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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青少年自殺問題之嚴重性

　　過去的歷史雖有自殺的記載，不過大都是以個案的方式呈現，至多是因

為某種宗教上的理念，或遭受某些國家意識型態壓迫的集體殉道，即使有大

量的自殺身亡，大致上還未威脅到整個社會與國家，乃至於成為全球的重要

課題（Maris et al., 2000）。從行政院衛生署去（2007）的自殺死亡率統

計資料顯示，我國也呈現和世界趨勢一樣，逐年嚴重。以近十餘年的資料來

看，民國82年每十萬人的自殺死亡率是6.24為最低點，爾後開始逐年攀升；

民86年進入十大死因之第十名；民88年則提升為第九名，之後每年都持續維

持在十大死因排行中。近幾年來有越加嚴重之勢，民91年自殺死亡人數高達

3053人；民92年為3195人；民93年則增加到3468人，每十萬人中的自殺死亡

率已達15.31；民94年大幅增加814位，總數為4282人，死亡率已達18.8；而

民95年則為4406人，每天約有12人死於自殺，每1小時59分鐘就有一人親手

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問題日益嚴重 。

　　令人擔心的是，上述自殺率逐年嚴重之外，近年來的自殺年齡層也有下

降的趨勢，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殺比率之增加。青少年自殺死亡率在開發中或

已開發中國家經常是居於第二或第三位，我國也是如此，僅以民國91-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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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資料而言，除91年是第三位外，餘均為第二位；這四年的自殺死亡

人數與每十萬人中的自殺率，分別為：218人（5.85）、223人（6.10）、

222人（6.21）、264人（7.6）。

　　自殺行為可說是人類心理、家庭、人際關係、社會生活、身體及精神

疾病…等各種錯綜複雜因素交織之下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心理病痛（鄭凱

譯，1991；Shneidmen, 1993, 1996)。尤其，有「美國自殺學之父」之稱

的史奈德門（Shneidmen）教授，以其臨床治療經驗則直稱自殺是一種思

想上的困擾、也是心靈的病痛(Shneidmen, 1993, 1996）。足見心病還得

心藥醫，必須從心靈的根本問題、生命的終極思索去追尋苦悶的病因與療

方。青少年是生命萌芽茁壯階段，代表著人生正要起步，也是未來的國家

棟樑，生命如果突然隕落，將造成許多家庭的傷慟與生活的衝擊。值得政

府、社會、家庭與學校，齊來重視如何根本防治。本文擬探討青少年的自

殺心理與行為模式，並主張落實「生命教育」是青少年自殺防治的根本之

道。

貳、青少年的自殺心理與行為模式之分析

　　有關自殺的定義、成因、迷思與防治的論述或研究報告甚多，本文不

擬贅述，而著重在青少年特有的生死心理或自殺心理來分析，並從自殺行

為模式來探討青少年自殺之影響因素及其防治。

一、青少年的自殺心理

　　有關自殺模式的研究有很多，自殺的相關影響因素也甚為複雜（鄭凱

譯，1991；Jurich & Collins, 1996; Payne & Range, 1996a, 1996b; 

60　　青少年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



Shneidman, 1996），也有許多研究或臨床發現自殺和憂鬱等精神疾病有

關（易之新譯，2000）。然而，有研究發現企圖自殺或已採取自殺行為

者，並無憂鬱的癥狀；而憂鬱者也不一定會自殺（Payne & Range; 1996a; 

