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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的藝術
傾談、聆聽及減少 
認為自殺是 
一種恥辱的指引。

	 	 在蘇格蘭防止自殺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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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格蘭，我們認識到公開談論自殺可以減低自殺的
恥辱感，這種恥辱感使許多人不去尋求幫助，或談論
他們的感受。

通過談話的藝術這種方法，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點。
只需問一下有困擾的人他們的困擾是什麼，這樣就可
以帶來正面的變化。

傾談、聆聽、			挽救生命。 



自殺：一些迷思

  談及他們有自殺念頭的人可能也會企圖自殺。有很
多完成自殺的人曾經在死亡前數星期內對人談及他
們想自殺。在這些情況下聆聽及支援別人可以挽救
生命。

  大部份考慮自殺的人並不想死去；他們想結束他們
正忍受着的痛苦。雖然有些時候沒有人能夠預料到
自殺會發生，但在很多情況下，如果有適當的幫助
或支援提供給別人，而他們亦願意接受這些幫助，
悲劇收場是可以扭轉的。

  對自殺作認真的討論不會形成或增加風險；它可以
幫助減低風險。要確定自殺的可能性，最好的方法
是直接詢問。坦率地聆聽或討論別人的自殺念頭可
以給他們帶來寬慰，而且可能是防止即時自殺危險
的關鍵。

如果有人想結束他
們的生命，他們就
會去做，而不論何

人對此都無能為。

談及自殺或問人是
否有意自殺會鼓勵
自殺的企圖。

談及自殺的人，從
來不會企圖或完成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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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群體、亞文化群或年齡是特別和自殺有關連
的。雖然有些群體的風險好像有所增加，自殺可以
影響所有年齡及不同性別和文化的人。有很多人在
某些時候心中曾經掠過自殺的念頭。自殺的人沒有
一種「類型」，而且雖然可能有警報跡象，但它們
不一定會被留意到。雖然那些以前曾企圖自殺的人
完成自殺的風險可能增加，但如果有適當的幫助和
支援，人們也是可以繼續活下去的。

有些人時常都有自
殺的傾向。

  以前曾企圖自殺過一次的人，再這樣做的風險更
高。他們需要受到認真的對待，及獲得支援和幫助
以安全地解除他們自殺的念頭和行為。

  通常當抑鬱好轉，或當一個人在經歷一段動盪的日
子後表現平靜時，自殺風險可以是最高的。這是因
為當作出企圖自殺的決定後，人們可能覺得已找到
解決的方法，儘管這是非常絕望的決定。

如果一個人以前曾
企圖自殺，他們不
會真的這樣做。

當一個人表現出感
覺好轉的跡象，危
險便已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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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實

自殺率傾向於隨著時間轉變而浮動，而且雖然它們已開始下
降，但仍屬於高。積極的工作仍須要繼續下去，因為：

在蘇格蘭，每天
大概有兩個人因
為自殺死亡

大概四份之三的自
殺是男性進行的

生活在蘇格蘭最
貧困地區的人，
自殺風險是蘇格
蘭平均數字的兩
倍。

近一半自殺死
亡的人年齡是
35-54歲

資料來源：蘇格蘭自殺資料數據庫報告	（Scottish Suicide Information Database Report 2014 - ScotSID 2014年8月)4

66%因自殺而
死的人都是有
工作的



 

•   他們會談到想死和看不到活着的意
義，或脫離他們身處的情況的方
法。他們可能說感到自己身陷羅
網。

•  他們承受過壓力沉重的生活上的痛
苦事件或經歷過重大的損失，看來
不能應付。

•  他們把所擁有珍視的物品送人。

•  他們開始處理好一些事，例如安排
遺囑、寵物的照料或對孩子的照
顧。

•  他們的行為、外表或情緒出現明
顯的變化；他們可能看來心煩意
亂、悲哀、冷淡或注意力不集中。
同時，請留意突然的情緒好轉或平
靜，因為有時這可能是因為當事人
覺得他們已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儘管這是非常極端的方法。

•  他們以前曾企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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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跡象，給予幫助 
如果你懷疑有人可能想自殺，請詢問他們	– 這可能會挽救他們
的性命。

大部份考慮自殺的人會嘗試讓別人知道。有幾種跡象須要留意。給予幫助的關鍵是留意
警報跡象和知道應該怎樣施以援手。每個人都不相同，所以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跡象很
少或完全沒有顯露出來。

		你認識的人可能有自殺風險的常見跡象：



Ask

你可以給予幫助。提高警覺	(Alert) 

