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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青少年自殺個案之探討
紀潔芳、林宸暐
一、緣起
1997～1998 年間，台灣地區某高中資優女學生跳樓自殺，震驚大家，正值
青春年華的好時機，有何事看不開？後來又發生多樁青少年自殺事件，深深刺痛
了大家的心，年輕人抗壓性為何這般低？教育主管機構遂推出生命教育課程，在
積極目的上乃協助青少年探索生命意義，澄清生命價值。在預防目的上乃防治青
少年自我傷害。實施之初，大家教學經驗不足，邊教邊學，引進歐美理論與實務
經驗、開發教學資源、設計體驗活動，令學生珍惜生命。本文擬將處理個案經驗
分享之。

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
在學校教書多年，碰到了多樁學生自殺事件，有說不出的痛。自殺事件如處
理得當，能讓痛苦降低，如處理不當，則痛上加痛。
個案 A：特殊教育系大三女生 A 君，有憂鬱症，深夜在租屋的房間上吊自殺身亡。
個案 B：數學系大二男生 B 君，因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退學，B 君不敢讓嚴峻
的父親知道，但在開學前夕，於家中服毒自殺。
個案 C：某名校高三學生 C 君，學測成績優異，推甄上台大經濟系，而同為高三
的女友發現懷孕。好強的 C 君頭低低的接受雙方父母的責罵。最後父母
親決定讓女孩子墮胎，沒想到墮胎前夕，C 君在自家公寓大樓樓頂跳樓
自殺，令人惋惜不已。
個案 D：國中二年級男生 D 君，在香港影星張國榮跳樓自殺後數天，跳樓自殺身
亡。
這些個案令人觸目驚心！難道不能防患未然嗎？
個案 A 君自殺後，班上同學後悔平日沒有多關心 A 君，家長更懊惱女兒有憂
鬱症，為何答應她搬到校外住？班上有十多位平時和 A 君要好的同學要求導師帶
他們去看 A 君最後一面。當同學看到冷凍庫中 A 君面目已變形的臉都嚇呆了，尤
其是舌頭卷曲在嘴中。大家回家後包括老師都病倒了，甚至不敢閉上眼睛。通常
上吊死亡與病死，亡者面部會不大一樣，年輕導師經驗不足，實不宜帶學生前往。
個案 B 君喜歡文科，但父親堅持兒子念理科才有較好的工作機會。導致 B
君因缺乏學習興趣，而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勒令退學。事後學校開了多次
教學會議檢討學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是表示學生不適合唸大學嗎？學校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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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有無善盡預警責任？學生如有學習困難有無求救管道？或是學生社團活動
太多疏忽了？或是玩瘋了？要不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幾經討論，審慎地將校規
修改為第二次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才退學。後來幾乎所有大學都跟進。跌倒後要
用心檢討，要開智慧，才不會重蹈覆轍。據悉 B 君的父親知道 B 君自殺，大聲痛
哭：「孩子！只要你活著，唸什麼都可以！」但來不及了！讓孩子多元適性發展
是很重要的事。
個案 C 君跳樓之時，筆者在生命教育課程上特地和班上學生對話：
筆者問：「當發現 D 君的女朋友懷孕時，你們是雙方父母會怎麼處理？」
甲生答：「我會把孩子罵一頓後，會問問孩子的意見。」
筆者問：「你是 C 君，你會怎麼辦呢？」
甲生答：「我會要求爸媽，應該把孩子生下來。」
筆者問：「如果你是父母，你會怎麼回答？」
