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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外性犯罪研究的現況 

在各類的犯罪中，性犯罪是最易引起爭議的犯罪之一，每一件罪行都

會引來社會大眾和輿論的高度關注，其原因是性犯罪影響所及，不只傷害

了受害者對身體的自主權，還深深地撕裂了受害者對人際關係的信任感，

因此漸漸的有不同領域的研究者著手投入探索性犯罪的可能成因，以其能

有效地預測或預防性犯罪的發生。此外，性犯罪者在假釋期間再犯的事件

屢見不鮮也最令大眾所詬病及憤慨，為了能有效地遏止性犯罪的再犯

（recidivism），對於性犯罪者的「危險評估」（risk assessment）（Hanson & 

Harris, 2001）成為性犯罪研究領域中的重要課題。 

國內有關性犯罪的研究始於 90 年代初期，當時因頻頻傳出校園性騷

擾的事件，因此有關性犯罪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性騷擾事件的現狀調查，例

如：呂寶靜（民 81）對台灣地區工作場所性騷擾做調查、陳若璋（民 83）

對全國九所大學男女學生進行性騷擾調查等，鮮少有對性犯罪者相關的研

究論文。隨著性犯罪案件的增加，喚起大家希望對性犯罪者有更多認識的

需求，才逐漸開始有了對性犯罪者特質介紹及描述性的文章，但大多以介

紹美、加、日本的研究為主，如陳若璋（民 81）『性騷擾，他們是誰，我

們又要討論什麼？』。而後由於性暴力案件的遽增及法令的開展，有關性

犯罪者特質及成因的研究也陸續出現，例如：許春金（民 81）進行強暴犯

類型的相關因子研究、黃軍義（民 84）用訪談方式建立強姦犯犯罪之成因

概念模型等，研究的主題和範圍也較為擴展，包括性犯罪者的一般特質、

犯罪手法、相關因子等成因性的研究論文，也有比較不同類型加害者的特

質研究、探討心理評估鑑定和治療方案等論文（陳若璋，民 90）。 

由於性犯罪相關法律的變革以及政府持續推動性侵害防治工作，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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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更重視對性犯罪者的了解、治療與管制，也更關切性犯罪者出獄或假

釋後，其再犯率（recidivism）的問題。有研究者透過內政部警政署所公布

之刑案統計資料，推估臺灣地區從民國 75 年至 85 年左右，10 年內的強暴

案件平均每年約有六千多件（羅燦煐，1996；黃富源，1995），亦有研究

者針對性犯罪者進行追蹤研究，透過分析北台灣某監獄的檔案資料，篩選

出 349位出獄的性犯罪受刑人，追蹤其自民國 84 年離開監獄至民國 92 年

之再犯情形，發現性犯罪的再犯率為 10.3%（追蹤時間 7 年）（陳炯旭、周

孫元，2004）。 

上述資料的出爐讓國內對性犯罪者的再犯危險評估或再犯因子的研

究受到關注，但目前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並不多，以陳若璋等人（民 91）進

行性犯罪連續犯的預測因子系列研究為大宗，該系列研究多以性犯罪者再

犯的靜態因子（static factors）為主，亦即從性犯罪者個人過去生活發展的

軌跡當中，找出和其再度犯下性犯罪有明顯關連性的變項，例如：前科紀

錄、早先犯罪性侵害的次數、兒童或青少年時期的偏差行為⋯等，由於這

些相關聯的變項是已經發生完的個人史，其最大特徵是不可改變的

（unchangeable），故雖可用來預測性犯罪者再犯的可能性有多高，卻無法

用來評估性犯罪者處於再犯危險中的可能變異，對於危險評估而言，為了

評量變異性，必需要具備動態（可變的）危險因子的相關知識，例如：犯

罪者的特質或傾向、情緒變化等，才能完整達成危險評估的目的－發展出

矯治方案來降低再犯風險（Hanson & Bussière, 1996, 1998），然而國內針對

動態危險因子的研究卻付之闕如。 

國外對於性犯罪的研究已進行約三十年之久，研究的主題多元、深

入，可謂百家爭鳴，而 Hanson 更是自 90 年代至今研究性犯罪再犯及危險

因子的翹楚之一，他與 Bussière（1996, 1998）回顧了 61個不同的追踪研

究結果，總數超過 28,972位性犯罪者，發現性犯罪者再犯的比率會因為追

蹤時間逐漸拉長，而有向上攀升的趨勢，例如：以性犯罪者釋放後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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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時間四到五年裡，成人強暴犯再犯性犯罪的比率約為 18.9%，而兒童

猥褻者則為 12.7%，換言之，性犯罪的總體再犯率約 13.4%。然而，若將

追蹤的時距拉長到 15至 25年的話，性犯罪者的再犯比率增加到 35%～45%

左右，因此，可觀察到長期追蹤之性犯罪再犯率攀升將超越一倍以上。此

外，Hall（1995）亦曾網羅 1989 年至 1994 年間所發表的各種有關性犯罪

者的心理治療研究，並自其中篩選出 12 個研究進行整合分析（性犯罪者

樣本數為 1,313人），結果發現性犯罪者接受心理治療的平均時間約為一年

半左右，追蹤時間超過五年，其再犯率為 19%，而未經心理治療之對照組

再犯率為 27%。因此，由該研究所呈現的數據中可觀察到心理治療對性罪

犯之再犯率降低雖具顯著影響力，但仍有為數不少的性犯罪者難以在心理

治療中獲益而改善其傷害他人的偏差行為。 

綜觀這些國內外研究的犯罪統計數據，其來源皆仰賴司法或刑案記

錄，多從受害者報案或加害者被逮捕的資料中分析，但犯罪行為因事涉法

律刑責的問題，因此有許多違反法律的性侵害案件並未被真實的報告出來

（Abel & Rouleau, 1990），所以性犯罪者的再犯率是很有可能被低估的，

研究者對這些再犯數據也多半抱持保留的態度。另外，從性犯罪者接受預

防再犯計畫（Relapse Prevention Program）的效果研究來看，性犯罪者在接

受治療後若未評估其再犯危險，則未必可降低再犯率，甚至再犯的比率與

未接受治療者並無顯著差異（Marques et al., 2005），因此對於性犯罪者的

「危險評估」，有必要做深入的了解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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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犯罪者的危險評估 

根據 Boer、Hart、Kropp 及 Webster（1997）的觀點，危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乃在指稱性犯罪者再犯的危險性以及發展出處治方案來降低此

