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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工具之描述統計與信度 

在本研究以 214 位受試者所做的量表信度考驗中顯示，本研究所使用

的測量工具都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詳列如表 4-1-1。 

表 4-1-1：研究工具的描述統計與信度(N=214) 

量表名稱 題數 得分範圍 觀察值範圍 平均數 標準差 Alpha值

情境式自負特質

量表 147 21-147 21-92 51.86 13.38 .98 

社會讚許性量表 33 0-33 4-33 18.72 3.75 .52 

自戀性格量表 54 0-54 4-40 14.74 6.93 .83 

波氏攻擊量表 29 0-156 8-105 47.52 18.07 .91 

    身體攻擊 9 0-36 3-34 16.42 6.24 .71 

    語言攻擊 5 0-20 0-20 9.42 3.31 .57 

        憤怒 7 0-28 0-28 11.47 5.66 .78 

        敵意 7 0-28 0-21 11.97 5.91 .82 

自我控制量表 36 0-134 4-81 43.00 14.43 .85 

靜態-99 
再犯評估量表 

10 0-6+ 0-8 3.44 1.71 .87a 

註：a採用總分間的一致性係數作為評分者間信度的計算方式，樣本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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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的考驗 

一、量表的描述統計資料 

本量表的描述統計值如表 4-2-1。結果顯示受試者在情境式自負特質量

表中對每一個情境的作答反應相當。 

表 4-2-1：「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各情境及全量表之描述統計值(N=214) 

 題 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情境一 21 21 105 55.11 14.37 

情境二 21 21 105 57.43 14.95 

情境三 21 21 105 54.98 15.01 

情境四 21 21 105 55.94 15.47 

情境五 21 21 105 57.62 15.93 

情境六 21 21 105 53.90 17.55 

情境七 21 21 105 55.27 17.35 

全量表 147 147 735 390.25 100.06 

 

本量表中的個別情境與全量表之間的相關如表 4-2-2。結果顯示本量表

的個別情境間以及個別情境與全量表都具有相當高的關連性。 

表 4-2-2：「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各情境及全量表間相關(N=214)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情境五 情境六 情境七 全量表

情境一 ─        

情境二 .851** ─       

情境三 .852** .907** ─      

情境四 .819** .903** .913** ─     

情境五 .727** .831** .829** .817** ─    

情境六 .745** .818** .795** .807** .775** ─   

情境七 .656** .720** .707** .682** .771** .696** ─  

全量表 .885** .948** .943** .943** .908** .893** .831** ─ 

註：**表示達.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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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度分析 

本量表個別情境與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數）如表 4-2-3。 

表 4-2-3：「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N=214) 

情 境 題 數 Cronbach α係數 

一 21 .93 
二 21 .93 
三 21 .93 
四 21 .94 
五 21 .93 
六 21 .95 
七 21 .94 

全 量 表 147 .98 

 

三、因素分析 

為了檢驗量表的內部建構是否如原先所設計的，能夠有效測量個體的

自負特質，本研究針對所收集到的 214 個有效樣本，在「情境式自負特質

量表」的反應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採用主軸法（the method of principle 

axes）抽取共同因素，並求出所有因素的特徵值（eigenvalue），特徵值越大

的因素表示它能夠解釋整體變異量的貢獻也越大。再設定以平衡最大值法

（equamax）進行直交轉軸，並去除因素負荷量小於.3的題目後，經由陡坡

檢定結果，發現自第二個因素以下呈現緩坡，故得到一個因素，並將此因

素命名為「自負特質」。該因素在量表中每一個情境的可解釋總變異如表

4-2-4。 

表 4-2-4：「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因素分析解釋的變異量(N=214) 

特徵值（eigenvalue） 
情 境 因 素 

總 和 變異量% 

一 1 8.14 38.78 

二 1 8.37 39.85 

三 1 8.74 41.61 

四 1 9.00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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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8.74 41.64 