乙生答：「想得美！你自己還是小孩，你有什麼力量撫養孩子？」
筆者問：「設想你是 C 君，怎麼回答？」
甲生答：「爸媽！拜託你們先幫忙好嗎？」
筆者問：「當父母說：『我們養你都很吃力，哪有餘力再養小孩？』，C 君
怎麼辦？」
丙生答：「那我先打工總可以吧！」
筆者問：「從這件事你們學到什麼？」
丁生答：「我覺得 C 君雖然功課好，但太沒有生活智慧！只知道自殺，他沒
想到他死了女朋友要怎麼辦。」
戊生答：「將來我當父親，我不會太專制，我會聽聽孩子的想法。」
甲生答：「我和女朋友在一起，衝動時，我會想一想。」（大家都笑了！）
個案 D 君是國二學生，也是張國榮頭號粉絲，他擁有張國榮的全套 CD，張
國榮主演的電影都看過。
當張國榮跳樓後的數天晚上，D 君向母親說：
「媽！我覺得張國榮很勇敢！」
（各位！如果你是這位媽媽，你怎麼回答？）
這位媽媽想都沒想就回答：「趕快去睡覺，明天要段考。」
D 君還是不死心說道：「媽！像張國榮這樣走了，就一切都過去了。」
（各位！你警覺到了什麼？）
媽媽竟然毫無警覺：
「張國榮！張國榮！明天學校會考張國榮嗎？趕快去睡，
精神好，明天才會考得好。」沒想到第二天清晨 D 君跳樓自殺身亡。
經輔導老師、導師與家長探討 D 君自殺的可能原因：
其一，D 君有輕微的憂鬱症。
其二，D 君對功課成績有很大壓力，尤其考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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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當一個人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時，偶像的典範會有示範作用。不論是
正向或負向。
其四，媽媽可能是壓垮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
媽媽非常後悔，媽媽只看見分數！分數！分數！而忽略了孩子內心的聲音，
孩子心中會想：
「媽！你是我最親的人，連你都不了解我，我人生還有什麼意思？」
一個人自殺前都有徵兆，或許我們敏銳度不夠，或許我們經驗不足，或許我
們只看見有形的分數，忽略傾聽孩子內心的聲音，而失去營救的機會！

三、生死一線間
在防治青少年自殺，只要老師、家長多愛心、多關心，常可在關鍵點上救下
孩子；下列三個個案可供參考：
個案 E：E 君神情落寞走進輔導室，正好江老師在。
E 君：「老師！我要去旅行。」
江老師很高興問：「要去哪裡玩？」
E 君：「很遠很遠的地方。」
江老師直覺有點不妙，開口問說：「要去多久？」
E 君：「很久！很久！」
麻煩了！重病要下猛藥，有經驗的江老師大力拍桌子，大聲喝道：「你想做
什麼？」
E 君被老師的一拍給嚇到，直下反彈，便說：「跳樓。」
（各位！你會怎辦？）
江老師：「選好哪棟樓？」
（如果 E 回答：「沒有」，此屬自殺危機處理中的第一級，乃自殺者僅有概
念，尚未計畫。自殺評估與自殺危機的內容涉及三層面：自殺意念、自殺企圖與
自殺行為。所以自殺危機有三種：第一級只有自殺意念，尚未出現計畫或行為；
第二級則已經有自殺計畫，只是尚未進行；第三級則正在進行自殺行為。）
E 君：「⭘⭘大樓。」
（此屬第二級，已有計劃，很危險！）
江老師：「要從第幾層樓跳？」
E 君：「第 24 層。」
江老師：「哦！和張國榮一樣，聽說張國榮跳下去，全身骨架都散了，要抬
上擔架相當困難。」
E 君：「老師，這麼嚴重哦！」
（E 君露出驚訝的表情）
江老師：「從 24 層跳下，骨架不散掉也很難。這麼大的事，你來找老師，
表示你把老師當好朋友。走！老師請你吃飯，為你餞行。」
（此時換個輕鬆環境較好開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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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師找了一間西餐廳，選了一個安靜角落、柔和的燈光、悅耳的音樂、美