危險性。Prentky 與 Burgess（2000）認為危險性評估不是評估性犯罪者有

多危險（assessment of dangerousness），而是在評估性犯罪者身陷困境（the 

presence of a potential hazard）的程度，以及這種困境帶來犯行的可能性，

如此才能有利於發展治療計畫，因為要降低的是性犯罪者的困境，困境的

消除才能降低再犯的可能性。 

目前有關性侵害的危險評估研究，較具完整性的文獻乃 Hanson 與其

同事利用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所進行的兩篇文章，一為 Hanson 與

Bussière（1996）的文章，另一為 Hanson與Moton-Bougon（2004）的文章，

這兩篇文章均在探討那些危險因子與性犯罪的再犯具有顯著的相關。

Hanson與 Bussière在 1996 年乃著重於性犯罪的再犯因子（recidivism risk 

factors）的研究，尚未將再犯因子的類別加以區分，自 1998 年開始，Hanson

與其同事在探討性犯罪的危險評估乃嘗試從兩個角度討論影響性犯罪者

再犯的相關因素，首先是「靜態因子」（static factors）的概念，也就是從

性犯罪者個人過去生活發展的軌跡當中，找出和其再度犯下性犯罪有明顯

關連性的變項，例如：前科紀錄、之前的犯罪行為內涵、兒童或青少年時

期的偏差行為、受害者是否為陌生人⋯等，由於這些相關聯的變項是已經

發生完的個人史，這些變項的最大特徵是不可改變的（unchangeable），故

雖可用來預測性犯罪者之再犯可能性有多高，對危險評估而言，也能提供

許多有幫助的訊息，但卻無法告訴治療者該由哪方面著手規劃治療方案，

因為靜態因子只包含了不能改變的歷史變項（Hanson & Bussière, 1996, 

1998）。 

關於靜態因子的研究，Hanson 與 Bussière（1998）分析了 61 篇相關

文獻的研究結果，其中涵蓋了將近三萬名性犯罪者的資料分析，之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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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犯再犯的靜態危險因子結果如表 2-2-1所示。由表 2-2-1結果可知，性

偏差（sexual deviant）或異常性興趣（deviant sexual interest）對性犯罪再

犯的影響最大，其中以「對兒童的性癖好」及「偏差的性癖好」影響最鉅；

「反社會人格」、「過去的犯罪紀錄」、「年齡」、「未結婚」、「未完成療程」

等對性犯罪的再犯亦具影響性，這樣的結果顯示靜態因子對再犯的影響性

是大的，但該研究尚未考慮動態因子的評估。 

表 2-2-1：性犯罪再犯的靜態預測因子（摘自 Hanson & Bussière, 1998） 

危 險 因 子 
平均的 

相關係數
樣本數(研究數）

性偏差 

對兒童的性癖好 

偏差的性癖好 

過去的性犯罪紀錄 

對陌生人侵害 

早發性的性犯罪 

非近親受害者 

男童受害者 

多樣性的性犯罪 

犯罪史/生活型態 

反社會人格/心理病態人格 

過去的犯罪紀錄(非性犯罪/任何形式的犯罪) 

人口統計因子 

年齡(年輕) 

單身(未婚) 

治療史 

未完成療程 

 

0.32 

0.22 

0.19 

0.15 

0.12 

0.11 

0.11 

0.10 

 

0.14 

0.13 

 

0.13 

0.11 

 

0.17 

 

4853(7) 

570(5) 

11294(29) 

465(4) 

919(4) 

6889(21) 

10294(19) 

6011(5) 

 

811(6) 

8683(20) 

 

6969(21) 

2850(8) 

 

806(6) 

 

相較於「靜態因子」而言，「動態因子」（dynamic factors）的概念則

較具前瞻性，因為論及性犯罪者可被改變（changeable）之形成和觸發犯

行的內在機制，因此，可以提供臨床專業人員觀察治療前後性犯罪者再犯

危險或可能性的變動。「動態因子」又可以進一步地細分為兩個部分：「穩

定動態因子」（stable dynamic factors）與「急性動態因子」（acute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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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穩定動態因子」指的是性犯罪者某些表現出來之特性或傾向，

而這些特性或傾向大概需持續數個月或數年的時間逐漸穩固下來，例如：

反社會人格、酗酒、嗑藥⋯等，並不容易改變（potential to change）；而「急

性動態因子」則是指性犯罪者短時間內起伏變動的表現，為其犯案的時機

（timing）的警訊（signal），例如：犯案前數天或數小時感到情緒低落、

憤怒失控⋯等（Hanson & Harris, 2000）。 

Hanson與 Harris（2000）以晤談觀護人及檔案回顧的方式，對 208位

性犯罪再犯者及 201位非再犯者進行動態因子的比較，希望藉著研究結果

點現出處置介入之道。結果發現，再犯者比非再犯者具有較差的社會支

持、不良的性侵害態度、反社會人格型態、不良的自我調節策略，以及對

監控或督導的不順從。再犯者在再犯之前會有較多的生氣（anger）及負向

情緒。這樣的結果即使在控制了靜態因子的影響，仍存在動態因子與再犯

間的顯著關係。 

Hanson（2001）以社會認知的觀點分析影響性犯罪者再犯的動態因

素，並認為犯罪者之所以一再展現出性攻擊行為，與其過去生活經驗所建

構出之偏差的認知基模（schema）或習慣反應模式有關，因為犯罪者受到

環境刺激或喚起後，其所表現出的種種反應皆與其內在的價值觀和性格特

徵一致。Hanson進一步根據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整理出影響性犯罪者再

犯的五個核心動態因子（表 2-2-2）：親密關係缺陷（intimacy deficits）、負

向同儕影響力（negative peer influence）、容忍性侵害的態度（attitudes 

tolerant of sexual assault）、情緒/性慾之自我調控問題（emotion / sexual 

self-regulation）、普遍的自我調控或自我控制發生問題（ general 

self-regulation or self-contro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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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性犯罪再犯的動態預測因子（摘自 Hanson, 2001） 

再犯程度 
預測因子 

低 中 高 

 
親密關係缺失 

(intimacy deficits) 
 
 
 

負向的同儕影響 
(negative peer influence) 

 
 

容忍性侵害的態度 
(Attitudes tolerant of sexual assault) 

 
 

情緒/性慾的自我調控 
(Emotional/sexual self-regulation) 

 
 
 

普遍的自我調控或自我控制策略 
(General self-regulation or 

self-control strategies) 

 
和一位適當的伴侶有穩定的關
係，以及有數個具建設性的長期
友誼。 
 
 
所有的重要他人都具有正向的
影響力。 
 
 
確認沒有任何的性犯罪是情有
可原的。一致性的認為性犯最是
錯誤的。 
 
能一致地不依賴性幻想或高風
險行為來因應壓力情境。 
 
 
 
一致地與監控和/或治療合作。即
使涉及個人的犧牲，仍會迴避高
風險情境。 

 
有一些親密關係，但短期或不滿
意。 
 
 
 
混雜了正面和負面的影響力。 
 
 
 
大體上不贊同性犯罪，但偶而表
達辯解/正當的理由(例如：成熟
的兒童，被害者的要求)。 
 
當有壓力時，偶而陷入性幻想(偏
差的或其他形式的)和/或高風險
行為。 
 
 
承認需要自我調控，但很少承諾
或執行力薄弱。參與治療但動機
不高。偶而會錯過約定的時間/
需重新排定時間。 

 
沒有親密關係，或僅和完全不適
當的伴侶(例如：兒童)有關係。 
 
 
 
明顯偏差的同儕團體(例如：戀童
癖交換會員，飛車黨)。 
 
 
認為性犯罪沒有什麼錯，在許多
情境下會辯解(例如：法定年齡的
規定是太〝獨斷的〞)。 
 
負向的情緒/壓力一致地觸發性
想像，並感覺渴望付諸行動。經
常感覺性挫折以及不能/不願意
延宕滿足。 
 
在監控下仍表現不在意，或明顯
操弄的。感覺不需要改變/自我監
控或感覺〝失控〞。經常未參與
或退出治療。經常暴露在高風險
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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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靜態、動態因子在性犯罪者再犯的預測上具有旗鼓相當的貢獻，