六 1 10.32 49.15 

七 1 9.30 44.28 

 

「自負特質」因素在量表中的每一個情境的負荷量如表 4-2-5。 

表 4-2-5：「自負特質」因素負荷量(N=214) 

情  境 
題  目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1.我會覺得受到羞辱。 .659 .563 .677 .670 .664 .506 .626

2.我覺得他(們)都是衝著我來的。 .671 .761 .768 .757 .735 .768 .783

3.不管怎樣，我覺得我是很行的。 .453 .560 .609 .616 .559 .670 .611

4.我是對的，別人應該要多聽我的看法。 .564 .672 .679 .674 .717 .768 .676

5.我感覺自己需要被注意和讚賞。 .571 .583 .575 .651 .594 .685 .636

6.我跟別人是不一樣的。 .594 .504 .614 .658 .593 .710 .658

7.我覺得我很渺小。 .345 .436 .455 .408 .350 .511 .386

8.我會覺得憤憤不平。 .718 .733 .744 .770 .775 .794 .691

9.他(們)是故意找碴的。 .749 .771 .733 .781 .805 .790 .794

10.不管怎樣，我很滿意我的所作所為。 .524 .491 .524 .548 .491 .540 .609

11.我是對的，別人應該要附和我的決定。 .672 .721 .693 .592 .744 .749 .732

12.我覺得我是別人討論的焦點。 .631 .658 .704 .702 .696 .773 .713

13.我會堅持要得到應該屬於我的尊重。 .498 .407 .465 .472 .507 .546 .471

14.我拿什麼跟別人比。 .580 .513 .537 .387 .487 .607 .493

15.我會覺得很不爽。 .741 .740 .699 .733 .720 .791 .762

16.他(們)根本沒有把我放在眼裡。 .722 .764 .690 .733 .703 .783 .841

17.我覺得別人都嫉妒我的才能。 .719 .764 .694 .766 .693 .776 .732

18.我才是具有影響力的人。 .658 .620 .732 .767 .707 .794 .665

19.我覺得我是話題人物。 .617 .639 .721 .714 .704 .765 .708

20.我永遠不會滿足直到我得到所有我應得的。 .717 .690 .668 .701 .675 .735 .743

21.在別人眼裡，我是個可有可無的人。 .491 .429 .387 .392 .383 .487 .414

註：因素萃取方法採用主軸法（the method of principle 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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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度分析 

本量表也與其他效標量表（自戀性格量表、波氏攻擊量表及自我控制

量表）進行同時關聯效度分析，結果詳列如表 4-2-6。 

表 4-2-6：「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與效標量表之相關(N=214) 

波氏攻擊量表 
 

情境式 

自負特質量表 

自戀性格

量表 身體攻擊 語言攻擊 憤怒 敵意 

自我控制

量表 

情境式 

自負特質量表 
─ 

      

自戀性格量表 -.065 ─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410** -.057 ─     

    語言攻擊   .306** -.068 .490** ─    

        憤怒   .348**  .025 .668** .607** ─   

        敵意   .394**  .019 .557** .588** .747** ─  

自我控制量表   .493**  .023 .552** .522** .638** .695** ─ 

註：**表示達.01顯著水準。 

由表 4-2-6的結果顯示，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與波氏攻擊量表的各分量

表以及自我控制量表有高度的相關。相對而言，與自戀性格量表的相關則

明顯較低，顯示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所測量的特質內涵與自戀性格量表有

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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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控制量表的考驗 

一、量表的描述統計資料 

本量表的描述統計值如表 4-3-1。在信度分析上，本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數為.85。 

表 4-3-1：「自我控制量表」之描述統計值(N=214) 

 題 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自我控制量表 36 0-134 4-81 43.00 14.43 

 

