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發展心理學與相關研究發現青少年處於人格形成、身心變

化迅速的階段，且在自我傷害行為上屬於較高危險的年齡層，考量本研究

將自我傷害發生的時間界定在一年內，與目前社會環境下青少年期拉長的

現象，以高中職生為對象進行研究。 

一、 第一次預試樣本 

預試樣本選取成績前段的公立高中生兩班共 79 人，由於研究成本的限

制採取立意取樣，樣本皆為高一男生，量表採不記名填答，施測接受與行

動量表、簡式情緒強度量表、情緒調節困難量表、自我傷害動機量表、自

我傷害情緒狀態量表、自我傷害量表。由於接受與行動量表、簡式情緒強

度、情緒調節困難量表、自我傷害量表為研究者所翻譯，故預試目的為瞭

解題意是否有傳達不清楚的情況以進行文字修改，並瞭解填答上是否有困

難。 

預試完後，根據預試學生的回饋，除了將部分題目的用語改得更白話

通順，也將相似題目分開以避免學生填答時有不斷重複的感受。另外正式

施測的自我傷害量表根據學生在最後「其他自傷行為」的空白題填答，增

添了「捶打牆壁」和「拉扯頭髮」兩種自傷行為。 

二、 正式施測樣本 

正式施測樣本因研究成本的限制採取立意取樣，抽樣架構為一所成績

後段的私立高中職學校。由於配合學校課程安排，選取施測期間有生涯輔

導課程的班級進行施測，總人數共 839 人，高中部一年級 10 班、高職部

一年級 2班、高職部三年級 13 班，男女比例為 61.5：38.5。所有班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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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老師協助施測，施測時間為輔導活動課，指導語均依照量表所示告知

受試樣本，受試者所得題本包括 8 部分：基本資料、簡式情緒強度量表、

接受與行動量表、情緒調節困難量表、社會讚許量表、自我傷害量表、自

我傷害動機量表、自我傷害情緒狀態量表。因為配合學校希望能夠追蹤高

危險個案並適時介入，所有問卷採記學號填答，並以集體方式回收問卷。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欲了解自我傷害青少年的情緒特質、欠缺的情緒調節能力以及

自我傷害與經驗迴避的關係，並試圖藉由自傷動機的分類來釐清目前複雜

難解的自傷現象，包括不同的自傷動機在情緒強度特質上是否有所差異，

會引發何種情緒種類、其情緒強度是否有所不同，是否會採取不同的自傷

方式，在自傷頻率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以及所欠缺的情節調節能力是

否有所不同。因此會以量表測量「經驗迴避傾向」、「自我傷害動機」、「正

向情緒強度特質」、「負向情緒強度特質」、「自我傷害前的情緒狀態與強

度」、「自我傷害後的情緒釋放程度」、「自我傷害方式」、「自我傷害頻率程

度」、「情緒調節能力」，使用工具有：「接受與行動量表」（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簡稱 AAQ）、自我傷害動機量表（修改自

parasuicidal history interview）、簡式情緒強度量表（Short Affect 

Intensity Scale，簡稱 SAIS）、自我傷害情緒狀態量表、自我傷害量表

（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簡稱 DSHI）、情緒調節困難量表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簡稱 DERS）。此外，考

量到參與者可能會有想要表現符合社會讚許的現象，以「社會讚許量表」

測量參與者的「社會讚許程度」，並將其列為控制變項進行統計控制。 

一、 基本資料： 

本研究收集個人基本資料的年齡與性別進行分析，另外再加上學校輔

導策略所需的個人學號與班級，故個人基本資料部分包括出生年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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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班級學號 4項（見附錄一）。 