食當前、氣氛相當輕鬆，師生講出真心話，E 君舒暢多了！
E 君品嚐美味說道：「老師！我從來沒吃過這麼美味好吃的餐點！」
江老師語重心長說道：「要吃好的，不怕沒機會，只要有命。」
臨別前江老師問：「今天你臨時來找，老師沒有準備，只請簡單便餐。如果
你決定了時間，一定要告知老師，讓老師好好請吃大餐，講好一定要告訴老師，
一言為定。如果老師在上課，手機關機，一定要留言。」江老師實在是經驗豐富，
事後江老師和 E 君分手後，即刻和導師及家長聯繫，同心協力幫忙 E 君，雖然江
老師答應 E 君要「保密」，但「保命」更重要！
以下 F 個案及 G 個案，筆者曾和鄭璿宜老師一起處理。
個案 F：下午兩點多，某高中教室樓頂上站著一位男學生，感覺要跳樓又有點遲
疑。
校長立刻兵分三路做校園危機處理；學校前後門不准外人進來，上下課鈴聲
關掉，不准廣播，並請多位老師分頭通知每個教師，因為防空演習，把鈴聲關掉，
學生一律不准走出教室。
這時老師拿著兩瓶礦泉水走上樓頂，F 君情急叫：「你不要過來。」
老師點點頭緩和說：「我不過去，天氣太熱。來！喝礦泉水。」將水推過去，
老師逕自坐下來喝水，學生也坐下喝水……，經老師悉心交流，半小時後師生相
偕走下來，危機才解除。該校長跟教師處理危機問題相當有經驗，此時校園保持
安靜很重要，如下課，學生喧譁聲起，會造成 F 君更焦慮不安、很危險，學校前
後門關閉，乃避免外人進來干擾。
個案 G：G 君是某技術學院大二學生，最近他的父親剛過世，有極大失落，媽媽
也非常悲傷而忽略對孩子的關照。
G 君說：「以前爸爸在，我們總是一家圍著桌子吃晚餐聊天，現在都是吃便
當！」
一天，導師接到 G 君電話：
「爸爸走後，只有老師最關心我，謝謝老師……」，
說完即掛斷電話，老師非常有警覺性，回撥電話，已聯絡不上。即刻查導師手冊，
打給 G 君最好的同學，但也聯絡不上 G 君，只好打給 G 君的媽媽。
媽媽說：「這孩子剛才跟我吵架，開車出去了，他父親剛去世，他就這麼不
聽話、意見很多、常耍性子，不要理他，晚點他沒地方去就會回來。」老師還是
不放心，只好到警察局報案。
警察說：「這麼大的事，要請家人拿戶口名簿來。」媽媽才匆匆趕來。
老師要求警察用中華電信搜索 G 君手機最後一通電話發信地點。查詢到後，
警察、老師及母親以此地點為中心，兵分三路，往外擴大搜索。最後在樹林邊找
到轎車，撬開車窗，車中充滿木炭味，G 君已割腕，昏迷不醒。
緊急送醫急救，千鈞一髮，總算救回，再晚幾分鐘，可能天人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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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見學生清醒，即刻向系主任報告（當時筆者乃擔任系主任職務），系主
任亦即前往協助開導，因自殺未遂的 G 君，很可能會再度自殺，不可不防。
待 G 君稍康復安定，到學校感謝老師：
「老師！你怎麼會在關鍵時刻找到我，
我要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祕密。我們家財產已改在媽媽名下，她要改嫁了！」原來
在告別式場合有些三姑六婆喜歡七嘴八舌亂揣測說：「他太太這麼年輕，如果將
這麼大的家產過戶改嫁，這兩個孩子就可憐了！」搬弄是非之人是隨意講，但孩
子不小心聽進去了，信以為真，常懷疑媽媽，母子相處氣氛非常火爆。
各位，如果你是老師，學生告訴你這天大秘密，你怎麼處理？
老師查了民法後，陪著學生帶著身分證到國有財產局申請查看財產。當 G
君看到媽媽很公平的把財產分給他跟弟弟時，慚愧的淚流滿面。回家後跟媽媽道
歉，母子和好如初，可見於老師的熱心、關懷及隨機應變能力，挽救了一條生命，
更令即將破碎的家庭和好！生死一線間，單看用心！

四、防治青少年自殺之建議
影響青少年自殺之因素是多元的，故在防範上亦從學校、家庭及社會三方面