二、因素分析 

為了檢驗量表的內部建構是否如原先所設計的，能夠有效測量個體的

自我調控能力，本研究針對所收集到的 214 個有效樣本，在「自我控制量

表」的反應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採用主軸法（the method of principle 

axes）抽取共同因素，並求出所有因素的特徵值（eigenvalue），特徵值越大

的因素表示它能夠解釋整體變異量的貢獻也越大。再設定以平衡最大值法

（equamax）進行直交轉軸，並去除因素負荷量小於.3的題目後，經由陡坡

檢定結果，發現自第二個因素以下呈現緩坡，故得到一個因素，並將此因

素命名為「自我調控」。該因素的可解釋總變異如表 4-3-2。 

表 4-3-2：「自我控制量表」因素分析解釋的變異量(N=214) 

特徵值（eigenvalue） 
因 素 

總 和 變異量% 

1 8.37 23.24 

 

「自我調控」因素在量表中的每一個題目的負荷量如表 4-3-3。由表

4-3-3的結果顯示，在自我控制量表中有 4個題目並不具有因素負荷量，故

考慮予以刪除，刪除題目後的量表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數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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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自我調控」因素負荷量(N=214) 

題 目 因素一 
 1.要我改掉壞習慣總是讓我很難熬。 .692 
 2.我是個懶惰的人。 .629 
 3.我常常說話不得體。 .499 
 5.只要是我覺得好玩的事，就算是對我有害也照做不誤。 .615 
 6.R別人可以指望我會按照預定計劃行事。 -.404 
 7.對我來說，早上起床是件困難的事。 .590 
 8.我很難拒絕別人。 .323 
 9.我還蠻常改變主意的。 .625 
10.我常會說溜嘴說出心裡的話。 .369 
11.大家都說我是個容易衝動的人。 .517 
12.R我會拒絕對我不好的事。 .391 
13.我很會花錢。 .512 
14.R我把每件都事情處理得很圓滿。 -.446 
15.我有時會放縱自己一下。 .389 
17.R我擅於抗拒各種誘惑。 .552 
18.我會跟著感覺走、隨興而做。 .473 
19.很多事情我只是因為一時興起才去做，並無特別理由。 .530 
20.我不太會保守秘密。 .370 
22.我曾經拖到最後一刻才在熬夜趕工或讀書。 .484 
24.要我先三思而後行？那老子我寧可不幹了。 .622 
25.R我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 .522 
26.R我吃健康食品。 .375 
27.玩樂有時會影響我工作的進度。 .394 
28.我不容易集中精神。 .528 
29.R我可以為了長遠的目標而有效率地工作。 .562 
30.有時候我無法克制自己不要去做一些明知對自己無益的事。 .621 
31.我採取行動前，常常未能充分思考所有可能的方法。 .433 
32.我容易發脾氣。 .494 
33.我常會打斷別人說話。 .546 
34.我有時會服用藥物或飲酒過量。 .528 
35.R我總是很準時。 -.434 
36.R我是個可靠的人。 -.498 
刪除 4題  
 4.R我從不允許自己失去控制。  
16.我希望自己能多加自我約束。  
21.R別人都說我自律甚嚴。  
23.R我不是個容易打消念頭的人。  

註：因素萃取方法採用主軸法（the method of principle axes）。R：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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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度分析 

本量表以波氏攻擊量表作為效標量表，進行同時關聯效度分析，結果

詳列如表 4-3-4。 

表 4-3-4：「自我控制量表」與效標量表之相關(N=214) 

波氏攻擊量表  
自我控制量表 

身體攻擊 語言攻擊 憤怒 敵意 

自我控制量表 ─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552** ─ 
   

    語言攻擊 .522** .490** ─   

        憤怒 .638** .668** .607** ─  

        敵意 .695** .557** .588** .747** ─ 

註：**表示達.01顯著水準。 

由表 4-3-4的結果顯示，自我控制量表與波氏攻擊量表的各分量表有高

度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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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的比較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探討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解釋力，

