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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衞生組織 2014 年公布了首份全球預防自殺報
告，指全世界每年都有超過 80 萬人死於自殺，此數字
比死於戰爭、謀殺和其它暴力死亡的總數還多 1。世界
衛生組織呼籲各地政府都應將預防自殺列為公共衛生促
進的首要任務，集合社會不同界別的資源，共同致力於
改善精神健康、預防自殺。

  據死因裁判庭的資料及本中心的分析顯示，估計本
港 2013 年死於自殺的約有九百多人，每 10 萬人中約有
12.9 人死於自殺，自 2003 年以來保持下降趨勢［表一］。
按年齡標準化之後，2012 年本港的自殺率為每 10 萬人
中 9.4 人，而世界衞生組織公布的同年全球年齡標準化
自殺率為每 10 萬人中約 11.4 人 1，顯示本港自殺率低於
全球水平。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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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居民年齡越長，自殺率越高。60 歲以上老年
人的自殺率在近年有所下降，但仍比整體自殺率高（在
2013 年每 10 萬人約有 22.2 人），需要社會投放更多資
源去增進長者的福祉 (well-being)。青少年自殺率雖然低
於其他年齡層，但由於該年齡段本身的死亡率較低，通
常青少年自殺案例會受到傳媒廣泛報導，而青少年又屬
於容易受到傳媒影響的易感人群，因此情況值得關注［表
二］。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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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的原因非常複雜，不能簡單概括。因此預防自
殺也需要採取公共健康的策略，不僅需要為高風險群組
提供精神方面的治療和輔導、為高危人士提供支援，還
需要全社會共同合作，鼓勵公眾在遇到困難時積極求助，
不必走向絕路，並減少整體人群暴露於高風險環境或資
訊中的機會。大眾傳媒，包括傳統媒體與新興的網絡媒
體，在其中應當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適當的傳媒報導
有利於提升公眾對預防自殺的認知，協助政府和相關團
體適切投放社會資源的使用與分配。傳媒可以公布自殺
率數字來令社會關注自殺預防，亦可以提供尋求協助、
應對困難的方法，協助有需要的人士渡過難關。但不適
當的報導則有可能帶來模仿效應，例如，令高危人士模
仿新的自殺方法，或採用相同的自殺方式來處理困境。
關於此類模仿效應的學術研究逐年增加，皆指出過度的
自殺報導有可能引發仿效。此外，本中心檢閱死因裁判
法庭的調查記錄發現，有個案曾在生前透過互聯網搜尋
而接觸到自殺方法，在個人電腦中保存網上新聞報導的
自殺方法，並最終採取了與新聞報導一樣的方法自殺身
亡。此類個案再次印證了媒體不適當報導的影響。

  本中心在 2004 年曾出版《自殺新聞報導建議》( 以
下簡稱《建議》)。2008 年本中心發表了一篇學術文章，
發現自《建議》推出後，自殺新聞被刊登在頭版，以及
刊登血腥、暴力的圖片有所減少，顯示專為傳媒工作者
而設的建議能改善其報導方式 2。此後我們持續與本地傳
媒工作者溝通，收集反饋，得悉很多傳媒工作者都希望
以新聞報導推動社會進步。我們願在這一共同目標的基
礎上，借這本小冊子與傳媒專業人士保持溝通。與上一
版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通過多次深入訪談、聚焦小組
採集了傳媒工作者對上一版《建議》的反饋，以及他們
對於傳媒如何協助預防自殺的建議；此外，因應新媒體
傳播的背景，我們系統地檢閱了全世界不同地方有關處
理自殺新聞及網上相關信息的建議。因此，此次新版反
映了更多傳媒工作者的需求和建議，也更適應當下網絡
傳播盛行的背景，希望成為傳媒工作者處理與自殺有關
新聞或信息時的實用手冊。

  我們感謝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
區科學研究所與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張書森博士、香
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博士的長期支
持，及各方傳媒專業人士的不吝賜教。

  如你對此手冊有任何意見和建議，歡迎與本中心聯
繫：csrp@hku.hk.

