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討論與建議 

第一節  討論 

一、 目前自我傷害行為在台灣私立高中職生的相關現象 

本研究發現私立高中職生發生自傷行為的比例相當高，有 44.4％的私

立高中職生在過去一年內曾經進行過自傷行為，且多數自傷經驗為 2次以

上，顯示自傷行為在目前高中職生的嚴重性。過去研究發現自傷比例在不

同的族群中有相當大的差異，國外研究中對象為非臨床的青少年樣本比例

約 6.9％到 15％(Laye Gindhu & Schonert Reichl, 2005; Rodham et al., 

2004; Ross & Heath, 2002; Ross & Heath, 2003)，國內針對國高中生

的研究則發現在過去六個月內有過自我傷害行為的比例約為 23％（陳毓

文，鄭麗珍，2001；陳毓文，2006）。 

本研究預試樣本為成績前段的公立高中男生，預試的自我傷害問卷較

正式的自我傷害問卷少列了「拔頭髮」和「捶打牆壁」兩種自傷行為，結

果自傷比例約 30.2％，相較於正式施測少了 14.2 個百分點，原因可能是

性別（除去捶打牆壁，女性自傷比例高於男性）、自我傷害問卷的內容差

異和學生成績所致。若將本研究的自傷比例相較於過去研究發現來說明顯

偏高，可能有幾個原因：1、取樣為成績較為後段的私立高中職生。本論

文口試委員陳毓文老師表示根據其研究自傷行為的經驗來看，偏差青少年

和夜間部、高職部等成績較為後段的青少年族群，其自傷比例會比一般青

少年高，可能原因在後面會討論。2、本研究判定具有自傷行為的依據是

只要在自我傷害量表上任一題填答有過自傷行為便算，然而因為整份問卷

的題目較多，雖然在指導語有說明自傷行為的定義，但可能參與者在填寫

各題目時會忘記該定義，而將一些屬於意外的行為也包括在內。 

就第一個可能原因來看，成績較為後段的學生可能遭遇的挫折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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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較低，因此負向情緒較強而需要以自傷行為來調節（蘇慧君、劉玲

君，1996)。然而若配合社會期待的概念來看，又有另一番新的景象。本

研究發現社會期待能夠有效預測自傷行為的有無，但預測方向是越不去表

現符合社會期待者，報告自己曾進行過自傷行為的可能性越大（見表五

-6）。這個現象似乎在透露這些無法滿足社會主流價值的青少年，可能會

藉由誇大或惡化自己的偏差行為，來獲得同儕的認同、肯定自己的價值。

難以介入的是這些個案往往不認為自傷行為是有害的，而覺得只是好奇好

玩、心情不好就割一割，當這些行為被認為是勇敢、獨特與引人注目時，

這些反應很可能成為次級增強物而增強了自傷行為，並引起同儕的模仿，

形成一種次文化。因此如何能夠有效降低青少年間自傷行為的相互模仿與

盲目追求，值得教育工作者仔細去思考。 

另外，幾乎所有自傷者在過去一年內未曾因自傷行為就醫，顯示該行

為可能對於身體組織的傷害並不嚴重（例如傷口表淺），但也可能是個案

善於隱蔽其傷口或是主要照顧者疏於照顧，以致於個案未能得到醫療照

顧。 

本研究發現女性的自傷比例較男性高，但並未達到顯著差異，然而若

去除捶打牆壁的自傷方式，則女性的自傷比例顯著多於男性，顯示過去文

獻在性別比例的不一致可能是對於自傷行為的定義與測量方式不同所

致。就方式而言，多數自傷青少年採用 1種以上的自傷方式，隨著種類數

的增多而人數減少。青少年較常使用的自傷方式是捶打牆壁、割傷、還有

用拳頭撞擊自己，女性選擇割自己、抓自己、阻止傷口復原、扯頭髮的比

例顯著高於男性，男性則是選擇捶打牆壁的比例顯著高於女性，這部分結

果與國外發現大致相同(Fliege et al., 2006)。 

本研究支持不同的自傷方式與不同的動機、所處的自傷前情緒有關。

割傷和抓傷與避免失控的動機無顯著相關，主要動機為負向情緒的因應；

捶打牆壁則與證明自己能力、避免失控的動機有關，生活中可能較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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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衝突，並會將產生的不愉快情緒歸因於他人。若將此結果與自傷方式的