之後再進一步以逐步回歸的方式探討兩種特質何者對攻擊行為最具預測

力。 

一、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解釋力 

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解釋力如表 4-3-1。結果顯示自負

特質對於身體攻擊有最高的解釋變異量，其次分別是對敵意與憤怒的解釋

變異量，對語言攻擊的解釋變異量相對稍低。而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則

明顯不具有解釋力。 

表 4-4-1：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解釋變異量(N=214)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身體攻擊 語言攻擊 憤怒 敵意 

自負特質 16.8% 9.3% 12.1% 15.5% 

自戀特質 0.3%  0.5%  0.1%  0% 

 

二、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關連性及預測力 

在比較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預測性何者為佳之前，本

研究先說明此兩種特質與攻擊行為的關係，結果如表 4-3-2所示。 

由表 4-4-2可知，自負特質與攻擊行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自戀特質

與攻擊行為的關連性則相當低。 

表 4-4-2：自負特質、自戀特質與攻擊行為的相關(N=214)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語言攻擊 憤怒 敵意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410**   .306**   .348**   .394** 

自戀性格量表 -.057 -.068 .025 .019 

註：**表示達.01顯著水準。 



 58

為了比較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攻擊行為的預測力，本研究以自負

特質與自戀特質當為獨變項，並以波氏攻擊量表的四個分量表-身體攻擊、

語言攻擊、憤怒、敵意的得分當為依變項，以逐步迴歸分析探討何者最能

解釋攻擊行為，其結果如表 4-4-3所示。 

由表 4-4-3可知，自負特質是第一個進入預測身體攻擊、語言攻擊、憤

怒與敵意的變項，其解釋力大小依序為身體攻擊、敵意、憤怒、語言攻擊，

分別可增加 16.5%、8.9%、11.7%、15.1%的解釋變異量，而且所增加的解

釋變異量皆達顯著，因此自負特質可以顯著地預測攻擊行為。相較於自負

特質，自戀特質在逐步迴歸分析中，因為不具有足夠的解釋變異量，因此

在預測攻擊行為時皆被列入刪除的變項，對攻擊行為明顯地不具解釋力或

預測力。 

表 4-4-3：自負特質、自戀特質對攻擊行為進行逐步迴歸分析之結果(N=214) 

波氏攻擊量表-身體攻擊 進入
順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R平方 ∆R平方 F值 

1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410 .168 .165 42.94*** 

2 自戀性格量表 .057 .003 -.001 .68 

波氏攻擊量表-語言攻擊 進入
順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R平方 ∆R平方 F值 

1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306 .093 .089 21.83*** 

2 自戀性格量表 -.068 .005 .000 .99 

波氏攻擊量表-憤怒 進入
順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R平方 ∆R平方 F值 

1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348 .121 .117 29.15*** 

2 自戀性格量表 .025 .001 -.004 .13 

波氏攻擊量表-敵意 進入
順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R平方 ∆R平方 F值 

1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394 .155 .151 38.89*** 

2 自戀性格量表 .019 .000 -.004 .073 

註：***表示達 .0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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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自我調控的關連性及預測力 

由於攻擊行為是自我調控失敗所導致的結果之一，因此本研究也將說

明自負與自戀兩種特質與自我調控的關係，此外同樣將自我調控當為依變

項，藉此比較兩種特質對於自我調控的解釋力與預測力。 

自負與自戀兩種特質與自我調控的關係如表 4-4-4所示。 

表 4-4-4：自負特質、自戀特質與自我調控的相關(N=214) 

 自我控制量表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493** 

自戀性格量表 .023 

註：**表示達 .01顯著水準。 

由表 4-4-4可知，自負特質與自我調控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自戀特質

與的自我調控則呈負向關係且關連程度也相當低。 

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自我調控的解釋力如表 4-4-5。結果顯示自負

特質對於自我調控有較高的解釋變異量，而自戀特質對於自我調控則明顯

不具有解釋力。 

表 4-4-5：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自我調控的解釋變異量(N=214)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自我控制量表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24.3% 