Encourage   鼓勵他們去求助。

Listen    讓他們知道你的關心。

Right   就在此時此刻。

Tell    請告訴別人。

	 詢問他們是否正想着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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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應本着希望進一步求助以保障那個人的安全。你或許覺
得自己再作進一步協助已是力有不逮，但外面還有可以協助
的人。鼓勵那個人預約家庭醫生（GP），或致電	Breathing 
Space 或 Samaritans。Breathing Space 能夠告訴你哪裡可獲得
本地和國家的其他援助。

你可能會害怕提起自殺這個問題，覺得會把這種想法放進他們
的腦海裏。這是不真確的。請不要為提起這個問題感到猶豫，
應以關心和支持的態度坦率地去做。

請讓別人說出他們的感受，並且小心聆聽他們要說的話。嘗試
不要對他們下判斷，與其認為他們的想法是「傻」的而不予理
會，不如嘗試瞭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讓他們知道你
的關心。

如果那個人已有立即自殺的計劃而且打算進行，請勿置他
們於不理。請立即求助，可致電醫生、999或本地的急難支
援服務（查閱電話簿，Yellow Pages （黃頁）	或 Thomson 
Directory），或以下的任何一條求助熱線。

永不要答應保守秘密。處理自殺問題可以是困難的，你無法
一個人做。找別人談談你自己的感受。

求助熱線：
Samaritans  
08457 90 90 90

Breathing Space  
0800 83 85 87

（星期一至四：下午
6時至凌晨2時，星期
五下午6時至星期一
早上6時）

	 詢問他們是否正想着自殺。



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想談。有時候他們想
談，而我們卻不知道。當他們開始談話
時，我們往往不知道怎樣回應。如果問
題真的很糟，我們可以說些什麼？

每次情況都不同，沒有一定的答案。但
這裏有些建議，可以幫助你在困難、充
滿挑戰的情況下展開談話。開始談話是
成功的重要條件。當別人知道他們可以
自由地傾訴，他們很有可能會把問題說
出來。

你怎麼知道發生了問題？

我們很多人寧願不談自己的問題。需要
人幫助可能被視為軟弱。但如果朋友或
我們所愛的人不願告訴我們有些事正困
擾着他們，我們又怎能知道？

展開困難的談話

與朋友或你所愛的人傾談他們的問題

一向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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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人們會試探性地發出一些訊號。如
果我們知道要留意什麼，那些跡象很多時候
是存在的。以下是人們表示他們需要人幫助
的一些訊號：

• 	以嚴肅或開玩笑的口吻貶低自己，例如
說：「啊，沒有人愛我」或「我只是白
佔地方。」

• 	不理會自己的外表打扮。

• 	正在濫用藥物和/或酒精以尋求安慰。

• 	睡眠和/或進食的習慣出現改變。

• 	反常地笨拙或易於發生意外。

• 	說些情緒激動話，例如：「我所經歷
的，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或「上天把
我弄到這個田地。」

一	些處理困難談話的方法：

如果你表現得寬容、機敏和溫柔， 
別人願意傾聽的機會會較高。有用的 
句子包括：「我有什麼可以做的嗎？」， 
「我們去喝杯咖啡談談這件事好 
嗎？」，「我有點擔心你的情況」， 
「你沒事吧？」和「我希望能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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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講	– 要發問。

或許你覺得你不知道怎樣幫助別
人，因為你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話。但你不必告訴別人他們應該怎
樣做。

最好的幫助方法是發問。這樣，你
讓別人能控制情況。當你發問時，
和你交談的人會自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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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全都有效地叫和你交談的人誠實地審視他們面對的難題。需要迴避的問題只
有「為什麼？」- 這聽來可能有挑戰的意味，使對方處於防禦的地位。

你需要做的只是開始談話，以便提出這些問題。沒有人期望你會知道答案。你不知道
答案並不等於你不幫忙。

求助

請看一下第15頁的「有用的聯絡資料及資源」部份以獲取更多關於可獲提供的協助和
支援的資訊。

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 
知道的？」

什麼  
「還發生了 
什麼事？」

怎樣  
「那你覺 
得怎樣？」

這裏有些發問
的問題可以把
談話引導到有
用之處：哪裡

「在哪裡發 
生的？	」



怎樣做一個好的
聆聽者
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難以把困擾自己的
問題宣之於口的情況。那是困難、痛苦
或只是令人尷尬的情況，使我們覺得不
可能告訴別人。

試想像你有一個親密的朋友需要把一些 
困難的事從內心宣洩出來。你怎樣才能 
令他們暢所欲言？

主動聆聽是一種聆聽的方法，幫助別人
能夠把他們的問題一一說出，不論他們
覺得怎樣難於啟齒。這聽來是個奇怪的
想法。我們假定我們聆聽時，我們實在
什麼也沒有做。可是，事情並不一定是
這樣的。