性別差異合起來看，女性自傷的動機與控制自身較無關，且自傷過程較不

易被發現；男性所採用的自傷方式則與自身的控制有關，且與對他人的憤

恨不滿有關，自傷過程較易被發現。兩性雖然在面臨負向情緒時，都有將

這些力量發洩在自己身上來達到釋放的現象，卻因為動機上的不同，而在

方式的選擇上有微妙的變化。這個結果支持過去文獻發現較多自傷青少年

男性具有較強的向外敵意與衝動控制問題(Laye Gindhu & Schonert 

Reichl, 2005; Rodham et al., 2004；Ross & Heath, 2003；吳齊殷和

李文傑, 民 92)。 

此外，本研究發現自傷者在自傷前並未處於某特定情緒，但以負向情

緒居多，且不同的自傷動機與某些負向情緒的關連程度會有所差異。多數

自傷者表示自傷後有負向情緒釋放的效果，且最常發生的自傷動機皆與負

向情緒的因應有關，因此支持自我傷害行為具有負向情緒調節功能的說

法。 

二、 不同動機的自傷相關現象 

在本研究中，因素分析自我傷害動機的結果發現，可以將自我傷害動

機分為四類：人際影響、負向感受的因應、避免失控和負向自我評價，且

這四類可以以人際影響的程度來區別。所謂人際影響程度指的則是企圖以

自我傷害來影響人際關係的動機強弱。最想以自傷行為來影響人際關係的

是主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其可能較其他自傷動機者經過較多的思考與計

畫來進行自傷，以成功預測他人的反應、獲得自己想要的人際資源。其次

是主要動機為避免失控者，他們進行自傷除了要保護自己、得到安全感，

也是為了避免傷害他人，破壞了原有的人際關係。再者是主要動機為負向

自我評價者，他們自傷除了源於對自己的失望而懲罰，也可能同時具有自

暴自棄的想法，企圖用自傷行為來逃避他人對自己的要求與責難。最不去

考慮自我傷害會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的是主要動機為負向感受因應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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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自傷時會專注陷溺在自己的情緒中，只求不愉快的情緒能夠快點解

除，因此也可能是這四類中自動化進行自傷行為傾向最強者。若以此角度

去思考 4 類動機所佔的比例（負向感受的因應為 65.28％：負向自我評價

為 49.13％；人際影響為 33.26％；避免失控為 31.26％，見表五-4），可

以發現本研究結果同樣支持多數自傷行為是為了因應本身的需求與壓

力，而非獲取社會資源或解除社會給予的壓力。 

若將本研究的動機分類結果與 Nock 和 Prinstein（2004）的研究結果

作比較，則與其用自我增強（automatically reinforcing）/社會增強

（socially reinforcing）及正負向兩個向度，區分出四種動機類型的結

果較不相符，與 PHI 的分類則大致相同但缺少了「產生感覺」的類別。 

若從 PHI 發展過程去思考，會發現其動機選項是從精神科住院病人的

面談資料中蒐集而來，再經由兩位專家將這些動機分為 3類（情緒釋放、

人際影響、產生感覺）。其中，對於「產生感覺」這個類別的專家一致程

度僅 66％，顯示學者對於此類別本身的定義與內涵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也

因此自傷動機歸於此類是否適當仍有待觀察。就本研究結果而言，並不支

持「產生感覺」適合做為自我傷害動機的類別之一。 

如果與 Nock 和 Prinstein 的動機量表做對照，大致來說人際影響可以

對應到正向社會增強、負向感受的因應可以對應到負向自我增強（但包含

了屬於正向自我增強的「獲得喘息」和「想去感覺什麼」）、避免失控同時

包含了正向與負向自我增強的部分、負向自我評價則對應到正向自我增強

（但包含屬於負向社會增強的「逃避做事」）。此結果表示有一群自傷者的

自傷行為很清楚是因想要從他人身上得到資源而行動，然而其他三類的增

強動機則混雜在一起，無法用自我增強（automatically reinforcing）/

社會增強（socially reinforcing）及正負向兩個向度進行分類。此結果

的不一致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上的不同所導致，Nock 和 Prinstein 採用的