著手：
（一）在學校教育方面
1. 體會生之喜悅
透過繪本、視聽媒體及體驗活動，讓學生體悟到出生之不易，感念爸媽撫育
之辛苦。通常孩子會特別珍惜生命，在教學資源方面：
繪本有：《媽媽的承諾》（大穎）、《你出生的那個晚上》（大穎）、《我
家寶貝要出生》（奧林）等。
DVD 有：《人生四季之歌》（安寧照顧基金會）、《新生命的誕生》（協和
國際多媒體）等。
體驗活動有：生生不息（種苜蓿芽）、護蛋、背背包、人生三際、從出生到
大一我花了多少錢等。
學習心得：
心得 A：A 君曾算過從出生到大一大約花了家中四百多萬，他大三時女朋友
被研究生追跑了，A 君很痛苦，想自殺，突然想起自己花了家中這麼多錢，應該
先設法還給爸媽！這個移情別戀的女孩子值四百多萬嗎？人想到錢，頭腦會清楚
些，不但不自殺，反而更用功，考上研究所，以報父母生育、養育之恩。
心得 B：B 君有天來敲我研究室的門，要借《我家寶貝要出生》繪本，B 君
坐在我研究室把書翻了一遍，把最後一頁唸了一次。
「寶寶，是生命的成形。從受孕的那一刻起，他就竭盡全力地生存下來，再
用簡直是豁出性命的力量通過母體，朝著迎接他的家人們誕生出來。這樣的全心
全意，這樣的勇往直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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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完這段話，B 君眼眶已含著淚水，告訴我：「老師！上週你在上課時唸這
段話，我很感動。最近我的情況很糟糕，幾乎想自殺，但想起這段話，我自己是
豁出性命，通過母體，誕生出來，多麼不容易！我不可因小小挫折而草草結束自
己的生命。」
想想看！一本繪本救了一條生命！在生命教育教學中，只要用心播灑種子，
終會有成效的。
心得 C：研究所在職班的 C 君，是高中老師。母親自殺了，幸虧發現得早，
救回一命。但 C 君媽媽卻責怪 C 君：「讓我死就好，為什麼要救我？我活著只會
拖累你們……」C 君不知怎麼辦？突然想起在筆者的課堂上播過《新生命的誕生》
影片，遂借去並約了五位兄妹陪媽媽觀賞，媽媽一面看一面說：「生老大就是這
樣……，生老二……」
看完後大家都很感動，C 君跟媽媽說：「媽，您就是生我們五兄妹才把身體
搞壞，聽祖母說，那時家中很窮，沒有好好做月子，營養不夠，天氣冷還要用冷
水洗尿片，手部凍傷。今天我們怎麼孝順您都無法報答您恩情於萬分之一，您要
好好讓我們盡心！」五兄妹都為這番話動容，媽媽想想也說：
「你說的是事實！」
遂把心結打開。
2. 探討「死後有世界」的問題
在生命教育中有人生三問；即「人為何而活？」、「人應如何活？」、「如
何能活出應活的生命？」。
在生死教育中也有生死三問；「我何時會死？」、「如何死？」、「死後到
哪裡去？」，此生死三問前兩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死後到那裡去「各宗教都有詳
盡的解說」。
一般來說我們在正規的教育中從來都不為學生解答這個問題。通常在國外有
專為中小學所開授的宗教學課程，課程中都將各宗教之教義、教主、經典及人生
觀，包括對死後的去處都為學生介紹，讓學生對死後世界有多元的認知。或許某
種說法會成為學生日後的信仰，又或許這只是充實學生對人生宇宙認知的知識，
但都可以幫助學生過較踏實的人生。
所以台灣地區開授生死學課程的教師，大多主張應將各宗教對死後世界的認
知在課堂上介紹給年輕朋友；當他知道各宗教咸認同生命是有週期，死後也有世
界，這將會助益他不輕易自殺，因為那達不到他想一了百了的目的。讓學生對死
後去處有多元認知，知道死從何去是很重要的。
探討一般人對死後世界的看法有兩大偏執；
（1） 持斷滅論：
人只要自殺就一了百了，人死了就是解脫，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果真是
這樣嗎？他應該再思考如果沒有一了百了，煩惱依然還在，又加上自殺的新煩惱，