1996b）。因此，有學者提出其他理論或模式來瞭解自殺行為，例如Orbach

等人就認為兒童與青少年的自殺傾向和死亡的態度有關（Orbach et al., 

1983）。

　　青少年則可能仍然有不成熟的死亡概念，例如認為死亡是可逆的，死

了可以再活過來或者無法了解死了就失去所有的身體機能，因而以自殺來

解決問題，希望一切可以「重新再來一次」（張淑美，2006d）。再者，很

容易對於死亡有美化或浪漫憧憬的心理，因此會為情或崇拜的偶像自殺而

自殺；也可能認為自己正當年少，認為年輕人是絕對不敗，而容易有自傷

或過度劇烈的行動，如飆車、賽車等高刺激尋求的活動；或存有美化死亡

的想像與有心嚮往之的嘗試（Curran, 1987; Fremoun et al., 1990）。

Kastenbaum指出青少年的死亡心理，是一方面想脫離過去兒童時期什麼都

不是的感覺，又避免去思考遙遠的未來的矛盾心理。因此有「我死，故我

在」的想法，可能會嚮往死亡，以死亡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可能以

「來日方長」或「未來會死，“把握”現在」的逃避、否認的方式去縱

情享樂或從事高危險的活動來體驗目前存在的認同，或者採取自殺的行

動，都可能和其錯誤的死亡概念與生命態度有關（劉震鐘、鄧博仁譯，

1996）。

　　Orbach等人（1983）提出的自殺傾向模式，認為兒童與青少年對生命

與死亡的態度和其自殺傾向有關，分別是：(1)「生命吸引」（attraction 

to life, AL），指的是吾人認為生命是否愉悅的程度，可以是對生命的

正面動力；(2)「死亡吸引」（attraction to death, AD）：包括各種

61



文化與宗教的對死亡的信念，可能是追求死亡的動機；(3)「生命排斥」

（repulsion by life, RL），則包括心理的和身體的受苦經驗，可以是反

抗生存的動力；(4)「死亡排斥」（repulsion by death, RD），係指死亡

所引起的恐懼與焦慮，代表著對抗死亡或自殺的意志。自殺傾向的兒童有

高度的「生命排斥」與「死亡吸引」、有較低的「生命吸引」與「死亡排

斥」； Payne 與 Range（1996a; 1996b）發現「生命排斥」與「死亡排

斥」可以預測青年人的自殺，高自殺傾向的年輕人有較低的「死亡排斥」

與「生命吸引」。

　　綜合上述青少年自殺心理與對死亡的概念與態度，啟示吾人生命教育

的重要性，應該從小在適合的機會，在家庭中、學校中，有機會正確地指

引兒童及青少年建立積極健康的生死觀念，使其追尋自己獨特的生命意義

與價值，增加對生命的吸引，降低對死亡不正確或扭曲的認知與憧憬。在

面臨問題或生命挫折時，能夠有積極正向的生命信念，而不隨意有輕生的

念頭與舉動。

二、青少年的自殺行為模式之分析

　　以下擬介紹兩個自殺行為模式，都顯示出增加生的基本教育以及提升

生命的各種資源才是自殺防治的根本（張淑美，2006b）。

（一）自殺行為的形成歷程與各階段的預防模式

　　國內自殺研究專家吳金水（1990）曾介紹日本精神醫學專家中村一夫

的自殺傾向模式，認為先有脆弱的內在因素，再加上不良之外在因素交相

影響才逐漸形成“自殺傾向”，這個基因形成之後，只要環境上有重大挫

折或不如意之事發生，當事者就容易引發自殺意念。可見自殺之防範，除

了及時的危機介入外，就是要消除情境的危機並且早日發現自殺傾向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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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加以抒解。但是外在情境範圍至為複雜，因此只得從個人內在自殺傾向