2004 年，Hanson 與 Morton-Bourgon 採用靜態因子、穩定動態因子及急性

動態因子等的概念分析 95篇相關文獻，含括了 31,000名以上的性犯罪者資

料，其結果如表 2-2-3所示。 

表 2-2-3：性犯罪再犯的預測因子（摘自 Hanson & Morton-Bourgon, 2004） 

危險因子 
平均的 

相關係數
樣本數(研究數) 

性偏差 

任何異常性興趣 

對兒童的性興趣 

性倒錯興趣 

性偏好 

反社會傾向 

反社會人格 

心理病態人格 

一般性自我調控能力問題 
衝動性、魯莽行為 

問題解決能力不良 

職業不穩定 

不良的童年環境 

與父母分離 

童年遭遇性虐待 

與母親有負向關係 

親密關係缺失 

親密關係的衝突 

童年的情緒認同 

性態度 
對性犯罪的容忍態度 
性知識不足 

一般性心理問題 

一般心理功能的偏離 

焦慮 

臨床表現 

缺乏對受害者之同理心 
否認性侵害 

淡化罪行 

 

0.31 

0.33 

0.21 

0.39 

 

0.21 

0.29 

0.37 

0.25 

0.14 

0.22 

 

0.16 

0.09 

0.09 

 

0.36 

0.42 

 

0.22 

0.11 

 

0.12 

0.07 

 

-0.08 

0.02 

0.06 

 

2769(16) 

438(4) 

477(4) 

1119(6) 

 

3267(12) 

2783(13) 

2411(15) 

775(6) 

475(3) 

5357(15) 

 

4145(13) 

5711(11) 

565(4) 

 

298(4) 

419(3) 

 

1617(9) 

1364(5) 

 

2618(9) 

667(6) 

 

1745(5) 

1780(9)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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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3的結果可知，異常性興趣、反社會傾向、親密關係的缺失與

性犯罪的再犯具有顯著的相關，這樣的結果說明了形成性罪犯的再犯之危

險因子乃需包括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兩部分。但從表 2-2-3的結果來看，不

良的童年環境、一般心理問題和臨床表現則與再犯間不具顯著的相關。 

由 Hanson 等人（Hanson & Bussière, 1996, 1998；Hanson & Harris, 

2000；Hanson & Morton-Bourgon, 2004）所進行的一系列整合研究可得知，

目前國外進行性犯罪危險評估的方式計有六種，分別是（1）非結構的臨床

判斷（unstructured clinical judgment），（2）單純地精算取向（a purely actuarial 

approach），（3）指導性的臨床判斷（guided clinical judgment），（4）病歷式

的危險評估（anamnestic risk assessment），（5）研究主導的臨床判斷

（research-guided clinical judgment），（6）依臨床所需的精算取向（clinically 

adjusted actuarial approach）（Beech & Ward, 2004）。不管是哪一種方式，主

要可分為臨床判斷與精算取向兩大類。Hanson、Morton 與 Harris（2003）

以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當為預測性犯罪再犯的指標，其

結果顯示精算取向的 AUC（area under the curve）統計值為.68，研究主導的

臨床判斷之 AUC為.64，但非結構的臨床判斷之 AUC為.58，這些結果顯示

精算取向在性犯罪危險評估的實用性是較好的方式。 

Beech與Ward則對精算取向的方式有下列評論：（1）由於這些精算取

向的評估方式大多採用過去的犯罪史及其嚴重程度（如 Static-99, VRAG），

並無法區分出不同犯罪類型與性犯罪再犯間的關係，（2）精算取向的評估

方式（如 Static-99, SORAG）對每一題目的加權大多一樣，然而有些題項可

能比其他題項的預測力更好，而不能把所有題項均視為具同樣的預測效

力，（3）目前所發展出來的各種精算取向之評估向度不一，使得在概念上

甚至運用上會出現何種向度才是主要的評估內容之質疑（Beech & Ward, 

2004）。 

Don（1997）也認為精算取向的評估方式的最主要問題為缺乏理論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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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因此會令人質疑研究結果的概化（generalization），另外，精算取向的

評估內容偏重在靜態歷史因子的測量，使得評估與治療間的連結是不夠

的。Beech、Fisher與 Thornton（2003）亦支持此種想法。 

Beech 與 Ward（2004）認為性犯罪危險評估的理論依據，需以病因

（etiology）的構念為基礎，亦即有關再犯的危險因子亦是發生性犯罪行為

的原因，但過去對性犯罪危險因子的研究，大多只處理外在的行為或臨床

症狀（clinical symptoms），例如 Hanson（2001），Thornton（2002）所提的

危險因子範疇（Ward & Beech, 2005），而較少涉及影響內在心理機制的探

討。因此 Beech與Ward主張如要評估性犯罪者再犯的危險性，則需評估其

做出性犯罪行為的「心理傾向」（psychological predisposition）的程度有多

高，這樣的心理傾向如同心理病理學模式—「素質-壓力」（diathesis-stress）

模式中的「素質」，亦即性犯罪者的「心理傾向」如仍偏高，一旦外在情境

有壓力，則會引發此傾向外顯而做出性犯罪行為。 

Beech 與 Ward（2004）依循著病因構念的觀點，整理了過去有關性犯

罪病因的理論，共有四個理論，分別是 Finkelhor（1984）的「前置理論」

（precondition theory），Marshall與 Barbaree（1990）的「整合理論」（integrated 

theory），Hall與 Hirschman（1992）的「四部理論」（quadripartite theory）

以及Ward與 Siegert（2002）的「路徑模式」（pathways of model）。 

Beech 與 Ward（2004）認為前三個理論有其概念及實徵研究不足的問

題，而路徑模式則是整合前三個理論的特色，認為不同的性犯罪行為具有

不同的發展路徑，且其核心的不良心理機制是有所不同，換言之，這些不

同的心理機制導致特定的結果、效果或臨床現象。 

路徑模式認為下列四個範疇的交織構成不同的心理機制：親密與社交

技巧的缺陷（intimacy and social skills deficits）、扭曲的性腳本（distorted 

sexual scripts）、情緒失調（emotional disregulation），以及認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雖然性犯罪者均有上述四個範疇的問題，但是在那個範疇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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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時，其發展的軌跡就有所不同，且其行為也有所不同。因此，Ward

