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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與抑鬱 

 雖然不是所有自殺者都是患有精神病，但醫學文獻顯
示抑鬱障礙與老年人自殺相關（Conwell＆Thompson，
2008)。 

 90％的自殺者患有可診斷的精神障礙（Cornwell. Y，
Duberstein PR，Cox C，1996）。 

 

  

 



Clues to suicide prevention in HK香港預防自殺的線索  
(Chiu et al, 1996; 2004; Tsoh et al, 2005) 

 

 Psychiatric illness, esp. depression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of 
suicide 

       精神病 ，尤其是抑郁症是一個重要的自殺危險因素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ose with past suicidal attempt and 

those expressing suicidal ideas 
      需要密切关注有自殺未遂史和曾經表示有企圖自殺的人 
 
 Poor health and pain  suicide risk 
      身体差和有病痛均會增加自殺風險 
 
 Primary care doctors may be gate keepers to detect suicidal 

elderly 
       社区前線醫生可為偵查長者自殺把關 

 



統計數字 

 抑鬱症是一種漸趨普遍的情緒病 

 據統計，本港已有超過三十萬人患上抑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全球抑鬱症患者超過
一億人，但少於25%的患者會尋求有效的治療。 

 估計到了2020年，抑鬱症會成為全球疾病排行榜
的第二位，發病率僅次於心臟病。 

 資料來源：醫管局智友站網頁  

 

 



按年齡組劃分的自殺率 

 

 

(Centre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2015年在香港根據不同年齡組別自殺方法統計 

 

(Centre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f all reported suicidal acts during 

their stay in HA hospitals in a 2-year period (2000-02) 

 

 26 間醫院 – 報告了277 自殺行動 

 10 間醫院 – 無個案 

 24 間醫院(減去2間精神科醫院) – 198 自殺行動 (190 病人) 

 







「自殺」-定義 

• 自殺是指人們為了終止生命，有意識地對
自己作出直接暴力行為 

• 結果他們因此行為最終死亡 

• Reference: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構成自殺的成份:  

1. 死亡是唯一結果 
2. 自殺者清楚了解及意識到他所做的行為會導致死

亡 

3. 自殺者自己直接做出此行為而責任在於自殺者自
己 

4. 自殺者有意圖及奇望得出此結果 

 

 

 

 

 

 



誰人需要自殺風險評估？ 
 

1. 說出自殺念頭的人 

2. 曾企圖自殺被救或自救的人  

3. 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或情緖混亂的人  

4. 行為表現出有可能患有心理健康問題  

5. 剛從急性精神病醫院出院 

6. 最近從急診科出院  



概括老人抑鬱的危險因素如下： 

喪失至親 
獨居、孤單 
性格孤僻、社交狹窄 
童年及年青時經歷創傷 
貧窮 
缺乏支持網絡 
女性、離婚或分居 
倫理關係障礙：婆媳、夫婦及子女問題 

有頑疾及痛症 
軀體傷殘 
缺乏自我照顧能力 
長期失眠 
智能及精神狀況欠佳 
有使用藥物及酒精之習慣 



評估工具 

• 漢氏憂鬱症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 老人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 康乃爾失智者憂鬱量表(Cornell Depression Scale for 

Dementia) 

• 悲傷的人量表 (SAD PERSONS Scale) 

• 貝克自殺意念量表 (Beck’s suicide intention scale (SIS))  

• 自殺意念量表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SSI)) 

 

 

 

 



常用詢問自殺的問題? 

世衛組織及歐洲多個中心研究自殺行為曾採用的簡
單問卷（Kerkhof et al，1999) 

• 你有召認真想過自殺（如結束你的生命或
殺死自己）？ 

• 你一路以來有沒有計劃過自殺？ 

• 你有否曾經嘗試過自殺？ 

• 如有，何時試過 ? 

 



Identifying level of Risk 

Ideation Plan Particular 

arrangement 

Access Time 

Imminent 

High 

Moderate 

Low 



Suicide Assessment Risk Factor Checklist for the Middle Aged 
Adapted from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3).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s.  Blumenthal, S. J. & Kupfer, D. J. 
(1988).  Clin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youth suicid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7: 1-24. 