在主動聆聽時，雖然你會說一些話，其
實你在擔當傳聲板的角色。你所說的話
不會影響別人要說的話。它只是幫助他
們把話說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一些導致談話中斷 
的話，如「我正好明白你的感受」或 
「試試不要為它煩惱吧。」雖然這些話
的用意是好的，但卻不能鼓勵和你交談
的人繼續說下去。它們反而會結束了對
方剛才所說的話。在主動聆聽時，你可
以避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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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聆聽有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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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問一些只需要答覆是或不是的問題，請試試問一些
可供討論的問題。例如不要問「這件事已持續了很久
嗎？」，應該問「這件事已持續了多久？」這樣就不會
把談話收窄至一個是或不是的回應，反而你會把話題打
開，鼓勵對方繼續說話	。

表示你已聽到和明白對方所說的話，這樣會有幫助。你可
以用撮要的方法去做。例如說：「那麼你是受到你伴侶可
怕的對待，但你仍然愛他們嗎？」

重複一個字或一句話語可鼓勵別人繼續下去。如果有人
說：「所以最近的日子真是難過」，你只要簡單地反映這
話，說：「聽起來你的日子真的很難過」，就可以令談話
繼續下去。 

對於最困難的事物，我們總會繞開或掩飾過去。如果我
們可以避免提起它們，我們就會這樣做。如果和你交談的
人把重要的一點掩飾過去，請試試說：「告訴我多一些關
於…」或「聽來這方面在於你是很困難的。」這樣就會幫
助他們澄清論點，不單是為你，而是為他們自己。

你不需要完全保持中立。如果任何和。你交談的人經過了
一段極之可怕的時候，給予一些同情和體諒是十分重要
的。「那一定是很難受」或「你經過的這段時候真是可
怕」都是有幫助的說話。

可供討論的問題

作出撮要

作出反映

要求澄清

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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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聽來都很簡單。事
實也是如此。你所做的
只是聆聽和不時作出回
應以鼓勵對方繼續說
話。這就是關鍵	– 令
他們繼續說下去。 我們通過這本小冊子為你提供指導，協助

你開展困難的對話。有關更多給你或你擔
心的人的額外協助和建議，	請參閱以下
幾頁提供支援和培訓的有用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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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TALK: 這是一次用以探索及提高意
識的短課。它能彈性地符合每個組別的要
求，而且以實習為主，讓參加者可以開心
見誠地對話。

safeTALK: 這是一個三小時的訓練課程，給
予參加者能夠看出別人可能有自殺想法的
技巧，及讓那個人能夠接觸一些擁有阻止
自殺的技巧的人士。

STORM: 一個防止自殺的訓練組合，通過
排練去培養所需的技巧，以評定及管理有
自殺風險的人。STORM是一個組合式的課
程，是為醫療、社會和犯罪司法服務的前
線工作人員制訂的。

ASIST (Applied Suicide Intervention 
Skills Training): 這是為期兩天的研討班，
有兩名訓練員提供實用的幫助使照顧者能
識別及阻止，從而防止即時自殺的風險。

ASIST TuneUp: 這是一個互動式的3.5小時
複習進修研討班，有最多30名參加者，把
以前所學的綜合起來並加以改進。任何以
前曾經完成一次ASIST研討班的人都可以參
加。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Supporting people bereaved by suicide 
（問題多於答案：支援為親友自殺而感到
哀傷的人）

這個課程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個網上學習
單元和一個面授工作坊），旨在提高對摯愛
離逝和悲痛影響的認識。此外，課程的目的
亦包括提高對自殺影響的了解，以及受摯愛
自殺影響的人所面對的獨特問題和困難。 

防止自殺的訓練
The National Programme for Suicide Prevention（全國防止自殺訓練計劃）持續開發和

評估員工發展計劃、課程和教材，補充現有的培訓組合。在蘇格蘭提供的一系列課程為：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請前往	www.chooselife.net/training/index.aspx 
或聯絡 training@chooselif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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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聯絡資料及資源

當為期10年的 Choose Life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選擇生命策略及行動計劃）
推出時，蘇格蘭政府自從2002年已將防止
自殺列為優先項目。在2013年12月，新的
2013/16防止自殺策略取代了它。在國家和

地方層面，正在採取行動以防止自殺，並
由	NHS Health Scotland 領導在地方及國
家層面實施。蘇格蘭的32個地方政府部
門每個都有一套特定適用的防止自殺行
動計劃。