是精神科的住院青少年，其心理困擾雖然較為嚴重，但想法上可能較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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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固著，以致於選填的動機結果偏向單一方向的增強物。本研究的樣本為

一般學校青少年，其心理困擾可能較為輕微，但在進行自傷行為時考量的

層面較廣，以致於在選填動機時會同時考慮到不同方向的增強物（例如同

時包含正增強和負增強的功能），因此不適用於此分類法。 

從理論觀點的不同來考慮，Nock 和 Prinstein 的動機量表是以學習理

論的角度來編制，本研究所參考的 PHI 量表則是以認知、情緒的角度來編

寫。若將本研究的自傷動機量表照 Nock 和 Prinstein 提出的兩個向度做

分類（見表六-1），會發現在本研究自傷者所報告曾有過的自傷動機遠高

於 Nock 和 Prinstein 的研究（同樣的題目差距約 10％～30％），除了可能

有的文化差異影響外，也可能是住院青少年與一般青少年的樣本差異所造

成(如上一段所述)。 

比較各因子所佔的比例，會發現兩個研究中所佔比例最高的均為「自

我負向增強」，然而其中比例較高的均屬於本研究「負向感受的因應」類

別，表示自傷者進行自我傷害行為主要是希望能從個體本身去除或削弱不

想要的負向增強物，而對多數自傷者而言會增強自傷動機的負向增強物為

負向感受。若考慮所佔比例次之的類別，則兩個研究結果有所差異，在 Nock

和 Prinstein 的研究中所佔比例次之的為「自我正向增強」，而本研究則

是「社會負向增強」。此不一致可能是因為編寫題目不同所導致，在 Nock

和 Prinstein 的研究中「自我正向增強」包含的題目為「懲罰自己」、「去

感到放鬆」和「去感覺什麼」，然而本研究除了這三題還包括了其他自我

增強物，雖然皆有 20％以上的自傷者選擇，但拉低了整體所佔的平均比例

（見表五-4）。這個現象表示 Nock 和 Prinstein 的自傷量表漏掉了一些重

要的自傷動機選項，且題目之間所佔比例差異大，故以自我正向增強歸之

為一類並不適當。 

本研究所佔比例次之的為「社會負向增強」，其與 Nock 和 Prinstein

做出來的研究結果有相當大的差距，可能是這類題目在兩個研究中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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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不同所致。在 Nock 和 Prinstein 的研究中，「社會負向增強」的 4

個題目為「逃避做某些不想做的事情」、「逃避學校、工作或其他活動」、「逃

避懲罰或為結果付出代價」、「逃避與人在一起」，2到 4題較明顯是逃避他

人給予受試者的壓力與要求（比例介於 5.9％～11.8％），第 1題就題意而

言定位較為模糊，無法判定此壓力是他人或是自己給予的，然而就因素分

析的結果來看，應是偏向逃避他人給予的壓力。回到本研究，較適合歸於

「社會負向增強」的僅「逃避做某些事」，然而其就題意本身也難以判定

此壓力是他人或是自己給予的。若就本研究因素分析的結果來看，「逃避

做某些事」與「懲罰自己」、「對想法情緒感到羞恥」、「自己是失敗者」歸

在同一個因子（負向自我評價）之下，顯示本研究受試者認知到的動機較

偏向來自自身的負向觀感而非他人施加的壓力。因此若按照 Nock 和

Prinstein 的分類系統，在本研究「逃避做事」較適合歸於「自我正向增

強」中。如此一來，結果便支持過去研究認為多數自我傷害行為是為了因

應自身的需求與壓力，而非操弄他人或獲取社會資源，而「社會負向增強」

則在本研究中未被測量與探討到。 

綜合以上討論，Nock 和 Prinstein 應用學習理論的增強概念將自傷動

機劃分為 4類雖然有助於理解自我傷害行為的功能，然而對於非臨床樣本

無法釐清其主要的核心動機為何，而宜從認知情緒的角度來加以理解。最

後不論是學習理論或是認知情緒觀點，兩者皆支持多數自我傷害行為是為

了因應自身的需求與壓力，而非操弄他人或獲取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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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六-1： Nock 和 Prinstein 的四個增強功能動機因子所佔比例 