與 Siegert（2002）認為性犯罪的發展路徑有五種，第一種路徑為性犯罪者

的主要問題為親密缺陷，因此這類的罪犯只在遇及拒絕或寂寞時，才會有

傾向發生性犯罪，而這類罪犯的性腳本是正常的。第二種路徑則是性腳本

有問題的性罪犯，因為扭曲的性腳本，使其與他人的關係均以性滿足為出

發點。第三種路徑則是情緒失調者，亦即這些人以性當為調節情緒的因應

方式。第四種路徑則是具有反社會認知（antisocial cognition）者，因此性

攻擊乃在符合其信念。第五種路徑則是多重問題者，其原因乃是從小遭受

性虐待或是涉入太多性素材。 

Beech 與 Ward（2004）認為路徑模式所指稱的為「穩定的動態脆弱因

子」（stable dynamic vulnerability factors），這些因子成為性犯罪者的「心理

傾向」。這兩位學者認為這些性犯罪者的發展困境（developmental adversity）

會使其「心理傾向」固著，因此「發展因素」（developmental factors）與「脆

弱（特質）因素」（vulnerability(traits) factors）構織成一個人是否具有產生

性犯罪行為的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是高的，在遇及環境的危險因子

（contextual risk factors），即會引發其心理傾向，使其處在急性動態危險

（acute dynamic risk）中，而增加再犯的危險性。Beech與Ward認為這樣

的觀點不僅支撐過去有關探討危險評估的靜態與動態因子之主張，亦開啟

未來治療這些性犯罪者的方向，亦即削弱其固著的心理傾向，此方向使得

再犯預防的思考能更具心理病理的觀點。Beech與Ward（2004）以圖 2-2-1

來表徵其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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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危險性的病因模式（摘自 Beech & Ward, 2004） 

 

於圖 2-2-1 中，Beech 與 Ward（2004）主張「靜態因子」是「性行為

傾向」（dispositional sexual behaviors）的一項指標（marker），因此他們整

理了目前在臨床上常使用的靜態因子危險評估量表，如 Static 99（Hanson & 

Thornton,1999），SORAG（Quinsey et al., 1998），MnSOST-R（Epperson, Kaul, 

& Hesselton, 1999）以及 SVR-20（Boer et al., 1997）等，並將這些評估量表

的測量內容與圖 2-2-2中四個動態因子範疇做比對，結果發現這些測量內容

與四個動態因子間的重疊性相當高，此種結果支持 Beech與Ward的想法—

性犯罪者的再犯危險性端賴於其「脆弱因子」有多高，亦即其性犯罪的靜

態因子與穩定動態因子愈高，再加上環境的促發因素，則該罪犯的再犯可

能性便提高，而「心理傾向」即是此「脆弱因子」的一種功能展現之指標。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點現出性犯罪者的「心理傾向」與環境的促發

因子交錯互動，而形成了性犯罪行為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亦即不同

發展因素 
*虐待 
*拒絕 
*依附問題 

靜態因子 
例如： 
*犯罪史 
*社會心理

問題 

穩定動態因子 
*親密關係缺陷 
*容忍性侵害的態度

*情緒/性慾之自我
調控問題 

*一般的自我調控
問題 

急性動態因子 
*生理激起 
*偏差想法 
*親密需求受挫 
*情緒困擾 

危 

險 

程 

度 
歷史指標         心理傾向 

遠端因子 脆弱因子  狀態因子 

促發事件/情境危險因子 
例如： 
*接近受害人之方便性 
*不接受監督 
*社會脫序 
*物質濫用 
*關係衝突 
*具反社會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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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犯罪行為具有不同的發生機制，甚至每個性犯罪者的發生機制亦可能

不同，因此有必要更進一步了解性犯罪者的那些「心理傾向」與其再犯息

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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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犯罪者的心理傾向與再犯的關係 

Beech與Ward（2004）雖然於圖 2-2-1中整合了不同理論以及 Hanson

與其同事的一系列研究，但這兩位學者認為過去有關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

的定義是不清楚的，例如於前述中提及靜態因子的內容與四個動態因子範

疇間的重疊性過高，因此 Beech與Ward（2004）以「脆弱因子」及「情境

因子」的概念，這兩個因子如同「特質（trait）」與「狀態（state）」的觀點，

重新整理如表 2-3-1所示。 

表 2-3-1、脆弱因子與情境因子的定義（摘自 Beech與Ward, 2004） 

特質所顯現的問題範圍 
(trait problem area) 

促發某種心理傾向達到滿足的因子

(狀態)急性動態因子 

(state) acute dynamic 
risk factors 

性慾的自我調控 
(sexual self-regulation) 

個體因無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緒

狀態，具有扭曲的性態度，或無法

具有良好的社會支持系統來調節情

緒，以致使性激起(sexual arousal)增
高。 

偏差的性激起 
 

支持犯行的認知 
(offense supportive 

cognitions) 

性犯罪者內在的核心基模使其面對

促發事件時，容易產生偏差的想法/
幻想。 

偏差的想法與幻想 
 
 

人際功能的程度 
(level of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性犯罪者的不安全依附型態，當具

有壓力時，此依附型態會影響其人

際關係。 

親密/控制的需求 
 
 

自我調節/一般自我調控
的問題 

(self-management/ 
general self-regulation 

problems) 

 
易產生自律神經系統激起的促發事

件。 

 
負向的情緒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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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3-1 來看，造成性犯罪者再犯危險的「心理傾向」具有四個特性，

分別為「性慾的自我調控」、「支持犯行的認知」、「人際功能的程度」與「自

我調控的問題」，如果這四種心理傾向中任何一種傾向的問題特別高，且遇

及急性動態因子（亦即促發因子），則其再犯的危險性就增高。依照需求滿

足的觀點，若個體的某種「心理傾向」越高，那麼他於社會中即是以滿足

此心理傾向為其行為的核心，而環境中的促發因子便存在多種可能性來促

發此種心理傾向，完成再犯罪的行為，以降低內在的欲求。如果性犯罪者

的心理傾向愈低，甚至削弱，即使於環境中具有促發因子，亦不易引發再

犯行為。 

進一步探討表 2-3-1 所列之特質所顯現的問題亦即心理傾向的特性，

可發現該四種特性都可涵蓋在認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與自我調控

失敗（Self-Regulation Failure）兩大類別中，例如：「性慾的自我調控」意

指偏差的性興趣與態度（認知扭曲）和以性作為因應人際與情緒困難的策

略（自我調控）（Thornton, 2003；Hanson & Harris, 2001）。「支持犯行的認

知」其基本定義就是指支持犯行的信念與態度（認知扭曲）（Ward & Keenan, 

1999）。「人際功能的程度」是指性犯罪者的不安全的依附型態所衍生的人

際關係問題，致使其誤以性關係作為滿足，並伴隨認知扭曲的作用，認為

在自己的請求下，自己就有權要求別人滿足其需求（Ward et al., 1996）。「自

我調控的問題」則包括欠缺辨識情緒的能力、調節負向情緒的能力不足等

（Ward et al., 1998）。茲就這兩大類別的意涵分述如下： 

一、認知扭曲 

Abel、Becker及 Cunningham-Rathner在 1984 年將認知扭曲這個概念首

次應用於性犯罪研究的領域中，他們將認知扭曲定義為支持犯行的信念系

統，亦即性犯罪者用來合理化其犯行的感知力（perceptions）和判斷力

（judgements）（Abel et al., 1989），也有許多其他的名詞描述相同的現象，

包括藉口（excuses）（Pollock & Hashmall, 1991）、合理化（rationa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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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digh & Krop, 1992）和正當化（justifications）（Murphy, 1990）等，這

些研究主要關注的認知內涵大致為不當的信念、態度或歸因（maladaptive 

beliefs, attitudes or attributions）以及促進或正當化性犯罪行為的扭曲性思考

內容（distorted thinking），已有研究者證實這些認知向度在性犯罪行為的促

發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Ward, Hudson, Johnston, & Marshall, 1998）。 

