2.建立關係

自殺的評估

2.建立關係

3.行為的評估(自殺的企圖與意念強度)

4.是否有潛藏的疾病

5.評估個案與家庭背景或其他支持系統

6.促發的因子

7.目前的精神狀況與對自殺態度（自殺可能是解除自己痛苦）

8 重複自殺的危險或是與他人溝通方式(重複性自殺)8.重複自殺的危險或是與他人溝通方式(重複性自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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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殺意念危險程度評估(一)

輕 中 重

自殺計劃 模糊、無特別的計劃 有特定計劃
有完整的計劃並清楚的
定出時間地點

自殺方式
的致命性

較低
如：服藥丸、割腕……

中度
如：藥物、酒精、一氧

化碳、撞車…

方法較具致命性
如：手槍、上吊、跳樓

是否表達
自殺意圖

直接表達
直接表達並闡述其自殺

的目的
不直接或根本不表達

環境壓力 低 中 大

情緒狀態 輕度憂鬱現象
中度情緒低落、活動量
降低、常感到孤獨

感到悲傷無希望

生活型態
尚有穩定的人際關係仍
可維持一般的正常生活

飲食睡眠受到影響
有藥物濫用及衝突性的

自殘行為

人際關係淡漠、日常生
活廣泛的受到影響

健康狀態 無特別的健康問題
有突發或短暫的生理或

精神疾病
急性的大病、慢性或衰

退性的疾病

自殺意念危險程度評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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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殺評估可以問?

□ 自殺意念出現的頻率?

□ 出現自殺意念多久了?

□ 如曾嘗試自殺，是猶豫不決，或立刻執行?

□ 曾尋求幫助嗎?

□ 自殺行為或計劃之致命性?

□ 自殺計劃的具體性?

□ 目前自殺計劃進行到什麼狀況?

□ 是否曾想到他人的感受?□ 是否曾想到他人的感受?

□ 是否覺得死後週遭的事物會因此改變，或者自己

就像漣漪般消逝。

自自殺評估可以問?

□ 什麼是支持個案自殺的理由，亦即自殺是如何被

合理化。合理化

□ 想過用什麼方式自殺嗎？手槍？上吊？割脕？

跳樓？投水？ 服毒？開瓦斯？吸廢氣？

□ 自殺前做了什麼事？打電話？留遺書？交待後事？

想找誰說再見？是否有未了的心願？放心不

下誰？恨誰？怨誰？對不起誰？牽掛誰？

□ 為何沒有執行或終止自殺行為？

□ 事後對自殺經驗的省思、勇敢或衝動；明智或愚

蠢；解脫或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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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少痛苦就可以減少當下自殺的危險性
2.不要一直面質個案的想法，相反地，同理他的痛苦。
3.持續評估致命性
4.收集獲救資料

危機處理：減少痛苦減少自殺可能性

4.收集獲救資料
位置
可聯絡的人
被發現的可能性
接近性

5.指導性
6.延長協談時間
7 黑貓白貓會捉老鼠都是好貓7.黑貓白貓會捉老鼠都是好貓
8.找問題解決的方法
9.擴大個案認知限制
10.團體合作
11.讓個案有事做 (activity)
12.與個案訂定不自殺契約或下次再聯絡的時間

自殺危機中不要做的事

• 不要責備或羞辱

• 不要被嚇到了• 不要被嚇到了

• 不要否認方想要自殺的真實感受

• 不要想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敷衍的態度，
縮小對方的問題。

• 不要論斷自殺是對還是錯

• 不要嘗試替他作心理分析，或解釋他的行為• 不要嘗試替他作心理分析，或解釋他的行為

• 不要爭論或辯論

• 不要用激將法挑釁當事人去自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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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態度很重要！

自殺的問題不是單一個人能解決• 自殺的問題不是單一個人能解決，

必需要有相關專業人員、家人、朋友
及醫療人員通力合作

• 自殺問題需要有各種專業間的合作及
建立確實的通報網路建立確實的通報網路

臺中市衛生局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七、通報機構

臺中市衛生局心理衛生中心委託本會協助夜間協談
1.服務日期：102年1月1日至102年12月31止
2.服務時間：下午5點30分至隔日早上8點30分
本會承接「電話協談」，不受理警察局、消防局、學校、醫院
等自殺通報行政處理。

『自殺通報單』傳真至「04-25155157」，
此為心理衛生中心傳真，社區心理衛生中心24小時網路連線專
人處理，或請來電者隔天去電至04-25155148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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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自殺防治相關資源介紹八、自殺防治相關資源介紹

精神醫療責任醫院

大台中地區精神科醫療機構一覽表

醫院名稱 住 址 區域

衛生福利部台中醫院 中市三民路一段199號 西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中市中港路三段160號 西屯區

靜和醫院 中市南屯路一段156號 南屯區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 中市建國北路一段110號 南區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中市育德路75號 北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 中市太平區中山路二段348號 太平區

童綜合醫院 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梧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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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醫療責任醫院

大台中地區精神科醫療機構一覽表

醫院名稱 住 址 區域

光田綜合醫院 中市沙鹿區沙田路117號 沙鹿區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 中市豐原市安康路100號 豐原區

維新醫院 中市北區育德路185號 北區

清海醫院 中市石崗區下坑巷41之2號 石崗區

陽光精神科醫院 中市清水鎮吳厝里東山路68–1號 清水區

清濱醫院 中市清水區港埠路四段195號 清水區清濱醫院 中市清水區港埠路四段195號 清水區

防治自殺
中市衛生局設14處免費諮詢站

可撥打專線： 『25155148』預約，
由專業心理諮商師輔導，
民眾也可為親友來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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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心理諮詢輔導

行政院衛生署安心專線(免付費)行政院衛生署安心專線(免付費)
0800-788-995(0800-請幫幫-救救我)
服務時段：24小時
民間心理諮商輔導資源
生命線：1995(要救救我)
服務時段：24小時
張老師：1980(依舊幫您)
服務時段：13:30-17:00

18:00-21:00

台中市生命線服務項目

• 1995電話協談

共開設3線，24小時暢通共開設3線，24小時暢通

• 面談 社工師、心理師提供服務

採預約制

• E-MAIL：

生命網址：www.tc1995.org.tw

電子郵件信箱：t ll9595@ 14 hi t t電子郵件信箱：tcll9595@ms14.hinet.net.

• 心理危機事件處遇

自殺未遂關懷訪視、自殺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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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地生命線

如果我能防止一顆心破碎
我的存在就不是枉然

如果我能安慰一個痛苦的生命如果我能安慰一個痛苦的生命
或者減輕一個傷痛

或者幫助一隻昏厥的知更鳥
再回到牠的鳥巢

我的存在就不是枉然。
艾蜜莉 狄瑾蓀 Emily Dickinson艾蜜莉 狄瑾蓀 Emily Dickinson 

( 1830-1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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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尊敬：
每一個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每一個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 我們相信：

• 生命因自助而壯大，因互助而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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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sytopic.com

九、結論

自殺通常不是一種臨時起意的行為，自殺通常不是一種臨時起意的行為，

從出現自殺意念、從出現自殺意念、從出現自殺意念從出現自殺意念

企圖自殺到自殺行動，企圖自殺到自殺行動，

往往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往往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

所以及早察覺與防範，所以及早察覺與防範，

自殺是可以預防的。自殺是可以預防的。
只要多一份關心

就可以挽回寶貴的生命就可以挽回寶貴的生命

只要有人願意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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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