自

傷

因

子 

本研究的自傷動機題項 

自傷者比例

％（n = 

319~321） 

Nock 和 Prinstein 的 

自傷動機題項 

自傷者

比例％

(n = 89)

釋放感受 84.4   

停止感受 83.2 停止不好的感覺 52.9 

表達感受 83.8   

不去想不愉快的事 68.1   

停止麻木、不真實 56.1 釋放麻木或空虛 30.6 

從問題中轉移注意力 47.2   

避免傷害他人 33.5   

避免更傷害自己 43.1   

自

我

負

向

增

強 

防止自殺 28.1   

獲得喘息 48.3 感到放鬆 23.5 

去感覺什麼即使很痛 51.1 去感覺什麼即使很痛 34.1 

感覺存在 34.2   

得到安全感 22.5   

證明能力 24.4   

懲罰自己 41.2 懲罰你自己 31.8 

對想法情緒感到羞恥 43.1   

自

我

正

向

增

強 

自己是失敗者 59.9   

逃避做某些不想做的事 13.0 

逃避學校、工作或其他活動 5.9 

逃避懲罰或為結果付出代價 11.8 

社

會

負

向

增

強 

逃避做事 52.3 

逃避與人在一起 9.4 

得到父母或朋友更多的注意 14.1 
讓他人注意自己 36.8 

得到注意力 14.1 

讓他人痛苦 21.9 讓他人生氣 5.9 

得到他人幫助 25.5 得到幫助 14.1 

改變他人行動 11.8 

改變、影響他人 41.9 試著得到某人的反應，即使是

負面的 
15.3 

社

會

正

向

增

強 

讓他人知道自己痛苦 35.4 讓其他人知道你有多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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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人瞭解 46.1 讓妳的父母瞭解或注意你 13.0 

自我感覺的驗證 42.6   

得到認同 15.9 感覺更像是群體中的一員 7.1 

  控制情況 15.3 

  像某個你尊敬的人 5.9 

  單獨時讓自己有事可做 23.5 

  
和他人在一起時讓自己有事

可做 
2.4 

 

三、 驗證經驗迴避的觀點部分 

本研究發現經驗迴避雖與是否有自傷行為具有顯著相關，然而在其迴

歸模型中並未顯著。回到 Hayes 等人的想法去思考，他們假設經驗迴避背

後的運作機制為個體過度固著於某些認知想法，因而導致思考和情緒的壓

抑，最終無法採取必要的行動來面對該引發事件(Hayes et al., 2004)。

因此，他們將經驗迴避現象定位在個人具有沈溺於負向情緒和想法的特

質，進而無法採取適當的行動。放回自我傷害的歷程中，則可發現相對於

情緒調節能力的缺乏而言，對於是否有自我傷害行為的影響較為間接，因

此可解釋經驗迴避雖然自我傷害的有無具有顯著相關，但在迴歸模型中會

因為其他變項被控制而無法有顯著的解釋力增量。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發現經驗迴避包含兩個因素：沈溺於情緒和不害怕

情緒，結果發現與自我傷害較為相關的是沈溺於情緒。此外，動機為負向

感受的因應和負向自我評價在沈溺於情緒的次量表上顯著高於人際影響

和避免失控，表示主要動機為負向自我評價者在面對負向情緒時會沈溺於

負向情緒中，而無法適當的處理問題，支持對於自我或個人內在經驗有負

向評價者有較高的經驗迴避傾向。 

四、 區分自我傷害的有無部分 

本研究發現情緒調節能力的不接納與無助能夠有效解釋自我傷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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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無，也就是越難接納自己負向情緒且感到無助者，越可能發展出自我