那該怎麼辦呢？是否變成了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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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常見：
即一些想自殺的人，認為人死後還是會投胎為人，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或許可思考如果十八年後不是好漢而是一條好豬，那該怎麼辦呢？或許他應該思
考下輩子要投胎為人，在此生要有什麼樣的努力？
通常學生也會提問「老師！人死後到哪裡去？」，各位朋友！你怎麼回答？
筆者通常回答：「由你自己決定。」，學生再追問：「真的嗎？為什麼？」，我
問學生：「你們高中畢業，要進哪所大學，是根據什麼？」。學生回答：「根據
學測成績及志願。」，同樣的，當我們拿到了人生畢業證書時，要去哪裡，跟在
世時我們的造作及心願是息息相關。
3. 加強對憂鬱症的認知
據了解有四分之一的憂鬱症病人會走上自殺的路，故宜加強對憂鬱症的認知。
目前董氏基金會出版之《下一次的微笑》、《當旋律再起》、《十七歲的冬天》
等 DVD。每片播放時間為 30 分鐘，內容恰切、風趣幽默、對症下藥，於課堂上
播放及討論，對青少年助益甚大。
4. 對霸凌、言行異常及有失落的學生宜主動關懷
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或言行異常的學生，如：平日話多的學生，突然不講話，
如嘆道：「唉！人生有什麼意思！」，如：「睡了就不要醒來多好！」等。或是
言行看不出有異常，但有失落的學生也要主動關懷，如：親人去世、父母離異、
男女朋友吵架、沒考上理想的學校、或參加比賽成績不如預期……等，皆容易一
時想不開而自殺，我們要主動關懷！家長也要關懷孩子。
5. 教師宜學習如何與學生談生論死
培訓教師如何拿捏分寸，和學生談論死亡，內容要貼切、溫馨，而不要嚇著
學生。教師討論「自殺」是需要規劃的，能把握適當機會及運用適當的言語是很
重要的。
例如發生青少年自殺事件，教師如何為學生解惑。以下提供一個個案：
個案「老師！他們在哪裡？」
通常媒體報導有關自殺事件，尤其是學生自殺事件時，學生們都很迷惘、好
奇，甚至感到疑惑，但是他們能跟誰討論呢？在家中是不談自殺，在學校也不討
論自殺，而媒體也只是事件的報導，甚少有中肯正向之分析。所以筆者建議：「當
傳播媒體報導有關自殺事件時，老師甚或是導師，應設計教學情境，很自然地和
學生討論。」。
以下是筆者的教學案例：2001 年 4 月 22 日有兩位 17 歲職校學生因交往
受到家庭反對，遂相約跳樓自殺。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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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第二天上課時，學生主動提出：「老師，今天的課少上十分鐘好嗎？
我們想談談那件事情！」
「你們想知道什麼？」
「老師！他們兩個人現在在哪裡？」學生問道。
「他們在殯儀館。」
「老師！這個我們知道，我們是想知道他們的靈魂在哪裡？」
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於是筆者反問學生：「那你們認為他們兩人的靈魂在
哪裡？」學生也被筆者問倒了。
對了，人死了會去哪裡？這是值得思索的。
不一會，學生陸續發言了：
「老師！他們的靈魂可能在四處遊蕩。」
「老師！他們可能在原地徘徊。」
「我認為沒有靈魂，他們已經一了百了！」
「我反對，根據物質不滅定理，能量不滅定律，人死後，只是以另一種形式
出現，不會一了百了的。」
「我認為死沒有什麼可怕，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自殺是殺害自己的生命，怎麼可能再到人道出生，說不定是一條好豬！」