Bushman、Bonacci、Mirjam van Dijk及 Baumeister（2003）進一步釐

清在性犯罪者身上發現的認知扭曲現象是否與個人特質有關，該研究針對

與性犯罪有關的態度（如：強暴迷思、缺乏同理心）進行調查發現，自戀

特質與強暴迷思之間具有正向關係，與對被害者的同理程度呈負向相關。

Baumeister、Catanese及Wallace（2002）則發現具有自戀傾向的人，通常

容易有自利解釋（self-serving interpretation）、對他人低度的同理心（low 

empathy toward others），和膨脹的自命不凡（inflated sense of entitlement）

等認知扭曲的特性，因此有四種理由可以預測自戀傾向者會採取報復性攻

擊的方式強迫女性與其發生性關係：（1）膨脹的自命不凡會使他們認為女

性是渴望他給予性的恩寵。（2）低度的同理心阻礙了他們關注被害者的痛

苦。諷刺的是，自戀者是有同理能力的，但同理心只在簡單而不麻煩的時

候使用，一旦情境並非如此，他們也就缺乏同理的興趣了。（3）他們有維

持有利的自我觀點的傾向，因此會使用認知扭曲的方法來合理化任何遭到

異議的行為，例如：否認強迫被害人、或宣稱被害人已經用一些形式表達

同意等。（4）他們相當關注是否獲得他人的讚賞，這也會引導他們尋找性

征服行為來作為對同儕自吹自擂的機會。事實上，有研究就指出同儕壓力

和自吹自擂有時候會成為性犯罪中重要的貢獻因子（Kanin, 1985; Lisak & 

Roth, 1988）。 

基於上述理由，若性犯罪者具有自戀傾向，當其性慾求被拒絕時，因

拒絕而產生的抗拒反應會更加助長其慾求，在意圖否認的情況下，很容易

讓他默許用攻擊的方式對待使其受挫的人，這些一致性的反應也就促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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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性交的行為。因此，諸如否認（denial）、淡化（minimization）、正當

化（justification）、合理化（externalization）等支持性犯罪行為的認知內容，

其目的乃在緩和被拒絕的衝擊以及由此衍生的負向情緒，例如：挫折感、

憤怒等。 

二、自我調控失敗 

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意指個體依其需要形成目標，彈性運用自

我調控策略，以解決行為相關衝突的能力。簡單的說，自我調控是個人對

自己的行為具有主動監控的能力，故有許多研究指出自我調控失敗是一些

行為問題，例如：犯罪、酗酒、藥物成癮、賭博⋯等的共同核心特性（common 

core）（Baumeister & Heatherton, 1996）。 

Tangeny、Baumeister及 Angie Luzio Boone（2004）回顧了有關自我調

控理論的發展，重新對自我調控的概念加以闡述，認為自我調控是一種可

以改變內在反應的能力，不僅能中斷個體不想要的行為傾向（如衝動），且

可抑制該行為的發生。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個體用來改變自己的習慣、抗

拒誘惑、維持良好的自律的能力。Baumeister、Heatherton及 Tice（1994）

認為自我調控的內涵應包括思考（thoughts）、情緒（emotions）、衝動

（impulses）與表現（performance）的控制等四大範疇，才能反映自我調控

能力的全貌。 

自我調控研究的先驅者 Carver與 Scheier（1981, 1982, 1998）則認為自

我調控是一個回饋迴路（feedback-loop model）的運作模式，它藉由四個階

段的運作（TOTE, test-operate-test-exit）來說明目標導向的行為。Baumeister

與 Heatherton（1996）由 TOTE的概念導出自我調控的三個重要成分：1標

準（Standards）─個人的內在標準，如：態度、預期⋯等的設定，2監控

（Monitoring）─將實際的自我狀態與標準相較並監督自己，當個體中止監

督自己則易於失控，3運作（Operate）─設定行動以改變現狀。Tangeny

等人（2004）認為監控（Monitoring）的意涵可被視為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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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wareness），而運作（Operate）才是自我調控能力的展現。 

自我調控的運作理論主要有三種：第一種論點認為自我調控是一種能

量或力量，就像是意志力（will power）一樣。第二種論點則主張自我調控

是一種可以經由學習而得的技巧。第三種論點則把自我調控看成是一個思

考過程，個體用來處理各種不同的行為選項，再分析自己的處境，最後才

選定自己行為的方向。Baumeister則採用效能模式（Strength Model）的觀

點，認為自我調控是一種資源限定（limited resource）的能力（capacity），

而且會因人而異，當個體要應付許多同時出現的需求時，自我調控的效能

就很容易面臨耗竭（deplete）的狀況，當然，個體也可以透過規律的練習

來增加效能。 

Baumeister等人（2002）的研究發現，若個體的自尊狀態是過度膨脹

的，一旦外界評價遠低於自我評價時，極易因為自我受到威脅而產生負向

情緒，而負向情緒會損耗自我調控的資源，以致於個體難以有餘力壓抑舊

習慣或已存在的自動化反應，最終導致自我調控的失敗。該研究結果再次

說明負向情緒和自我調控失敗的關聯性，而負向情緒狀態也已經普遍被接

受在性犯罪行為的循環（sexual offending cycle）中扮演顯著的角色，尤其

是憤怒與敵意已被證實與攻擊行為有密切關聯（Bumby et al., 1999）。

Tangney（1995）的研究也證實，當個體接收到駁斥者（disproving other）

的負面評價時，會將敵意與憤怒直接外射而對駁斥者做出報復性反應，他

稱之為「惱羞成怒」（humiliated fury），意即憤怒、敵意與責備的表面化是

為了暫時改善羞恥感（shame）的痛苦經驗，然而羞恥感的自我聚焦

（self-focused）特質又會增加憤怒、敵意與防衛性表面化（defensive 

externalization）的傾向。Baumeister（1996）的看法與 Tangney的觀點雷同，

當自負特質（egotism）者的自我評價受到質疑或否定時，會產生負向情緒

而引發自我調控的失敗，並將負向情緒行動化（acting out），對於負向回饋

的提供者予以反擊，以回復被貶抑的自尊並獲得對他人的象徵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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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論述，性犯罪者若具有自負特質，其認知扭曲的特性會更

為明顯，當遇及環境的誘發因子，例如：遭到拒絕、外界評價遠低於自我

評價時，較容易出現負向情緒，最終導致自我調控的失敗，也就難以脫離

性犯罪行為的循環模式，因此有必要對於自負特質做更深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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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自負特質」的特性 