傷害行為。此外本研究發現與自我傷害有無具有顯著相關的情緒特質為負

向情緒強度，而非 Gratz（2006）所發現的正向情緒強度。回顧文獻，Gratz

認為正向情緒較弱代表的意涵可能是潛在的憂鬱狀態或情感麻木，因此與

自我傷害行為有關，本研究的結果則指向自我傷害行為與負向情緒過於強

大又無法接納、適度調節有關，而與情感麻木較無關，和 Linehan 的情緒

脆弱概念較一致。此結果的不一致可能是樣本不同（Gratz 的樣本是女性

大學生）或文化差異所致，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澄清。 

五、 影響自我傷害的頻率程度部分 

本研究發現動機強度和衝動失控的迴歸係數達到了顯著差異，且動機

強度的迴歸係數相對於情緒調節能力的缺乏而言較大，顯示動機較強者可

能較習於用自我傷害的方式去因應而有較高的自傷頻率程度，對於自傷頻

率程度的影響較為直接。有趣的是，與自我傷害有無的迴歸結果做比較會

發現，對負向情緒的不接納與無助較能有效解釋自傷行為的有無，而較能

有效解釋自傷頻率程度的則是衝動失控；與自傷行為有無相關的是負向情

緒強度，與自傷行為頻率程度相關的是正向情緒強度。這個結果可能表示

對曾進行過自傷行為者來說，他們會習於用自我傷害的方式去因應負向情

緒，因此引發自傷衝動所需要的負向情緒強度閾值會變低，所以較常自傷

者並不會感受到較強的負向情緒，反而可能對於情感會越來越麻木或處於

憂鬱狀態，感覺不到應有的正向情緒強度。在自傷漸漸成為因應外在刺激

的習慣動作而形成自動化歷程的情況下，影響其是否繼續自傷的原因轉為

如何在第一時刻暫緩、抑制失控的自傷衝動。 

六、 Linehan 情緒脆弱性概念 

本研究發現所有的自傷動機皆與負向情緒強度、沈溺情緒、情緒調節

能力的缺乏具顯著相關，顯示大部分的自傷者的情緒基調是較為負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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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負向情緒刺激時容易激發出較強的情緒強度、難以從負向情緒中脫

身、且缺乏包括接納、衝動控制、執行目標等適當的情緒調節能力，支持

Linehan（1993）提出的情緒脆弱性概念。 

七、 各自我傷害動機的自我傷害相關現象 

本研究發現對主要動機為自我評價負向者而言，相較於其他動機除了

接觸到一般正向情緒刺激時較難感受到強度較強的正向情緒外，其對於多

種負向情緒的高敏感度和情緒基調的負向特質，使得主要動機為自我評價

負向者在接觸到負向情緒刺激時容易激起強度較強的負向情緒（尤其是自

我關注的情緒，例如罪惡感、羞恥感）並陷溺其中。再加上對於自身情緒

的無法接納，缺乏轉移注意力的情緒調節能力，因而使用各種自我傷害方

式以同時達到因應負向情緒與懲罰自己的功效。本研究結果支持

Elizabeth 、Jennie 和 Frank (1999)與 Nock 和 Prinstein（2004）發現

動機為自我評價負向者與憂鬱、無望感相關，並具有高情緒反應的特質。

許多研究已證實憂鬱與無望感和自殺具有高相關(許文耀 & 陳明輝, 

2004；Konick & Gutierrez, 2005; Minkoff, Bergman, Beck, & Beck, 

1973)，若整合自傷與自殺具有高相關且能有效預測未來自殺行為的研究

發現，則自傷者中同時或在未來會有自殺行為的很可能便是主要自傷動機

為負向自我評價者。根據陳毓文和鄭麗珍（2001）的研究發現部分自傷青

少年也會同時進行自殺行為，然而他們本身能夠區辨出該次行動是要自殺

還是自傷。本研究由於將範圍限制於自傷行為而未探究自殺行為，因此無

法就資料本身直接推論兩者的相關，宜待後續研究進一步釐清自殺與自傷

之間的關連性。 

對主要動機為負向感受的因應者而言，其歷程類似主要動機為自我評

價負向者，除了接觸到一般正向情緒刺激時較難感受到強度較強的正向情

緒外，也容易激發出較強的負向情緒，且在面對負向情緒時會沈溺其中而

無法適當的處理問題，然而不同的是負向感受的因應與自我關注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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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惡感、羞恥感）相關較低。此外，其與多種負向情緒具顯著相關也顯