葉兆輝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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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新聞工作者普遍認同的基本工作操守除了「尋
求真理、如實報導」之外，亦包括「將傷害減至最低」
（Minimize harm3）。有網絡信息公司亦曾提出「不作
惡」（Don’t be evil4）的準則。此類原則可為新聞工作
者、網絡信息傳播者參與預防自殺的基礎。

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建議

• 傳媒工作者在報導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
 尊重自殺或意圖自殺案件中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
免增添他們的傷痛 5；

 避免向自殺死者或自殺意圖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
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
們承受更重心理壓力 6；

• 訪問自殺死者家屬、自殺意圖者，及其家屬時，請保
持關懷與具敏感度的傾聽，這本身可能就具有支持的
力量 7。同時注意受訪者的精神狀態和安全，有需要時
可轉介社工、精神科醫生，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予以協
助；

 對於身處困境或嚴重抑鬱的人，必須小心避免給予
過於直接的建議（即使是正面建議），這可能並不
適合當事人的身心狀況，可考慮以關懷態度傾聽，
避免直接給建議或評論；

 顧及死者親友或自殺意圖者的感受，避免暗訪，避
免過份追訪騷擾，而加重心理傷害 5。

原則一：

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
潛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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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工作者通常承受繁重工作壓力，機構可設置心理
健康服務或轉介服務，方便採編同事求助；

• 新聞工作者及工會應促請機構創造有利身心健康的工
作環境與輪班制度，並鼓勵同事求助與互相關懷，以
預防過度壓力所造成的職業倦怠 (burnout)；

• 新 聞 工 作 者 或 工 會 可 促 請 機 構 提 供 身 心 健 康 議 
題（包括防止自殺）的在職訓練，提升相關知識與了解，
以及採訪上應注意的事項；

• 記者需留意自己在採訪時的情緒反應，有需要時應向
精神健康相關專業人士或團體諮詢求助 9,10。

• 報道時可考慮提及自殺的先兆，讓公眾提高警覺，以
及因應自殺風險的技巧，及時對有自殺傾向的人提供
協助 5；

• 盡量提供解決方法及求助渠道（如相關的求助熱線），
加入心理健康專家、社工、防止自殺團體等專業人士
意見 5；

• 盡量提供精神復康的資訊，或其他心理輔導及社會輔
助服務及聯絡方法，助受困者及其家人應對困難 5。

• 列出珍愛生命之類警告字句，提供成功因應困難的例
子以平衡報導。

原則二：

促進公共心理健康教育及
預防自殺

原則三：

關心記者及相關媒體
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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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題與編輯

• 自殺新聞在涉及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具有報導的
價值 ;

• 避免以顯著、聳動的方式報導自殺新聞；
 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
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者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
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 5； 

 處理知名人士案件更應特別小心，避免過份美
化、浪漫化。因為知名人士經常被大眾市民，尤
其是青少年常視為偶像或英雄，其自殺或自我傷
害的行為容易造成模仿效應 5；

• 避免將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
• 避免重刊過往的自殺個案，或在個案之間建立鏈接

或列表；
• 自殺相關的用語建議（儘量採用中立、中性的用語）9：

避免  建議 

有關自殺 自殺成功；	
自殺失敗

自殺；
自殺身亡

有關自我傷害 自毀；
自殘

自傷行為；	
自我傷害

有關企圖自殺 自殺不遂；	
自殺未遂

自殺意圖；	
自殺企圖

2.	報道內容

• 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
細節 5；

• 避免美化、浪漫化、感性化、英雄化自殺行為 5；
• 避免將自殺描述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5；
• 避免揣測自殺原因或將自殺原因簡單化 5；
• 避免誇大、批評、或同情自殺行為；
• 避免刊登遺書 9；
• 避免以風水、玄學等方式將自殺事件解讀為命中注

定或神秘行為。

具體報道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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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片及影像

• 顧及當下傳媒的受眾廣泛，包括未成年人，請避免
刊登血腥、暴力、或不雅的圖片或影像 5；

• 避免刊登自殺者或自殺意圖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
益而需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 5；

• 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或刊登自殺或自殺
意圖現場相片，例如帶箭咀的現場相片 10；

• 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
景，例如危處高樓或躍下之連環相片，或是呈現自
殺方式細節的畫面或照片 5, 11。

4.	網站

• 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
• 傳媒網站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

之，建議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
神健康服務網站 11,12；

• 避免上載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
• 建議對傳媒網站的新聞評論加以留意，避免留言區

出現言語暴力、侵犯隱私等現象。如有評論包含人
身攻擊內容，有可能對高危人士造成傷害；

• 事後若發現網路新聞具有上述需避免的自殺報導、
圖片或影片時，能夠及時移除，避免長存於網路上
被高危人士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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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搜尋功能