二、 簡式情緒強度量表 

情緒強度的評估採用Geuens和Pelsmacker（2002）所編制的簡式情緒

強度量表，主要測量個體在經驗到其情緒時，在強度上的穩定個別差異。

此量表修改自「情緒強度量表」（Affect Intensity Measure，簡稱AIM；

(Larsen & Diener, 1987)）。AIM為總共 40 題的自陳式量表，並具有良好

的信效度，過去研究發現其並非單一向度。簡式情緒量表為將AIM的題目

從 40 題縮短為 20 題的自陳式 6點量表，包含 3個因素分數：正向情緒強

度（8題）、負向情緒化（6題）和平靜（6題），總分越高分表示情緒情度

越強。其與AIM的相關相當高（r＝.94，p <.001），顯示並未因為刪減而

遺漏了重要的變項訊息。過去文獻中，該量表的Cronbach係數為.88，次

量表的則在.74 到.85 之間（正向情緒次量表為.84、負向情緒化次量表

為.74、平靜次量表為.85）。在本研究的正式施測樣本中，內部一致性

Cronbach係數為.86，次量表則在.73 到.86 之間（正向情緒次量表為.86、

負向情緒化次量表為.73、平靜次量表為.77），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

部一致性信度（見附錄二）。 

三、 接受與行動量表 

經驗迴避傾向的評估採用 Hayes 等人（2004）所編制的接受與行動量

表，主要測量個體經驗迴避的傾向程度，其理論假設過度的認知糾結（尤

其是過度評價的內容）會使思考和情緒壓抑而無法採取必要行動去面對個

人事件，因此編列的量表項目關注於接納、評價、情緒控制、認知糾結、

情緒關注而不採取行動做解決。AAQ 為總共 9 題的自陳式 7 點量表，越高

分代表經驗迴避傾向越高。該量表具有適當的信度，Cronbach 係數為.70，

間隔 4 個月的再測信度為.64，在本研究的正式施測樣本中，Cronbach 係

數為.51；在效度方面，AAQ 與憂鬱、焦慮、社會畏懼症、焦慮敏感度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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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後壓力症候群具有中度相關（r = .33~.68），符合經驗迴避為這些現象

病源的想法。本研究經過因素分析發現經驗迴避可分為兩個因素：沈溺情

緒和不害怕情緒，兩者共可解釋量表中 23％的變異數。本量表由於原量表

名稱過於抽象難以理解，施測時改稱為「生活因應量表」（見附錄三）。 

四、 情緒調節困難量表 

情緒調節能力採用 Gratz 和 Roemer（2004）的「情緒調節困難量表」，

其為 36 題的自陳式 5 點量表，評估個體欠缺 6 種情緒調節能力的程度，

分別為：不接納情緒、難以達到目標、衝動、對情緒缺乏察覺、對情緒調

節沒有信心和不清楚自己當下的情緒狀態，越高得分表示越欠缺該能力。

該量表的 Cronbach 係數為.93，次量表則皆大於.80。在本研究的正式施

測樣本中，Cronbach 係數為.92，次量表則皆大於.78，顯示本量表具有良

好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將這 36 題以因素分析進行分析，使用主軸法萃

取因子，並以 Promax 法進行斜交轉軸。在因子數的決定上採用特徵值>1

和平行分析法做為參考，經由文獻和可解釋性的考量決定因子數為 4，各

命名為「不接納且無助」、「無法執行目標」、「衝動失控」、「不清楚

感受」，共可解釋 48％的變異量。此外，本量表為避免參與者作答時具備

特定心向及抗拒，正式施測時改稱為「情緒反應量表」（見附錄四）。 

五、 社會讚許量表 

社會讚許意指個體基於尋求被讚賞的動機所做出的反應（Crowne & 

Marlowe, 1960 轉引自廖玲燕，2000），本研究採用廖玲燕（2000）的「社

會讚許量表」，此量表為 22 題自陳式是非題，答「是」者得 0分，答「否」

者得 1 分，越高分者表示社會讚許傾向越高。該量表的 Cronbach 係數

為.90，顯示量表本身具有足夠的內部一致性。再測信度方面，隔了一個

月後得到的再測信度為.78，表示本量表具有足夠的穩定性。在本研究的

正式施測樣本中，Cronbach 係數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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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自我傷害量表 

自我傷害方式和自我傷害頻率程度採用 Gratz（2001）的「自我傷害

量表」。此量表採用 Favazza（1998）的自我傷害定義，是以外顯行為為基

礎的自陳氏量表。其列出 16 種自我傷害行為（第 17 種為其他），每個行

為會再詢問參與者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進行該自我傷害行為為何時，進行過

該自我傷害行為的頻率程度、嚴重度、持續時間、與使用方式，次數的連

續變項為 17 個自我傷害行為次數的加總。 

本研究考量研究目的與作答題數之後，對於每種自傷行為僅詢問在過

去一年內進行過該自我傷害行為的頻率程度，以及自傷後是否因其所導致

的生理傷害而就醫。在自我傷害行為的頻率程度填答部分，由於考量到受

試者的記憶力限制，將原量表的空白填答方式改為選項的勾選，並參考

Nock 和 Prinstein（2004）的分類法將選項分為「1次」、「2到 5次」、「6

到 10 次」、「11 到 24 次」、「24 次以上」。在計算個體所有自傷行為的總頻

率程度部分，會先將每一題參與者所選的頻率程度選項轉換為不同的數字

再加總（「1次」為 1、「2到 5次」為 2、「6到 10 次」為 3、「11 到 24 次」

為 4、「24 次以上」為 5，故若參與者在 18 種自傷行為中皆勾選「2 到 5

次」，則其自傷總頻率程度為 18 * 2 ＝ 36）。在呈現受試樣本整體的自傷

頻率次數部分，將自傷頻率總分依「1次」仍為「1次」、「2到 5次」為「頻

率一般」、「6到 10 次」為「頻率較高」、「11 到 24 次」為「頻率很高」、「24

次以上」為「頻率非常高」的規則進行頻率程度的分組（見表五-1）。 

此外，由於第一次預試結果和本土文獻(陳毓文, 2006)發現「拔頭髮」

與「搥打牆壁」是台灣青少年常用的自我傷害方式之一，故增列這兩種自

我傷害行為於量表中，因此正式施測量表有 18 種列舉出來的自我傷害行

為，加上一題留有空白可自由填答其他自傷方式的題項，共 19 題。根據

研究顯示該量表的內部一致性良好（α＝.82，將題項視為二分變項來分

析），且 2 到 4 個禮拜後對於判斷參與者是否為自我傷害者有適當的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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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Φ＝.68，p < .001），對於參與者所選填的自我傷害種類量也有頗