示，主要動機為因應負向感受者對於多種負向情緒習於用自我傷害的方式

去因應，再加上對於自身情緒的無法接納，缺乏轉移注意力的情緒調節能

力，而使得自我傷害行為更加惡化。本研究結果支持 Nock 和 Prinstein

（2004）認為動機為負向自我增強者具有高情緒反應的特質。值得注意的

是所有主要自傷方式皆與負向感受的因應有關，尤其是使用捶打牆壁來自

傷者。 

對主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而言，相較於其他動機其特徵在於較難區分

負向想法與事實，對於自己的負向感受懷著恐懼，且可能常處於或想像身

在人際衝突中，對於他人和自身都抱持著負向的想法，而以自我傷害行為

來因應。除了負向感受的部分，能夠成功獲得預期的他人反應也成為自傷

行為的增強物之一，促使個體進行自我傷害。雖然人際影響和其他動機一

樣缺乏衝動控制的情緒調節能力，但相較於主要動機為負向自我評價者則

在進行自我傷害前多了一個緩下來思考的步驟，支持 Elizabeth（1999）

認為人際影響者較少心理病理症狀的想法，然而可能在社會互動部分缺乏

適當的溝通技巧（Nock ＆ Prinstein，2004）。此外，人際影響和外向憤

怒的高相關顯示相較於其他動機，這群人自傷原因主要來自於人際衝突或

人際資源的缺乏，企圖影響其人際互動，而較不支持 Grube（2004）認為

自我傷害者的高向外攻擊可能是因為個體將自身視為外在物體來攻擊的

解釋。 

避免失控與負向情緒的關連度較其他動機者普遍較弱，然而特別的是

主要動機為避免失控者在罪惡感方面顯著高於人際影響和負向感受的因

應，表示其容易對於自己的行為舉動感到罪惡羞恥，而試圖用捶打牆壁、

拳打自己、頭撞、在皮膚上刻字等自我傷害行為控制自己的行為舉動。除

了負向感受的部分，其也能藉由自傷行為控制自己來獲得控制感與安全

感，而形成自傷行為的正增強，令其產生動機進行自我傷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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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 樣本代表性：本研究對象為成績後段的私立高中職生，根據文獻

發現不同樣本其自傷的比例、動機、方式會有所不同，故本研究

結果要推論到台灣青少年會有所困難。建議後續研究自傷青少年

者可以其他不同的群體（例如明星高中職、日夜間部、城鄉的不

同、特殊處遇機構等）作為研究對象並加以比較，以更加妥善呈

現台灣自傷青少年目前的概況。 

2. 本研究發現社會期待與是否有自傷行為具有顯著負相關，建議後

續研究可以不同的青少年次文化（成績的高低、一般或處遇機構）

對於自傷行為的影響做深入的探討。 

3. 問卷內容：施測老師反應學生對於部分問卷題目的重複感到疑

惑、對於部分題目表達過於抽象感到難以理解，因此後續研究者

宜再修改問卷文字與題目，讓問卷更為精簡、詞語表達更為淺顯

易懂。 

4. 累積量表的信效度資料：本次研究所用的量表皆為翻譯與自編量

表，故需要更多的信效度資料來確立、增加測驗的可用性。 

5. 進行貫時性研究：本研究屬於探索性的相關研究，故邏輯上做因

果推論冒有極大的風險，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進行相關議題的貫時

性研究，以更確立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6. 建立與驗證新模式：本研究的假設模式雖然未被完全支持，然而