所謂「自負特質」（egotism），是指個人對自己抱持有利的自我評價

（favorable self-appraisals）及其動機偏向─即偏好有利的評價而忽略該評

價是否為膨脹或缺乏根據的，當此評價受到質疑或否定時，自負特質者極

易感受到「自我威脅」（threatened egotism），而傾向對於負向回饋的提供者

予以反擊。因此，自負特質者的「自我威脅」才是攻擊行為的主要來源

（Baumeister et al., 1996）。Gottfredson與 Hirschi（1990）的研究發現自負

特質與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有關，而犯罪行為乃是低自我控制的

結果之一。Costello等人（2003）進一步研究自負特質與犯罪行為的關係，

發現自負特質與暴力及非暴力犯罪行為皆呈現正相關。 

自負特質者通常有誇大的自我概念，也相當容易感覺到被輕視或未得

到適當的尊重，即使是來自他人的中性或輕微的正向回饋都會被知覺為貶

低的，因而造成個體經常覺知到自尊受到威脅的傾向，最終導致以攻擊行

為作為維持自尊的手段（Baumeister et al., 1996）。而影響自我威脅的因素整

理如下： 

一、增加自我威脅機率的因素—有利且膨脹的自我評價 

如果自我威脅會造成攻擊，那麼自我觀點的任一方面遇到足夠數量的

威脅均應成為與攻擊相關的因素，因此，自尊越高，被視為具威脅性的回

饋內容的範圍就越大。也就是說，個體的自我評價對自己越有利，外界回

饋被知覺為不能接受的機率就越大。就自我威脅引起攻擊的意義而言，攻

擊在高自尊者中應更為普遍。由於外界回饋往往圍繞個體的真實情況上下

波動，任何自尊程度的人得到的威脅回饋的可能並無差異。但是，若真實

的回饋與膨脹的（inflated）有利自我評價互相矛盾時，一旦自我評價超過

實際評價，個體就可能對此威脅性的回饋產生瀰漫性的敏感。Tylor與Brown

（1988）的研究指出，這些高估自己的人對於自我訊息的知覺是有所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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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或對自己懷有不切實際的期待，其自我觀點是充滿膨脹色彩的。當

外界的回饋內容越趨於準確而取代了隨機的可能性時，其主觀的衝擊則端

賴於接收者的自評是真實的還是膨脹的。若自評符合實際，那麼真實的回

饋內容即驗證個體的自我評價；若自評是膨脹的，那麼真實的回饋將否定

個體的自我評價。所以，膨脹的有利自評會增加遇到外在威脅的可能性，

進而提高攻擊的發生率。 

二、增加自我威脅程度的因素—自評的不確定性、依賴性和不穩定性 

研究指出，人們對他人意見的關心程度存在個別差異和情境變異，假

設改變負向回饋和自我威脅對個人主觀的衝擊，那麼應該就能調節攻擊反

應的程度。促使自我威脅的程度增加，因而擴大其敵對反應主要因素包括

三種：（1）自評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 of self-appraisals）─肯定自己具

有某種良好特質的個體比不肯定的個體較少受到矛盾回饋的影響。因此，

那些對自己抱持有利的自我觀點但卻不確定的個體，也可能最容易對自我

威脅產生防衛反應。（2）自評的依賴性（dependency Of self-appraisals）─

Wicklund和 Gollwitzer（1982）的研究發現，人們在需要他人驗證自己的程

度上存在個別差異，例如，對於已獲得許多榮譽的人來說，他們可能不再

有得到更多榮譽的迫切需要，對於偏離的貶損性評價就可置之不理；但對

於渴望被認同的個體而言，他們就可能會強烈地需要獲得他人評價的驗

證，並對輕視性的評價特別敏感。（3）自評的不穩定性（instability of 

self-appraisals）─Kernis、Cornell、Sun、Berry及 Harlow（1993）的研究

發現有些人的自尊程度波動較大。自我評價不穩定的人具有敏感和防衛的

傾向，相較於自我評價穩定的人，來自他人的負向回饋最可能使其自尊程

度下降，導致他們會產生很快速且強烈地反應，並抗拒形成自我威脅的任

何線索，以避免負向的自我評價所衍生的焦慮、憤怒等負向情緒，最後的

結果是不穩定的高自尊者可能對很小的自我威脅產生攻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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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節自我威脅與攻擊的中介因素—情緒反應 

攻擊傾向是有利自評與不利他評之間矛盾的產物，若遭遇此一矛盾的

機會增加則可能增長攻擊。不過，從矛盾評價到攻擊行動，情緒可能扮演

一個關鍵角色。研究指出，自尊狀態的降低通常會導致負向情緒（Heatherton 

& Polivy, 1991），Baumeister（1996）認為當有利的自我評價遭遇負面的外

在評價時，個人就面臨一個評價的選擇點（choice point），選擇的方向決

定了情緒反應，即若要接受外在評價，降低自我評價，則可能產生焦慮或

憂鬱的負向情緒，使得個體在行為上展現退縮；若要拒絕外在評價，保持

有利自評，那麼個體可能對外在評價產生憤怒情緒，而出現攻擊行為。

Berkowitz（1989）對選擇點假設作了擴展，認為許多的負向經驗最後都會

讓人進入「爭鬥或逃走」（Fight or Flight）的選擇，即在自我肯定的攻擊

反應和自我否定的退縮反應之間作出選擇。這也說明人們對自我威脅的情

緒反應是依賴自我評價的，要維持有利的自我評價，而把憤怒情緒向外發

洩將導致攻擊。所以，攻擊可被視為調整情緒的一種粗糙手段，因為憤怒、

敵意的反應在本質上是發揮先發制人的功能，目的是防止因為自我評價遭

到貶抑而產生憂鬱情緒。情緒調控的觀點也與前面論述的調節因素相吻

合，若有利的自我概念是膨脹的、不穩定或不確定的人，可能對不討好的

回饋相當敏感，並以較強的敵意對抗輕微的自我威脅。換言之，個體一旦

十分熟悉損失自尊的痛苦情緒，他們就可能對潛在的或初露的威脅非常警

惕，並以強烈的方式對抗他人認為輕微的貶損。 

四、調節自我威脅與攻擊的環境因素—人際背景 

多數情況下，攻擊並非內在心理力量的隨機爆發，而是直接指向具有

某種意義的人際情境中的特定目標。有兩種人際情境最能突顯此現象：（1）

攻擊可能是對負面評價的強制反應。如上所述，攻擊是不利外評和有利自

評之間矛盾的產物，但它同時又能作為打擊負向回饋的提供者、制止進一

步被他人質疑的手段，Tedeschi與 Felson（1994）也提出應該把攻擊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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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旨在迫使他人撤回負面評價的強制性行為。（2）成功的攻擊是為了

獲得對他人的象徵性支配，從而驗證自己優於被攻擊者。因此，攻擊可能

是自我驗證的一種形式，是對自我威脅的一種普遍反應（Steele, 1988）。

此反應可以解釋攻擊的另外兩種模式。其一，攻擊與許多自我威脅的具體

內容是不相關的，例如：某人因他人詆毀其智力而毆鬥，卻非提供證明自

己智力優秀的證據，但自我驗證理論強調個體感到自尊的某一方面受到威

脅通常以其他方面的正向品質來反應。其二是替代性攻擊，若將攻擊理解

為對不利他評的溝通反應，那麼攻擊無關的第三者是不合邏輯的，但在不

宜對負向評價者攻擊時，替代性攻擊的出現是就成為個體表明自己比另外

一個人優越的方式。 

綜合以上的闡述，自負特質的主要特性是對自己抱持有利且膨脹的自

我評價，而該自我評價又充滿不確定性、依賴性和不穩定性，因此自負特

質者的攻擊行為是具有人際意義的，其攻擊意涵的優先考量應該是與人際

傷害（interpersonal harm）有關的行為（Bushman & Baumeister, 1998）。換

言之，其攻擊行為是源自自我受到威脅所做出的特定反應，攻擊的主要形

式是人際攻擊，攻擊的主要對象是對他們做出負向、無禮評價的個人

（Bushman & Baumeister, 1998）。性犯罪是人際攻擊的極端形式之一，因

此有必要對於自負特質與性犯罪的關係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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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負特質」與性犯罪行為的關係 