• 當用戶搜尋自殺相關的關鍵詞時，系統會自動在結
果頁面的顯著位置顯示相關防止自殺團體的熱線與
網站鏈結，或者提供防止自殺及求助互助的指引；

• 當用戶搜尋自殺相關的關鍵詞時，避免使用自動算
法為用戶提供關鍵詞優化推薦。

6.	社交媒體

• 若發現有關自殺的主題，建議通過留言或推送信息
的方式鏈接到防止自殺團體或相關的精神健康服務
網站，以便有自殺意圖者或其身邊的家人或朋友及
時求助 12；

• 討論區應避免討論自殺方式、自殺熱點或集體自殺；
• 用標籤 (hashtags) 鼓勵及協助有需要人士向專業

人士及機構求助 12；
• 留意並防止網絡欺凌，其受害者多為自殺高危人士；
• 可考慮提供使用者相關指引，以提高對顯示有抑鬱

和自殺風險留言的警覺，並提供如何因應與轉介的
一般建議。

v 案例點評

  我們每日瀏覽本港報章及網路，檢閱與自殺有關
的內容，見到不少報導或網絡信息發放有值得讚賞之
處，亦有些可以做出改進。我們選擇其中部分案例作
出點評，並希望這些點評能給予傳媒工作者具體的參
考意見。點評會在本中心網站持續更新。

案例包括，但不限於：

•  如何報導新自殺方法、
•  連續多宗自殺、
•  個別人群的自殺問題、
•  自殺者親屬感受，
•  如何正確地報導自殺行為的相對策略、
•  鼓勵求助、
•  通過網路搜尋功能協助防止自殺。

歡迎訪問以下網址了解詳情：http://csrp.hku.hk/media

v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自殺新聞報導的六應與六不
應，內容請瀏覽本中心網站 http://csrp.hku.hk/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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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問曾自殺的人對預防自殺有幫助嗎？
 視乎訪問對象及內容。如果訪問曾意圖自殺的成年人，

由他們講述他們的心理轉變、因應危機的成功經驗，
及轉介的方法，可對預防自殺起正面作用。但若訪問
曾意圖自殺的年青人，則可能使其他青少年會誤以為
自殺能使自己受到外間注目。

2.	 難道只是讀自殺新聞便會導致自殺嗎？
 沒有證據顯示自殺報導會令原本沒有自殺傾向的人選

擇輕生，但若自殺高危者接觸到傳媒的自殺報導，有
可能會激發他們的認同，或模仿新的自殺方法。傳媒
在報導時應持謹慎和負責任的態度。

3.	 若有意自殺的人去意已決，難道傳媒報導能令他們放
棄自殺念頭？

 其實許多有自殺意念的人是猶疑不定的，自殺的衝動
往往是起起伏伏的，不少有自殺想法的人也試圖找尋
其它減輕痛苦的出路，適當的協助及輔導，甚至只是
傾聽，可以有效提供支持，減輕無助無望感，亦能紓
解其自殺危機。

4.	 很多人口口聲聲說要自殺，其實只說不做？
 曾經意圖自殺的人，比一般人自殺的機會高出很多；

綜合多個研究的結果，約三至六成的意圖自殺者過往
曾有自殺意圖，一年內再企圖自殺的有 15 － 25%，
真正死於自殺約 1-2%，是一般人口自殺風險的一百
倍；有約四成死於自殺者，過往曾意圖自殺 22。所以
不應輕視別人聲稱自殺的說話，必須慎重看待，轉介
有關的輔導機構並尋找協助。

5.	 若傳媒停止報導某一種自殺方法，難道意圖自殺的人
就不會找另一種方法輕生？

 傳媒詳述報導自殺的方法，不單令該方法更普遍，如
果該方法致命性高，一般人容易接觸到的話，也會增
加自殺的風險。以維也納的跳軌自殺為例，傳媒指引
出台後，跳軌的宗數減少，其他自殺方法亦沒有增加，
顯示意圖自殺者並沒有選擇另一個方法輕生。

6.	 上述的建議諸多限制，會否影響新聞自由？
 專業新聞操守倡議「將傷害減至最低」，上述的建議

與新聞自由同樣是從公眾的利益出發。當傳媒享有新
聞自由的同時，也需擔當一個負責任的角色。當傳媒
知悉及充分被知會有關自殺報導有可能對某些讀者構
成不良後果的時候，傳媒便有負責正視問題。