之早期發現才是防範自殺的有效方法。吳金水並認為第一線預防階段，旨

在克服成長性危機，要從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交互影響的層面著手，有必

要實施「基本預防」，亦即生的教育。因此著重在第一線從教育工作著

手，加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建立積極正確的人生觀，當是根本之道。

（二）資源與要求蹺蹺板模式

　　社會心理學者對自殺成因與預防的看法則著重在個人與社會環境的問

題，包括家庭、學校與同儕（引自Jurich & Collins, 1996）。Hill在

1949年曾提出著名的ABC-X 說明自殺成因，X指危機，例如自殺，是由壓力

事件（A）與家庭資源（B）所交互影響而成；後來McCubbin 與Patterson

在1982年則增加積壓（pile-up）、因應策略、適應與回饋路徑，如果家庭

資源增加以及因應策略提升，則可以形成良好的適應。Jurich與Collins

（1996）承襲上述理論，提出「資源與要求蹺蹺板模式」（teeter-

totter），如下圖是資源與要求達到平衡的狀態。

63



Jurich與Collins（1996）歸納影響自殺的因素有五種：生理的、個人的、

家庭的、同儕的與社區的，位於蹺蹺板的中間，也就是支點；而蹺蹺板的

兩端，一為要求或壓力、一為資源。如果上述五項因素給予個體是較多的

要求與積壓，青少年會經歷不良的適應，而容易有自殺意念、企圖、乃至

自殺行為的產生；反之，五種因素提供較多資源而非積壓的要求或壓力，

並且提供因應策略，則促使個體經歷良好的適應，而有自我滿意與對生命

滿意的經驗。因此，假如教導青少年良好的因應策略，不管是提升資源或

者改變其對危機的知覺，都可以讓青少年體驗良好適應並且有力量去抗拒

自殺的嘗試。

參、根本的自殺防治之道－落實生命教育

　　從上述兩項自殺成因與預防之理論模式，也都在於強調最根本的自殺

防治，是在於平常加強內在的生的教育以及增加各種生存的資源開始。生

命教育的實施，正是加強基本教育（生的教育），從建立正確生死觀念以

及生命意義與價值觀著手，以及提升生存的資源與因應策略，正是自殺預

防的根本之道！

　　國內生命教育的倡導背景，也正是和校園中青少年自我傷害、自殺與

暴力行為有關，由前台灣省教育廳廳長陳英豪先生於民國86、87年間提

出，盼引導學子「認識生命、珍惜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張淑

美，2006a，2006c）。孫效智（2004）精簡定義生命教育為：「探究生命

中最核心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筆者認為：「生命教育

是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其課程理念與

實踐形式，包括正式、非正式與潛在課程的薰陶；課程開展的面向包括：

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乃至人與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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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聯繫與建構；課程目標包括認知、情意、行為與價值等層面；生

命教育特別強調關懷的情操與實踐的行動，尤其是各種體驗活動與服務學

習，期使生命感動生命、生命帶動生命；期使吾人的生命能達致全人的開

展、展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希望整個生存的環境也是一個有機的、

整體生命觀的發展」。

　　根據孫效智（2004）提出生命教育課程涵蓋三大核心領域，在普通高

中95暫綱中則規劃包括「生命教育概論」等，共有8個選修科目：

一、「終極關懷與實踐」領域：是有關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討，包含必死

　　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如何去開創意義的人生哲學、死亡的省思與準

　　備的各種死亡教育課題以及有關信仰的宗教教育等，涉及的是人生最

　　終極的why的課題。包括「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以及「生死

　　關懷」等科目。

二、「倫理思考與反省」領域：涉及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範疇，倫理學首

　　重思考與反省，關心人應該如何生活，探索「善是什麼」以及「如何

　　擇善」等課題。包括「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　

　　「生命與科技倫理」等科目。 

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領域：屬於人的身心靈與知情意行各層面，

　　有「人格與靈性發展」乙科。

　　從上述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內涵，可以發現生命教育著重於「最核心、

最終極的生命所為為何的課題」，以及希冀能夠和吾人內在生命結合，進

而真正能夠「知情意行合一」，旨在引領吾人思索「為何而生、為何而

死？這生死之途又要如何有意義地開展自己獨特的生命價值呢？」生命教

育不僅協助防治自殺，更在於提升生命的品質。不只是青年學子所需，也

是吾人終身要不斷追尋、探索與實踐的教育，許多實徵研究也發現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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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實施有助於提昇兒童與青少年的自我概念、人際關係與生命意義感

（張淑美，2006a）。

　　筆者認為自殺防治之最根本、究竟之道，應該就是更全面落實推廣

「生命教育」，對青少年本身極為重要，更應該是家庭、學校與社會教育

所需，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增加生命的資源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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