Groth在 1979 年對於男性強暴犯進行研究後發現，強暴犯的自尊與自

我能力感是較為薄弱的，因此強暴行為是恢復其權力感、控制感、認同與

價值的方式，雖然 Groth重申強暴犯所反映的是較低的自尊狀態，但他所

稱強暴犯行乃在「恢復」（restores）對自己的正向觀點卻又與其分析互相矛

盾，之間所隱含的意義是自我的正向觀點（positive view of self）早已存在

才會被「恢復」。更精確地說，強暴是有利的自我觀點遭受到他人或情境駁

斥的結果（Baumeister et al., 1996）。 

Groth的觀察似乎與「自尊高卻不穩定的特質是性犯罪的肇因之一」的

看法較為一致，Groth 更進一步地揭露強暴並非性滿足而已，而是性犯罪者

享受被害者的無助感並且藉以取得自我的優越感與全能感（omnipotence）

的手段。Scully（1990）的研究也指出，許多強暴犯具有明顯的自負特質的

徵兆，特別是否認自己的犯行，且會自發性地吹噓自己在性能力上的勇猛，

以及他們會有膨脹的自我評價，並相當關注自己在獄中是否較其他受刑人

來得優秀，更有一部分的強暴犯表示他們通常會選擇被他們認為自視甚高

的被害者，以滿足自己比被害者更為優越的感受。 

Baumeister 也認為強暴是一種以性作為手段或方式的攻擊行為，並提

出性犯罪行為的自戀抗拒理論（Narcissistic Reactance Theory）來解釋性犯

罪行為。該理論綜合抗拒理論（Reactance Theory, J. W. Brehm, 1966）以及

自戀（Narcissism）兩個概念，形成對性犯罪行為的分析架構（Baumeister et 

al., 2002）。他採用 Brehm在 1966 年提出的抗拒理論（Reactance Theory）

觀點，認為人們是樂於享有自由選擇的，當一些行為受到外界限制而無法

隨心所欲時，就會出現負向反應而導致三種結果：（1）喪失了選擇的自由，

會讓其更想要得到，因而這個選擇就會顯得更吸引人。（2）想確保自己的

選擇自由性，因而會更想去做不被允許的事。（3）去還擊或攻擊讓他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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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擇權利的人。但當面臨選擇被限制、剝奪或拒絕時，並非所有的人

都會出現抗拒反應，而是具有自戀傾向的人在此情境下才會容易被激發出

抗拒反應。依循自戀抗拒理論，當男性想與意中的女性發生性關係，且認

為與之發生性關係應該是他的一個選擇的自由時，該女性拒絕了他，意即

拒絕了他這個自由選擇的可能性，此男性就面臨得在「默認她的拒絕」或

「用強迫方式以獲得性」的選項中做抉擇，如果該男性仍不放棄繼續想和

意中女性有性行為，又要避免自尊受到減損，則她的拒絕就愈有可能產生

抗拒反應，將導致男性慾求更多，而使用強迫或攻擊的方式對待拒絕他們

的女性以試圖取回性的選擇權。由此觀點的剖析，性犯罪者的初始動機是

欲尋求與特定女性發生性行為，但對方的拒絕激發其抗拒反應，導致次發

性的慾望是為了證明自己擁有與該女性發生性行為的權利。由初始的尋求

性的歡愉演變成因抗拒反應而進行強迫性交，其間最為重要的滿足是自負

的（egotistical）─透過性攻擊來回復被貶抑的自尊，而非生理上的愉悅。 

Baumeister在此處所論及的自戀（narcissism）並非臨床中所指的人格

疾患，而是指一個人在某一段時間或一些情境下所展現的想法或認知方

式，即情境性的自戀（state narcissism），是一種個人反應的風格（style of 

response），其相關的想法包括自命不凡（entitlement）、偏差的自利歸因

（self-serving）、浮誇的優越感（grandiose sense of superiority）等，在情緒

上以表露敵意與憤怒為主，在行為上則傾向對拒絕者做出反擊。 

綜合以上的討論，Baumeister所論述的情境性自戀應更接近自負特質

的概念，誠如上一節的闡述，自負特質者易出現攻擊反應的主要原因是自

我威脅，即一種有利的自我評價遭到負向的外在評價的否定或駁斥，增加

這類情境的頻率或影響的因素均能增長攻擊。膨脹的有利自評及不確定、

不穩定或依賴外在驗證的有利自評，尤其容易產生自我威脅，這樣的自我

威脅在個體拒絕接受並意圖維持自我評價時，通常引發憤怒和其他負向情

緒，因憤怒而引發的攻擊反應一般產生於人際背景之中，即指向負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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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者，攻擊的目的是阻止負向評價並獲得對他人的象徵性支配。

Baumeister等人（2002）認為這與犯罪者在性犯罪歷程中的狀態很類似，

這也再次呼應了 Gorth與 Scully的研究發現，當具有自負特質的性犯罪者

意圖與其意中的女性發生性行為而遭受對方拒絕時，很容易把該女性的拒

絕視為羞辱，亦即把性拒絕（sexual rejection）歸因為個人因素（personal 

factor）而非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而造成個體覺知到自尊受到威

脅，最終導致以性攻擊行為作為維持自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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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自負特質」與性犯罪再犯的關係 

Hirschi認為犯罪的最佳預測因子就是先前的犯罪行為，即使有特定的

犯行，犯罪行為本身卻並不具有特殊性，也就是說，只要有做的機會，任

何一個犯罪的發生都有可能犯下所有其他的罪行（引自 Baumeister et al., 

2004）。依照這個觀點，不管是什麼犯罪，機會（opportunity）是很重要的，

而 Baumeister等人發現自我威脅是暴力事件重要的情境激發因子

（situational instigator）（Costello et al., 2003），此種情境激發因子亦即暴力

行為發生的機會。 

Gottfredson等人（1990）和 Baumeister等人（1996）審視許多犯罪者，

發現他們多具有自我熱衷（self-absorbed）以及相當不關心自己的行為對他

人造成影響的特性，這些學者也將犯罪行為的情境關聯因素一併納入考

慮，亦即在犯罪事件中考量機會和個人特質的結合效果（引自 Costello et al., 

2003）。這樣的研究發現也為 Beech 與 Ward（2004）所提的危險性病因模

式（etiological of model of risk）增加了實徵資料，亦即犯罪者若具有某些

再犯危險的心理傾向，當遇及環境的促發因子，則其再犯的危險性就會增

高。 

Hanson與 Harris（2000）曾以回溯式比較（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的方法，晤談觀護人和參閱犯罪者的檔案紀錄，對 208 位性犯罪再犯者與