自戀性格量表  0.1% 

為了比較自負特質與自戀特質對於自我調控的預測力，本研究以自負

特質與自戀特質當為獨變項，並以自我控制量表當為依變項，以逐步迴歸

分析探討何者最能解釋自我調控，其結果如表 4-4-6所示。 

表 4-4-6：自負特質、自戀特質對自我調控進行逐步迴歸分析之結果(N=214) 

自我控制 進入
順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R平方 ∆R平方 F值 

1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493 .243 .240 68.11*** 

2 自戀性格量表 .023 .001 -.004 .11 

註：***表示達 .0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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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6可知，自負特質是第一個進入預測自我調控的變項，其解釋

力可增加 24.0%的解釋變異量，而且所增加的解釋變異量達顯著，因此自

負特質可以顯著地預測自我調控。相較於自負特質，自戀特質在逐步迴歸

分析中，因為不具有足夠的解釋變異量，因此在預測自我調控時皆被列入

刪除的變項，對自我調控明顯地不具解釋力或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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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犯罪類型在特質與攻擊行為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為了進一步了解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自負特質、自戀特質

與攻擊行為上是否具有顯著的差異存在，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進行資料

分析。 

一、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自負特質上的差異分析 

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自負特質上的差異分析結果如表 4-5-1所示。 

表 4-5-1：性犯罪與暴力犯罪者在自負特質上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 值 顯著性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組間 

組內 

總和 

612.16 

36957.48

37569.64

1 

212 

213 

612.16 

174.33 

3.51 .062 

由表 4-5-1 可知，性犯罪者的自負特質雖高於暴力犯罪者，但二者間

的差異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二、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自戀特質上的差異分析 

性犯罪與暴力犯罪者在自戀特質上的差異分析結果如表 4-5-2所示。 

表 4-5-2：性犯罪與暴力犯罪者在自戀特質上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 值 顯著性 

自戀性格量表 

組間 

組內 

總和 

383.785 

9845.56 

10229.35

1 

212 

213 

486.48 

46.44 

8.26 .004* 

註：*表示達.05顯著水準。 

由表 4-5-2 可知，性犯罪者的自戀特質明顯低於暴力犯罪者，且之間

的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三、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攻擊行為上的差異分析 

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攻擊行為上的差異分析結果如表 4-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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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性犯罪與暴力犯罪者在攻擊行為上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組間

組內

總和

127.65 
8160.34
8287.99

1 
212 
213 

127.65 
38.49 

3.32 .070 

語言攻擊 

組間

組內

總和

3.70 
2336.29
2339.99

1 
212 
213 

3.70 
11.02 

.34 .563 

憤怒 

組間

組內

總和

11.21 
6812.12
6823.33

1 
212 
213 

11.21 
32.13 

.35 .555 

敵意 

組間

組內

總和

7.11 
7441.67
7448.77

1 
212 
213 

7.11 
35.10 

.20 .653 

註：*表示達.05顯著水準。 

由表 4-5-3 可知，性犯罪者與暴力犯罪者在身體攻擊、語言攻擊、憤

怒與敵意行為上並不具有顯著的差異。 

 

四、性犯罪者的自負特質程度在攻擊行為上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欲了解自負特質程度不同的性犯罪者在攻擊行為上是否會有

顯著的差異存在，因此以在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上的得分位於前 30%的受

試者為高自負特質組，而得分位於後 30%的受試者為低自負特質組，使用

獨立樣本檢定的方式進行分析，結果如表 4-5-4所示。 

表 4-5-4：不同程度的自負特質與攻擊行為之獨立樣本檢定(N=138) 

量表名稱 t值 自由度 顯著性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20.66 136 .000***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5.59 136 .000*** 