常見問題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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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在都是網絡媒體的世界，很少人看報紙，建議報紙
審慎報導自殺沒太大意義？

 網絡媒體提供更多平台令信息快速傳播，但網上自殺
新聞的內容仍主要來自傳統媒體或傳統媒體附屬網站
的報導。若傳統媒體可在信息發布的源頭做出改善，
更有利於網上的預防自殺工作。

8.	 人選擇自殺的原因複雜，為何要諉過傳媒？
 自殺的原因的確非常複雜，不會單由某一原因引致。

因此，我們不應該將問題怪責任何一方。事實上，防
止自殺的工作是每一位公民的責任，每一個人也應參
與和盡一分力，醫生、社工和一般市民也責無旁貸。
既然自殺與傳媒報導有關的事實已被確認，專業的傳
媒工作者必須小心處理有關的報導；從另一個角度而
言，傳媒在防止自殺的工作上，亦可擔當正面和重要
角色 , 成為弱勢社群的守護者。

9.	 在哪裡可以找到有關香港自殺問題的資料？有哪些專
家可供訪問？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專門從事香港
自殺問題的科學實證研究，本中心並且整理了香港自
殺的統計數據和相關資料，中心的工作人員亦樂意協
助傳媒機構作出專業的報導 ( 聯絡方法顯示在最後一
頁 )。詳情可瀏覽 http://csrp.hku.hk，或致電 2831-
5232 查詢。你還可以在本中心網站找到其他互聯網資
訊（例如，香港有關防止自殺的政府部門及機構、其
他國際防止自殺團體網站等）。

10.	抑鬱症是甚麼？它與自殺有何關係？
 有很大比例的自殺者，生前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情緒

病徵狀，其中之一是抑鬱症。若任何人持續有以下數
個徵狀，持續一段時間，並對學業、工作和人際關係
造成顯著影響，便有可能患上抑鬱症，必須立即尋求
協助。徵狀包括：明顯心情低落、對所有事情皆無興
趣、食慾不振或大增導致體重驟升驟降 5%、失眠或
渴睡、行為明顯激躁或遲滯、差不多每天也感到疲倦
和體力下降、自我價值低落、無原無故的內疚、對未
來感絕望、不能集中精神和猶豫不決，和經常有死亡
或自殺的念頭；詳情可以參考本中心的「憂鬱小王子」
網站 (www.depresssio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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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

自殺危機求助熱線

輔導服務

生命熱線 2382-0000

撒瑪利亞會
( 多種語言部 )

2896-0000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2222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2255

香港明愛向晴熱線 18288

突破輔導中心 2377-8511

香港青年協會
( 關心一線 )

2777-8899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輔導服務

2731-6251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輔導服務

3413-1604

循道衛理中心
心理輔導服務

2520-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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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資源

網頁資源

生命熱線 http://www.sps.org.hk

撒瑪利亞會
( 多種語言部 )

http://samaritans.org.hk/

撒瑪利亞
防止自殺會

http://www.sbhk.org.hk

社會福利署 http://www.swd.gov.hk

香港明愛向晴軒 http://fcsc.caritas.org.hk/

突破輔導中心
http://www.break-
through.org.hk/chi/
counselling/index.html

香港青年協會
( 關心一線 )

http://mcc.hkfyg.org.hk/

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

http://www.hkcs.org/in-
dex.php

浸會愛群
社會服務處

http://www.bokss.org.hk

循道衛理中心 http://www.method-
ist-centre.com

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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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專家意見？

自殺問題與心理健康

自殺統計數字、公共健康政策及一般問題

自殺問題與精神健康

自殺問題與社會服務

自殺與傳媒、社交媒體關係、專業傳媒報導

自殺與喪親輔導

我們很樂意在報導自殺案件上
與各位有更多的討論和合作。

如需進一步之資料，請不吝與本中心同事聯繫。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葉兆輝教授
電話：2831-5232   電郵：sfpyip@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程綺瑾博士
電話：2831-5240   電郵：chengqj@connect.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教授  陳友凱教授
電話：2255-4486   電郵：eyhchen@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羅亦華博士
電話：3917-5940   電郵：flawhk@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臨床心理學家  沈君瑜女士
電話：2831-5232   電郵：angies@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黃蔚澄博士
電話：3917-5029   電郵：paulw@hku.hk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周燕雯博士
電話：3917-5530   電郵：chowamy@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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