201位非再犯者進行分析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再犯者比非再犯者具有較差的

社會支持、不良的性侵害態度、反社會人格型態、不良的自我調控策略，

以及對監控或督導的不順從等，還有，再犯者在犯行之前會有較多的生氣

（anger）及其他的負向情緒。此外，從一些實徵研究中也證實性犯罪者的

情緒困境與犯行之間有顯著的關係，例如：Polaschek與 Hudson（2004）深

入訪談 24位成人強暴犯，結果發現不管犯罪的遠因或近因為何，有 42%（10

位受試者）的性犯罪者是尋求以性滿足來增加正向情緒，有 58%的犯罪者



 30

則是陷入負向情緒之中，為了因應這些沮喪、難過、憤怒、生氣等負向情

緒而犯下性侵害行為。Bumby（1999）則指出負向情緒狀態已經普遍被接

受在性犯罪行為的循環（sexual offending cycle）中扮演顯著的角色，尤其

是憤怒與敵意已被證實與攻擊行為有密切關聯。 

Craissati 與 Beech（2003）也彙整出性犯罪者遭遇到的幾個主要的困

境，其中之一即為發生在人際互動裡的情緒相關問題，像是在人群裡感覺

到寂寞疏離、不斷的回想負面情緒或是生氣的感受、因負向情緒而起之性

幻想⋯等，而性犯罪者的另一個困境則是自我調控的問題，例如：衝動、

對性活動的控制、生活型態出了問題（嗑藥和失業）、不願和監督者配合或

參與治療、缺少良性的自我控制⋯等。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情緒或自我調控的問題是性犯罪者的重要

心理指標（Psychological marker）之一。根據 Baumeister多年的研究發現，

自負特質者一旦遭遇外界評價遠低於自我評價時，極易因為自我受到威脅

而產生負向情緒，而負向情緒會損耗自我調控的資源，以致於個體難以有

餘力壓抑舊習慣或已存在的自動化反應，最終導致自我調控的失敗

（Baumeister et al., 1996, 2002）。Costello等人（2003）的研究也同樣證實

自負特質與自我控制呈現負向關係，亦即自負特質傾向高者，其自我控制

的結果則較差。 

依照 Beech與Ward（2004）的危險性病因模式（表 3-1-1）所揭櫫的

意涵，每一個心理傾向都等同於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特質，如同一些已被確

認的狀態一般，可被視為性犯罪的前兆（precursor），亦即偏差的性激起、

偏差的想法與幻想、親密/控制的需求、負向的情緒狀態等乃是由一些核心

的心理傾向所引發出來的（Beech & Ward, 2004）。循此看法，由於自負特

質者極易因為自我受到威脅而產生負向情緒，負向情緒又會損耗自我調控

的資源進而造成自我調控的失敗，因此，在危險性病因模式的概念下，自

負特質可做為性犯罪再犯的心理傾向之一，此心理傾向影響的是性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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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調控能力，而自我調控能力又被視為性犯罪再犯因子中的穩定動態

因子，當遇到情境的促發因子─有利自評與外界評價出現極大落差而產生

自我威脅時，則其再犯的風險也就隨之增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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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問題 

Baumeister等人（1996）提出「自負特質」的概念，認為自負特質是

指個人對自己抱持有利的自我評價（favorable self-appraisals）及其動機偏

向─即偏好有利的評價而忽略該評價是否為膨脹或缺乏根據的，當此評價

受到質疑或否定時，會極易感受到自我威脅，於是就可能隨之產生攻擊的

行為，但此種攻擊並非隨機爆發，而是直接指向人際情境中的特定目標，

即負向評價的提供者，攻擊的目的是阻止負向評價並獲得對他人的象徵性

支配。因此自負特質的意涵兼具了誇大（Grandiosity）、易受傷害

（Vulnerability）的特性。Baumeister同時也發現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有相

當緊密的關聯，過去的研究也常以自戀性格的測量結果來對自負特質提供

操作性定義（Baumeister et al., 1996）。 

Paul Wink（1991）曾對心理學領域中所發展的幾個自戀性格量表，包

括被廣泛使用的自戀性格量表（NPI）、明尼蘇達多向人格測驗（MMPI）

中的自戀量尺（narcissism scales）、加州心理測驗（CPI）、形容詞檢核表

（ACL）等進行研究發現，自戀特質的測量可分為誇大的-愛表現的

（Grandiosity-Exhibitionism）與易受傷害的-敏感的

（Vulnerability-Sensitivity）兩大向度，而自戀性格量表主要測量的內容多

在誇大的-愛表現的（G-E）向度上，無法充分反映自負特質的意涵，此外，

自負特質的另一明顯特色為自我評價的不確定，這也是自戀性格量表中較

無法測得的特性。 

Costello等人（2003）在進行「自負特質」與犯罪行為的關係研究時，

曾經編製「自負特質量表」，但該量表乃抽取自 Raskin與 Hall（1979）的自

戀性格量表（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的部份題目編製而成，因此

並未突破以自戀性格作為界定「自負特質」的研究方式，故本研究將採用

Baumeister的觀點編製「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亦即本研究自編的量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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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誇大的-愛表現的（G-E）」、「易受傷害的-敏感的（V-S）」及「自我評

價的不確定」三個向度所構成，同時也藉此探討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在內

涵上是否有所不同，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本研究若能順利編製此份量表，且評估其初步的信、效度是可接受時，

則進一步將探討此份量表對於憤怒與敵意等負向情緒及攻擊行為的預測力

是否比只著重「誇大的-愛表現的（G-E）」的單一向度的自戀特質量表來得

顯著，此為第二個研究問題。此外，Tangney（1995）的研究證實，當個體

接收到駁斥者（disproving other）的負面評價時，會將敵意與憤怒直接外射

而對駁斥者做出報復性反應。Baumeister（1996）的看法與 Tangney的觀點

雷同，當自負特質者的自我評價受到質疑或否定時，會產生憤怒的負向情

緒，並將負向情緒行動化（acting out），對於負向回饋的提供者予以反擊。

因此本研究也將探討自負特質是否為任何暴力犯罪者的特性之一。 

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自我調控失敗是一些行為問題，例如：犯罪、

酗酒、藥物成癮、賭博⋯等的共同核心特性（common core）（Baumeister et 

al., 1996）。Baumeister的研究也指出自負特質者一旦遭遇外界評價遠低於

自我評價時，極易因為自我受到威脅而產生負向情緒，而負向情緒會損耗

自我調控的資源，以致於個體難以有餘力壓抑舊習慣或已存在的自動化反

應，最終導致自我調控的失敗（Baumeister et al., 1996, 2002）。Gottfredson

等人（1990）的研究同樣證實自負特質與低自我控制具有關聯性。因此本

研究將自我控制納入測量的依變項，希望驗證此種看法。 

Scully（1990）的研究曾指出，許多強暴犯具有明顯的自負特質的徵兆，

Dean 與 Malamuth（1997）則發現自戀傾向與性攻擊經驗有明顯的關聯，本

研究希望能夠進一步澄清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何者與性犯罪的關聯性較

高，以探討自負特質是否比自戀特質更能說明性犯罪者的攻擊特性。依照

Beech 與 Ward（2004）的觀點─性犯罪者的心理傾向問題才是造成其再犯

危險性提升的原因，因此一旦性犯罪者具有表 3-1-1 中所列的四個心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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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向度的任一問題，其再犯危險性就愈高，當然若具備的心理脆弱因子

愈多，則其再犯危險性就愈高。循此觀點，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都可被視

為性犯罪再犯的心理傾向因子，而本研究將比較自負特質對於性犯罪再犯

的鑑別力是否高於自戀特質，亦即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自負特質上的

表現是否較自戀特質來得顯著，此為第三個研究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