大家哄堂大笑。
「老師！我覺得他們會到好的地方去，因為他們很年輕，沒有做太多的壞事。」
「我看過美夢成真的影片，那位醫生的太太自殺，死後在地獄受苦，好可怕！」
「我認為他們讓白髮人送黑髮人，非常不孝，應該會下地獄。」
「老師，我看報紙知道那位自殺的女同學，當她爸爸看到遺體時，都快崩潰
了。那位男同學是單親家庭，母親及已分居的父親都很悲痛，他們兩人讓父母這
麼悲慟實在太不應該了！」
「老師！我想他們會像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樣，化成蝴蝶，雙飛雙守！」
「老師！我認為生命是週期的，就像毛毛蟲、蛹、蝴蝶一樣，各有一階段、
一階段之生命週期，如果他們這一階段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會帶到下一階段
繼續煩惱的。」
「我聽過達賴法王的講演，法王說自殺是痛苦的延續，是一種壞的輪迴，必
須承擔惡果。」
「我是基督徒，自殺的人是要先經審判後，到他該去的地方。」
「我覺得死後的苦，應該比他生前的苦還要苦，他們現在應該是悔不當初。」
「我覺得他們很勇敢，敢從十層高樓跳下來，以死來爭取他們的交往，或許
他們贏了自己的決定，但卻永遠無法實現了。」
話匣子一打開，討論非常熱烈，筆者很驚訝，學生們有這麼多不同的意見。
學生們有點煩了，再問道：「老師！他們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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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們已說出了範圍，據各宗教的看法，他們的靈魂會確切落在那個
定點跟他們生前的造作或願力有關。就像參加大專聯考，除了志願外，還要有分
數的支持，才能找到落點。」
「老師！他們的靈魂會在一起嗎？」
你們說呢？
經表決的結果是有 10% 的學生認為他們的靈魂會在一起，他們的理由是這
兩個人有很強的願力要在一起。但有 90% 的學生認為他們不會在一起，有一位
學生說：
「老師！我在高職時，同班有位最要好的朋友，我們相約將來一定要考上同
一所學校，我們一起讀書，互相鼓勵，每次模擬考我們的分數都只差一兩分，所
以我們信心十足我們會考上同一所學校。但沒想到聯考前她得了重感冒，又她的
個性較猶豫不決，在出考場對標準答案時，她說有好幾題答案明明寫對，但後來
又改掉了，所以我們的分數差距更大。結果她考上專科學校，我考上第一志願彰
化師大商業教育系。
老師！你看我們兩個人多麼想在一起，也努力過，但因為個人的健康、個性
及其他因素影響，能在一起的機率很低，但較大的機率是不會在一起，所以我認
為這對小情侶不會在一起，如果他們死後不能在一起，那不是白白的死了嗎？真
的是很沒意思！」
6. 為學生建立正確人生理念
人是為什麼而活？這雖然是一個嚴肅的議題，但可以用平易近人較輕鬆的說
法來回答，在《一片葉子落下來》（李奧．巴斯卡力著，1999）書中有段精彩的
對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丹尼爾告訴他（弗雷迪），給人遮蔭是葉子的目的之一。
「什麼叫目的？」弗雷迪問。「就是存在的理由嘛！」丹尼爾回答。
讓別人感到舒服，這是個存在的理由。為老人遮蔭，讓他們不必躲在炎熱的
屋子裡也是個存在的理由。讓小孩子有塊涼爽的地方可以玩耍，用我們的葉子為
樹下野餐的人搧風，這些，都是存在的目的啊！
我們一個一個都不一樣啊！我們的經歷不一樣啊，面對太陽的方向不一樣，
投下的影子也會不一樣。
丹尼爾用他那「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一貫口吻回答。「時候到了，葉子該搬
家了，有些人把這叫作死。」「我們都會死嗎？」弗雷迪問。「是的。」
丹尼爾說。「任何東西都會死，不論是大是小、是強是弱，我們先做完該做