語言攻擊 -4.06 136 .000*** 

憤怒 -3.35 136 .001** 

敵意 -4.98 136 .000*** 

註：*表示達.05顯著水準，**表示達.01顯著水準，***表示達.0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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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5-4 可知，高自負特質者與低自負特質者在攻擊行為上的得分

平均數有明顯差異，且此差異已達到顯著水準。亦即高自負特質者，其在

身體攻擊、言語攻擊、憤怒與敵意的表現明顯高於低自負特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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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主要變項與性犯罪再犯的分析 

一、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的描述統計資料 

本研究在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上共收集了 89份有效樣本。該量表的

描述統計資料如表 4-6-1、4-6-2。 

表 4-6-1：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性犯罪再犯得分之描述統計(N=89) 

總分 風險類別 人數 百分比(%) 

0 

1 
低 

5 

7 

5.6 

7.9 

2 

3 
中低 

11 

23 

12.4 

25.8 

4 

5 
中高 

20 

14 

22.5 

15.7 

6(↑) 高 9 10.1 

 

表 4-6-2：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暴力再犯得分之描述統計(N=89) 

總分 風險類別 人數 百分比(%) 

0 

1 
低 

8 

53 

9.0 

59.6 

2 

3 
中低 

19 

8 

21.3 

9.0 

4 

5 
中高 

1 

0 

1.1 

0 

6(↑) 高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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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與其他量表的相關 

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與其他量表之間的關係，詳列如表 4-6-3。 

表 4-6-3：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與其他量表之相關(N=89) 

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 波氏攻擊量表 
 

性犯罪再犯 暴力再犯

情境式 
自負特質
量表 

自戀性格
量表 身體

攻擊
語言
攻擊 

憤怒 敵意

自我控制
量表 

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 

性犯罪再犯 
─         

暴力再犯   .75** ─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08 -.09 ─       

自戀性格量表 .01 -.01 -.07 ─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05 -.04 .41** -.06 ─ 
    

語言攻擊 .16 .10 .31** -.07 .49** ─    

憤怒 .00 -.01 .35** .03 .67** .61** ─   

敵意 .12 .07 .39** .02 .56** .59** .75** ─  

自我控制量表 .03 .11 .49** .02 .55** .52** .64** .70** ─ 

註：**表示達.01顯著水準。 

由表 4-6-3的結果顯示，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與其他量表並不具有顯

著的關聯性。 

 

三、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性再犯的預測 

此部份以迴歸分析之方式探討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性再犯的預

測性，結果如表 4-6-4所示。 

表 4-6-4：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性再犯預測的迴歸係數分析(N=89) 

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性再犯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t 顯著性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239 -1.606 .112 
語言攻擊 -.314 -1.889 .062 

憤怒  .610  3.228   .002** 
敵意 -.367 -1.968 .053 

自我控制量表  .468  2.629  .010*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223 -1.768 .081 

自戀性格量表  .031  .286 .776 
註：*表示達.05顯著水準，**表示達.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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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6-4 的結果顯示，憤怒與自我調控能力對於性犯罪的再犯具有

顯著的預測力。 

 

四、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暴力再犯的預測 

此部份以迴歸分析之方式探討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暴力再犯的

預測性，結果如表 4-6-5所示。 

表 4-6-5：各主要變項對於性犯罪者暴力再犯預測的迴歸係數分析(N=89) 

靜態-99再犯評估量表--暴力再犯             依變項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t 顯著性 

波氏攻擊量表 

身體攻擊 -.197 -1.252 .214 

語言攻擊 -.162  -.905 .368 

憤怒  .410  2.039  .045* 

敵意 -.283 -1.426 .158 

自我控制量表  .335  1.782 .079 

情境式自負特質量表 -.172 -1.287 .202 

自戀性格量表  .122  1.064 .291 

註：*表示達.05顯著水準。 

由表 4-6-5 的結果顯示，憤怒情緒對於性犯罪者的暴力再犯具有顯著

的預測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