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谬论: “那些总是说要自杀的人往往不
会这么做。”
请认真对待任何关于自杀的威
胁。在那些自杀的人当中，80％
曾经向他人发出这样的警告。

聪 明 人 的 心 得 知 识 ， 智 慧 人 的 耳 求 知
识。

《箴言》18章15节

“不要和极度沮丧的人谈论自
杀，这将会带给他们自杀的想
法。”
你可以这样设想，那些极度沮丧
和担忧的人往往已经有了自杀的
想法。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有
个人聊聊，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预防措施。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
言，加增人的学问。

《箴言》16章21节

“一个虔诚信仰神的人，一定不
会自杀。”
伴随巨大压力的绝望也会打击一
个人的信仰。就像虔诚的先知耶
利米，即使最真诚的信徒也可能
被自杀的绝望吞没。当耶利米被
折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
悲叹道：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
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
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
咒诅！愿那人像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
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
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
使 我 母 亲 成 了 我 的 坟 墓 ， 胎 就 时 常 重 
大。
                                              

     《耶利米书》20章14-17节

自杀的 谬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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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	∶

 出黑暗，进光明 。

·		安乐死	∶

	 善意杀死的谬论。

·		负罪感∶

 无罪一身轻 。

·	盼望	∶

	 灵魂的锚。

·	拒绝	∶	

					医治受伤的心灵。

·		忧虑∶
	 喜乐偷窃者 。

相关题目⋯

	 	 	 	 	生活真的已经无法再延续了吗？

你是否在轻生的念头里挣扎？你是

否真的开始相信一种谎言？这种谎言

就是：“自我毁灭胜过神给与我的生

命。”其实，神对你的每一种担忧都

有同感，祂一定会从真理的角度来帮

你解决问题。耶稣说过：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8章32节

 对你每一种
担忧都有同感…

事实: 防止自杀
快速查询

《圣经》辅导钥匙之摘要

共同⋯	改变观念，改变心灵，改变生命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
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诗篇》42篇11节

谬论:

事实:

谬论:

事实:

    圣       
资  经
料  辅
库  导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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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故意漠视死亡的话题，不要说
					“别这样说话。”
·	要善于倾听——真正的倾听。“我	
					想听到有关你的生活和心态究竟是
					什么样的？”

·	不要这样承诺“我不会把这件事告
					诉别人的。”
·	要这样解释——“因为我关心你，
					所以我不会发誓为你保密。我太爱
					你了。”	

·	不要责怪别人或别事。“你有这种
					感觉完全是他的过错。”
·	要意识到，神知道那些不公平的事		
				 	情，但我们总可以选择自己的反
					应。你是要负责任地做出反应呢，
					还是不负责任地做出回应呢？

·	不要过快地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吧。”
·	要尽快帮他进行一次体检。

·	不要陷入神学的争论之中。
·	要真挚地为牵涉其中的每个人祷
					告，并且向他们保证：“神永远不
				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
医人的良药。

《箴言》12章18节 

1.自杀，表明你拒绝接受神赐下
				的“内心平安”

（《腓立比书》4章6-7节）

2.自杀，表明你拒绝接受神对于
			你寿命长短的主权。

（《诗篇》139篇13、16节）

3.自杀，表明你否认神是你生命
			的主宰。

（《哥林多前书》6章19节）

4.自杀，表明你拒绝服从神不许
			谋杀的命令。

（《申命记》5章17节）

5.自杀，表明你否定了神治愈你
			创伤的能力。

（《耶利米书》17章14节）

6.自杀，表明你拒绝了神为你带
			来希望的计划。

（《耶利米书》29章11节）

7.自杀，表明你拒绝那早已在
			你心里、可以让你变得更加
			虔诚的神的力量。

（《彼得后书》1章3-4节）

《圣经》 对自杀说
“不”的七个原因

3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 使心
欢乐。 

《箴言》12章25节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
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惟独他是我的磐
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
摇。

《诗篇》62篇5-6节

背 诵 金 句

真诚地面对。（《箴言》20章5节）

·	请严肃对待关于死亡和自杀的话题。
·	直接提问：“你想自杀吗？”
·	表达你的关切之情。

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

·	承认生活本来就是困难重重的。
·	指出生活往往就是在多个使人不愉快
					的选项中作选择。
·	列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並排序。

定下约定。6
（《加拉太书》6章2节）)

·	表达你的关爱以及帮助他的意愿，与
					他建立良好的关系。
·	问他是否愿意和你达成以下约定：
				“你愿意立下以下承诺吗？如果你想
					伤害自己，你会在这样做之前给我打
					电话。”	
·	要对方签名为证。
	

列出帮助措施。7
（《箴言》15章22节）

·	向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或心理治疗师
					咨询。
·	和牧师通电话。

给绝望者带来希望

       巨大而特殊的悲痛 4

·	震惊	：	“这一定搞错了。我几个小
																			时之前还看到她了呢。”
·	拒绝	：	“他一定觉得和我生活在一
																			起还不如去死呢。”
·	内疚	：	“我本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
																			一切的发生。”
·	愤怒	：	“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	忧伤	：	“我总是梦见我又和他在一
																			起了。”

       成为一个特别的朋友5

·	陪伴：哪怕仅仅是陪着他，你在他
																			身边就已经足够了。
·	倾听：倾听他的心里话，鼓励他把
																			心中的感受都说出来。
·	接纳：接受他所有的感受，不管他
																			的感受有多么无礼。
·	宽容：让幸存者看到你生命中软
																			弱的一面和宽容。
·	多祷告：当幸存者似乎能够接受现
					 	 	 	 	 	 	 	 	 	 	 	 	实了，提出为他祷告。

硏读的经文
《耶利米哀歌》3章19-24节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诗篇》 34篇18节

	《快速查询》是取自心灵希望的《圣经》辅

			导材料，为当今的难题提供直接、明了的

	《圣经》真理。详细资料请参考《圣经》辅

			导钥匙之	《	防止自杀》

给痛失亲朋
的人带去慰藉

							由自杀引起的情感上的后果比你想像
的更具毁灭性。很少有人有能力来到失去
亲友的人身边，安慰他们。痛苦的情感体
验让幸存者在忧伤中思索这个常常浮现在
脑海中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自杀?”
但是，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真正的答案。即
使自杀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大部分人还
是难以面对残酷的现实。

									

帮助家人和朋友
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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