研究結果支持 Linehan（1993）的情緒調節觀點，並支持動機為影

響自傷行為的重要變項，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依此觀點建立新模

式，並驗證情緒脆弱性的可能原因（包括基因、出生前的嫌惡事

件、早期負向童年經驗）。此外建議以不同特性的樣本（例如大學

生、精神病患）做交叉比對，以進一步建立更具解釋力與適用性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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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倫理：本研究採記學號填答，然而並未在指導語的頁面說明

可能會通報學校輔導室，因此有違反研究倫理的疑慮。建議未來

研究偏差行為相關主題者需特別注意參與者的權益與後續處理。 

二、 對學校機構的建議： 

1. 根據本研究結果，自傷人數的比例相當高，故建議學校增加接納

自我負向情緒的輔導課程、提高同儕支持的力量，並培養學生因

應負向情緒的能力。 

2. 由於自我傷害者對於自我的評價較低，人際上的困擾較多，而可

能較難建立信任的關係，建議在接觸時盡量避免令其有被評價與

貼標籤的感受，在面臨是否通報他人的選擇時需注意到學生可能

有被背叛的感受與受傷情緒，而需同理學生並做溝通。 

3. 本研究發現越不去表現符合社會期待者，報告自己曾進行過自傷

行為的可能性越大。這個現象可能表示這些無法滿足社會主流價

值的青少年，會藉由誇大或惡化自己的偏差行為，來獲得同儕的

認同、肯定自己的價值，並形成一種次文化。建議學校老師除了

幫助自傷學生釐清其盲目模仿下可能的自傷動機之外，也提供相

關課程來給予學生討論自傷行為的機會，以幫助老師更了解學生

的看法、協助學生接收到不同的觀點而有更彈性與清晰的思考。 

三、 對助人工作者的建議： 

1. 根據本研究結果，自傷行為在私立高中職生中相當普遍，而重複

的自傷行為又是自殺意圖與行為的強力預測因子，因此不論是以

自殺防治的角度，或是目前青少年進行自傷行為的比例逐年升高

的情形來看，都值得流行病學者、助人工作者與政府機構投入更

多資源來釐清現狀，並加以防範、擬定出有效的處遇模式。 

2. 本研究支持不同的自傷方式與不同的動機、所處的自傷前情緒有

關，而自傷方式又是自傷相關現象中最容易觀察到的部分，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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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助人工作者在評估自傷個案狀態時可以此為出發點去探索思考

其內心狀態與自傷動機。 

3.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發現，不同自傷動機有不同的自傷歷程與表現

方式，故在評估時建議特別去釐清其動機與相關情緒，以快速掌

握自傷個案所處的狀態與自傷模式，進一步決定是否需要個案管

理、擬定治療計畫。例如主要動機為負向自我評價者可能具有較

高的自殺危機，而可能需要危機處理與個管追蹤；主要動機為負

向情緒因應者的情緒反應較強，可能需要教導情緒因應策略；主

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則幫助其建立正確的人際知覺與適當的人際

因應技巧；主要動機為避免失控者則可以教導其衝動控制技巧。 

4. 目前許多人會認為自我傷害偏屬於女性的偏差行為，然而從本研

究結果來看，男性的自傷比例與女性並無顯著差異，故不可加以

忽略。此外，兩性在自傷動機與方式選擇上具有性別差異，雖然

兩者在面臨負向情緒時，都會將這些力量發洩在自己身上來達到

釋放的效果，然而男性所採用的自傷方式與自身的控制和對他人

的憤恨不滿較有關，因此在評估介入時可把因性別所產生的差異

列為重點之一。 

5. 根據本研究與過去相關研究的結果，自傷者主要是負向情緒調節

的困難，而使得他們必須用自我傷害的方式來處理情緒，因此需

以真誠與同理的態度幫助其接納自己的情緒，並以認知行為療法

教導一些情緒因應技巧（例如深呼吸放鬆、運動、暫時轉移注意

力等），以言語來取代用自傷表達自己的深層感受，協助他們去運

用身邊可利用的人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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