電郵：info@chooselife.net 
www.chooselife.net

		求助熱線支援

Breathing Space 是一條免費和保密的求
助熱線，提供給任何正經歷情緒低落、
焦慮或抑鬱的人士，或反常地憂慮和需
要與別人傾談的人。

電話：0800 83 85 87 
（星期一至四下午6時至凌晨2時； 
星期五下午6時至星期一早上6時）

http://breathingspace.scot

NHS 24 

電郵：111（每日24小時）

ChildLine 是一條免費的24小時求助熱
線，讓兒童及青少年能與輔導員傾談任
何難題。 
電話：0800 1111 
www.childline.org.uk

Samaritans 每天24小時提供保密的、
情緒上的支援給正經歷痛苦悲傷或絕望
的感受的人，這包括那些可能導致自殺
的感受。

電話：08457 90 90 90（每日24小時）
電郵：jo@samaritans.org 
www.samaritans.org.uk

SANE 提供情緒上的支援及資訊給任何
擔心自己的精神健康的人或正感擔心的
家人、朋友或專業人士。

電話：0845 767 8000 
（每日下午6時至晚上11時）

www.sanelin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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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lineUK 提供支援、實用的意見及資

訊給任何有自殺傾向的年青人，或任何擔

心所認識的年青人有此風險的人士。 
電話：0800 068 4141

www.papyrus-uk.org

Action on Depression 提供有關抑鬱的支

援及資訊給個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及工

作涉及有抑鬱問題者的專業人士。

電郵：info@actionondepression.org

www.actionondepression.org

CRUSE Bereavement Care Scotland 提
供免費支援給那些經歷了喪失親近者的人

士。請聯絡CRUSE查詢有關一對一的輔導

或本區的支援小組。

電話：0845 600 2227

www.crusescotland.org.uk

CALM 專注於防止男性自殺。

電話：0800 585858  
（每日下午5時至午夜）

www.thecalmzone.net

Survivors of Bereavement by Suicide 的
存在是基於那些有親友因自殺喪生的 

人士的需要，使他們不致陷於孤立。

電話：0300 111 5065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電郵：sobs.admin@care4free.net

www.uk-sobs.org.uk

Winston’s Wish 為失去親人的孩子、他們

的家人和專業人士提供實際支援和指導。

電話：08452 03 04 05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三下午7時至下午9時半）

www.winstonswish.org.uk/about-us/
contact-page/

 網上支援

Living Life to the Full 是一個免費的生命
技巧課程，教導個人怎樣應付日常生活
上的問題或需求，及對其作出回應。

www.llttf.com

Moodjuice 鼓勵人們逐步解決情緒問題。

也能為照顧者提供資料和指導。

www.moodjuice.scot.nh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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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課程

全國防止自殺計劃提供一系列的防止自殺課

程。

電郵：training@chooselife.net 
www.chooselife.net/training/index.aspx

Scotland’s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SMHFA）是一個使個人能夠對別人的精神

健康問題或痛苦情緒作出回應的訓練課程。

SMHFA: young people（SMHFA:YP）是

為支持11-17歲青少年的成人而設的混合培

訓課程，學習怎樣在危機中提供初步協助，

並指導他們尋求適當的求助途徑。

電郵： 

nhs.healthscotland-SMHFA@nhs.net

www.smhfa.com 和  
www.smhfa.com/youngpeople 

 精神健康資訊

Scottish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SAMH）提供社區支援服務給蘇格蘭各地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並提供有關精神健

康、精神健康問題和福利的資訊和資源。

電郵：enquire@samh.org.uk網 
www.samh.org.uk

‘see me’	是一項國家活動，以結束在蘇格

蘭認為精神疾病是一種恥辱的態度和歧視。

www.seemescotland.org.uk

		一般意見

Citizens Advice Bureau（CAB）在有關公

眾人士的法律、金錢和其他問題上提供免

費、獨立、保密和不偏不倚的意見給他們。

請聯絡	CAB 以取得你本地分處的詳情。 
電話：03454 04 05 06 
www.cas.org.uk

Money Advice Scotland 提供免費、獨

立、保密和不偏不倚的金錢（債務）意見。

請前往其網站以取得在本區提供意見的機構

的詳情。

電話：0141 572 0237 
電郵： 
info@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www.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Relate 提供人際關係輔導給個人和夫妻，

及友善和輕鬆的研討班給身處生命的重要階

段的人。

電話：0300 100 1234
www.relat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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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格蘭，我們認識到公開談論自殺可以減低自殺的恥辱感，
這種恥辱感使許多人不去尋求幫助，或談論他們的感受。

通過談話的藝術這種方法，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
點。只需問一下有困擾的人他們的困擾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帶來正面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