的事，我們體驗太陽和月亮，經歷風和雨。我們學會跳舞、學會歡笑。然後我們
就要死了。」
「你會死嗎？丹尼爾？」「嗯！」丹尼爾回答：「時候到了，我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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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麼時候？」弗雷迪問，「沒有人知道會在哪一天。」丹尼爾回答：
「總有一天，樹也會死的，不過，還有比樹更強的，那就是生命。生命永遠都在，
我們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反正要掉落、死亡，那為什麼還要來這裡呢？
是為了太陽和月亮，是為了大家一起的快樂的時光，是為了樹蔭和老人和小
孩子，是為了秋天的色彩，是為了四季，這些還不夠嗎？
凌晨，一陣風把弗雷迪帶離開他的樹枝。一點也不痛，他感覺到自己靜靜地、
溫和地、柔軟地飄下。往下掉的時候，他第一次看到整棵樹，多麼強壯、多麼牢
靠的樹啊！他也知道自己曾經是它生命的一部分，感到很驕傲。
他閉上眼睛，睡著了……。他不知道，自己看來乾枯無用的身體，會和雪水
一起，讓樹更強壯，尤其，他不知道，在大樹和土地裡沉睡的，是明年春天新葉
的生機。
在為學生建立正確人生理念，筆者播放 DVD《哆基朴的天空》（狗大便的故
事），也深深觸動學生心靈深處。
學生回應道：「老師！我覺得『活在當下』就是生命意義，像影片中的泥土
說：『我在種馬鈴薯時，讓馬鈴薯長得好，現在我要去蓋房子，我要把房子蓋好，
將來如果我再回來田裡，我要把稻米種好。』。」學生的領悟力真深刻。
另透過「正念減壓」品嚐葡萄乾的體驗活動，學生從 Doning 進入 Being 的
感覺亦能啟發他體會生命的意義！這些體驗活動的感悟或觀賞視聽媒體的啟示，
筆者在《打開生命教育百寶箱》一書中有詳細說明。
7. 提供生命典範故事供學生參考
在生命教育課程中能提供生命典範故事，如：謝坤山老師，在被高壓電擊中
失去了雙手、右腳，但他的意志力及創造力讓他成為世界有名的口足畫家，還有
個美滿的家庭。
下面的故事改編自美國登山家艾倫．洛斯頓的自傳的電影《127 小時》，艾
倫他在 2003 年在猶他州攀登大峽谷時，遭遇意外，他出發前並未告知任何人他
的去向，因此當他跌入山岩中，被一塊大圓石夾住了他的手臂而動彈不得，在飲
水、電力、體力與耐力都已達到極限。歷經一天無人救援，為了活命，只有忍痛
用小刀割下手臂逃命。
見到別人為了活命而努力，心中留下生命鬥士典範。當學生遇到人生十字路
口左右徬徨時，很奇怪，這些正向的生命典範會自然浮出幫忙做人生抉擇，所以
在學校、家庭及社會為學生留下正向的生命典範是很重要的。
（二）在家庭方面
1. 要給孩子一個充滿愛及溫馨的家庭
首先大人要照顧好自己，有快樂的父母，才會有快樂的孩子。在愛的家庭中
長大的孩子，是充滿自信的，縱然碰到挫折，亦有面對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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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讓孩子多元適性成長
每個孩子都有一片藍天，讓孩子多元適性成長是很重要的，如：惠明中學呂
文貴，生下來即失明、中度智障，但他是音樂天才，他是智障孩子最好的音樂助
教。
3. 當孩子犯了天大的錯誤，都要給他一個機會
當孩子犯了天大的錯誤，大人們要平心靜氣給孩子一個訴說機會，並陪伴孩
子一起面對處理。不要一昧的責備孩子。切記，只要有呼吸就有希望。
（三）社會關懷
1. 在社會關懷如：生命線的服務；電話 1995（要救救我），24 小時日夜服
務，其他如：張老師、觀音線等生命熱線提供之諮詢。
學校輔導室輔導老師、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等專業