Predisposing 

Factors 

Risk Factors 

(Vulnerability) 

Protective Factors Precipitating 

Factors 

Current State 

(Reaching Threshold) 

 Family History 

    of Suicide  

 

 Family History 

     of Psychiatric 

     Illness 

 

 Personal History 

     of sexual or 

     physical abuse 

 

 Middle Aged  Men 

 

Impulsive 

 

Physical Illness 

 

 Lack of social 

     support 

 

 Domestic 

violence* 

Has Past attempts 

     no. of times: __ 

 

      Unemployed 

 

Financial Debts 

 

Medical Illness 

  

Gambling 

 

Depression 

 

Panic Attacks 

 

Bipolar Disorder 

 

Schizophrenia 

 

Substance Abuse 

 

Strong social support 

 

strong belief that 

     suicide is wro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Positive coping 

skill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family ^ 

 

Positiv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 

 

 

 

 

Recent significant 

     personal loss or  

     humiliating         

     event 

 

 Recent Exposure  

     to suicide 

           

Improvement in 

     depression 

     resulting in 

     increased  

     strength 

 

Recent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Hopelessness 

 

Significant psychic 

      pain 

 

Aggressive 

 

Expressed suicidal  

     thoughts 

      __ Frequency 

      __Duration:____ 

      __ Intensity:____ 

 

Has a concrete plan 

 

Has the means to 

     carry out the plan 

 

Level of intent to die 

 

Tunnel vision 

 

 Polarized thinking 

 

 

 

Suicid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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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因素  

社會支持  

家庭凝聚力 /群體隸屬關係  

良好的應對/解決問題能力 

積極的價值觀和信念  

能尋求幫助 
 



溝通技巧: 
 

面對有自殺傾向長者的非語言溝通技巧 
 
保持同理心 
高度專注、有敏銳的觸覺 
冷靜和不作批評 
給患者足夠空間和時間去表達自己 
別打斷長者的發言 
保持眼神接觸 
強調與長者建立一個互信、合作和共同解决困難的關係 
讓長者建立希望 

 
 
 

                                                                                                             
 
                                                                                                                        



家 屬 錦 囊 
留意患者徵狀的轉變 

 

 如情緒低落、焦慮、失眠和
無胃口等 

 如有自殺念頭，應主動尋求
專業人士的協助﹐或往就近

的急症室求助 

 小心處理危險物品 
 

 
生活協調 

 鼓勵及陪伴他們 
 參加有益及群體活動 

 

保持照顧者身心健康 

 參加醫院或社區內的家屬互
助支援小組，舒緩內心壓力 

 保持個人興趣及適當的休息，
才能應付繁重的護理工作。 

 
 

 

 

 
 

留意身體狀況的變化 
 

 應注意病患者的飲食均衡 
  /體重 
 注意病患者的個人衛生 

 
 

關心及體諒患者 
 

 體會情緒困擾耐心聆聽 
 多些讚賞及鼓勵 
 勸導服用抗抑鬱藥 



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 
Elderly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 

 

 1-10-2002成立 
 為有自殺傾向的長者提供快捷和適切的精神
科診斷和治療 

 辨認出有自殺問題的個案 
 偵察長者自殺及抑鬱症的病徵 
 轉介 
 提供老人精神科的專科服務 



醫院管理局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  

 
 

社工  / 各前線同工   醫生  

 私人執業  社會福利署  

志願機構   普通科門診  

「熱線」   公立醫院  
 

 

對懷疑有自殺問題的老人  

進行  「標準篩選測驗」  

 

自殺風險評估三分或以上  

或  

過去兩年有自殺記錄  

或  

老人憂鬱量表八分或以上  
直接轉介  

轉介  

分區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  

速治診所  

早期預防服務  

家訪服務  

電話探訪服務  



轉介方法  
 

(A)  由社會福利署、志願機構、熱線服務同工、社工、社康護士轉介  
 
 轉介者如對懷疑有自殺問題或抑鬱症之長者，可約見長者進行轉介

表內的「標準篩選測驗」 ，若符合此服務要求便可轉介。 
 
(B) 由醫生轉介  
 
 任何醫生若遇有自殺問題或抑鬱症的長者，可直接轉介給所屬地區

的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 
 護士收到轉介信後，若長者的情況符合此服務要求，便可安排約見

或家訪，以便作出更詳細的評估。 
 
 





社區支援及求助渠道 
 

精神健康諮詢服務機構  
 

 
電話  

醫院管理局24小時精神科電話諮詢服務  2466 7350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 24小時健康教育熱線  2833 0111  

生命熱線(24小時熱線服務) 2382 0000  

生命熱線(探訪自殺危機長者服務)  2382 2001  

撒馬利亞防止自殺熱線  2389 2222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 健康情緒熱線  2144 6004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諮詢熱線 2535 4135  

人間互助社聯熱線  1878 668  

向晴軒  (24小時熱線)  18288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耆安鈴長者熱線服務」  1878 238  

社會福利署家庭服務中心 2343 2255  

香港心理衛生會健康諮詢服務  2772 0047  

伸手助人協會「耆英專線151」  9000 0222 151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2349 3212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復康一線通」  2794 1122 

  
參考網頁 

香港醫院管理局老人精神科速冶服務 http://www.ha.org.hk/espp/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http://www.sbhk.org.hk/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http://csrp.hku.hk/ 

信義會生命天使教育中心 http://www.lifeangel.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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