人員會定期辦理自殺防治講座，是自殺防治守門人，擔任早期發現、早期干預、
早期協助的角色。
自殺防治守門人也扮演著關懷、支持的角色，能夠在對方最需要關心的時候
看到他所發出的訊息，也能適時的給予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伴其走過死蔭的
幽谷，走向光明的未來。
2. 報章雜誌對自殺新聞報導之分寸拿捏。有些報紙或電視新聞為了提高收
視率，對自殺過程詳細模擬報導，真不知是讓人有所警惕或教導如何自殺。另報
章新聞標題不當，變成負向引領，如「⭘⭘因壓力負荷，跳樓自殺」彷彿跳樓是
解決壓力的方法，會產生副作用。
新聞媒體在處理自殺事件，建議採用負責任的報導方式。如；避免出現對自
殺進行大肆渲染，或將自殺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案，正當化將其作為；避免出現自
殺者所用方法的畫面和詳盡描述，並提供觀眾可以在何處獲得相關幫助的訊息。
政府部門應協助並鼓勵媒體對自殺事件採用負責任的報導方式。

五、結語
青少年自殺事件，如能即時發現，將學生搶救下來，這是最慶幸的。如：自
殺者不幸身亡，則對其家屬、同學，有過節的朋友及要好的朋友之止痛療傷，後
續工作非常重要。限於篇幅及領域，將為文於生命教育不可預期悲傷輔導單元中
探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明白，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青少年決定自殺時，難道他們不知道，他的死會讓身邊的人
傷心嗎？
再者，自殺事件發生後，除了常見的新聞媒體熱烈討論，在眾人哀嘆惋惜之
餘，整個自殺事件中最不堪、最難過的是自殺者的親友，從一開始親友接獲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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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的措手不及，到面對失去親人的深深悲傷，此時若再加上外界指責（或是自
己的自責），無疑是痛上加痛。
活著的親友他們的心自然是傷痕累累，他們要如何修復這麼多的傷痕？他們
何時才能放下這麼沈重的包袱？要花上多久的時間？
他們更容易夾雜著不解和憤怒的情緒，部份的人心中會有強烈的罪惡感，責
怪自己為什麼沒有及早發現，不能阻止悲劇發生。在世的親友很有可能有嚴重的
憂鬱，甚至想跟隨自殺者共赴黃泉、一了百了，尋得解脫。他們也常選擇壓抑自
己、保持沈默、緊閉心房、冷漠以對，或透過否認、忽略、喝酒等方式來讓自己
覺得好過一些。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群有著錐心之痛的親友，幫助他們止痛療傷？除了尋求專
業的治療師協助，運用心理治療、團體治療、藥物治療等方式，幫助他們打開心
扉，重新檢視這段生命經驗。
家人朋友之間的同理心、愛心、細心一樣是不可或缺。正是因為心中有愛，
才會難過、悲傷、心碎，人生的路上有著許多挫折與挑戰，重要的是即使心中有
著脆弱與悲傷，也不要失去活著的勇氣，不要忘記自己有愛人的能力。給自殺者
的親友多一點時間，持續的陪伴他們，用生命陪伴生命。當烏雲散去，生命的土
壤定會開出美麗的花朵。
防治青少年自殺非一蹴可及，而是一次長期艱鉅的工作，從治標上，如：關
心失落的孩子，或有憂鬱症的學生，但治本才是長期扎根的工作，須從學校、家
庭、社會、行政機構同心協力。
讓談論憂鬱症、自殺不再是禁忌，並且有正確的知識。若是你察覺身邊的人
有憂鬱症和自殺的徵兆，你可以即時伸出援手，帶他去輔導室、學生輔導中心、
精神科尋求專業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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