高的相關（r＝.92，p < .001）（見附錄六） 

七、 自我傷害動機量表 

自我傷害動機量表主要參考 Linehan, Wagner, 和 Cox（1983）所編制

「擬似自殺史面談」（Parasuicide History Interview，簡稱 PHI）中關

於擬似自殺的動機部分，主要目的為測量參與者的自我傷害動機。除了沿

用其三個原有的分類：釋放情緒、人際影響、產生感覺，也納入其他自我

傷害相關文獻中的動機選項，並新增負向自我評價、逃避/迴避、保護自

己三個分類。故本量表總共有 27 個動機選項，其中有 25 個被分進以上 6

個分類中，剩下兩個動機（想要證明自己的能力、覺得好奇或好玩）因為

不適於上述任何一個分類，所以採個別列出。由於過去自我傷害的動機選

項多為二分法（有/無），而無法比較出參與者在不同動機中的認同程度，

因此本量表採用 5點量表，以評估個體主觀認為其採取自我傷害行為的動

機為何，越高分代表越常使用該項做為其自我傷害動機。 

本量表預試時在量表的最後列出其他的空白項供參與者自由填答，結

果發現無遺漏重要的自我傷害動機選項。將這 27 個動機以因素分析進行

分析，使用主軸法萃取因子，並以 Promax 法進行斜交轉軸。在因子數的

決定上採用特徵值>1 和平行分析法做為參考，綜合考量後發現因子數落在

3 到 5 之間，經由文獻和可解釋性的考量決定因子數為 4，可以解釋 53％

的總變異量。（見表四-1、表四-2） 

這 4個因素與原先編擬的動機類別大致相符，然而第 3個因子中的「好

奇、好玩」因素負荷量僅.131，故予以刪除不在後續步驟中進行分析。因

素 1命名為人際影響，其包含的題目反應出試圖藉由自我傷害來影響他人

的行動與彼此的互動。因素 2命名為負向感受的因應，其包含的題目主要

反映自傷者藉由自我傷害行為來因應負向的情緒感受，藉此獲得喘息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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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素 3命名為避免失控，其包含的題目主要反映自傷者藉由自我傷害

來避免自己失控，進而能得到控制感與安全感。因素 4命名為負向自我評

價，包含的題目反映自傷者進行自我傷害行為是因為對於自身的負向評價

而使用自我傷害來懲罰自己。需要注意的是 4個因素之間具有中度以上的

相關（r ＝ .42～.70），表示自我傷害者的自傷行為雖然有偏向某一類的

動機，但動機之間重疊的可能性相當高。在本研究的正式施測樣本中，

Cronbach 係數為.93，次量表則皆大於.76，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

致性（見附錄七）。 

表 四-1：自我傷害動機量表的因素結構矩陣（N＝308） 

動機 人際影響 
負向感受的

因應 
避免失控 

負向自我

評價 

2.讓他人注意自己 .869    

19.讓他人痛苦 .858    

14.得到他人幫助 .795    

1.改變、影響他人 .768    

20.讓他人知道自己痛苦 .735    

4.讓他人瞭解 .697    

17.自我感覺的驗證 .582    

10.得到認同 .502    

22.釋放感受  .875   

3.停止感受  .857   

12.表達感受  .827   

16.不去想不愉快的事  .727   

13.停止麻木、不真實  .671   

25.從問題中轉移注意力  .635   

8.獲得喘息  .555   

15.去感覺什麼  .513   

23.防止自殺   .711  

18.感覺存在   .688  

26.得到安全感   .674  

21.避免傷害他人   .635  

6.避免更傷害自己   .587  

5.證明能力   .531  

7.好奇、好玩
a

  .131  

24.懲罰自己    .853 

27.對想法情緒感到羞恥    .771 

9.自己是失敗者    .686 

11.逃避做事    .587 
a 此題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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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自傷動機因素分析後的總變異量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量萃取 轉軸平方負荷量 

因子 總和 ％變異數 總和 ％變異數 總和 

1 10.396 38.503 9.955 36.870 7.228 

2 2.833 10.492 2.458 9.103 7.239 

3 1.644 6.088 1.224 4.533 7.260 

4 1.137 4.212 .673 2.493 7.166 

 

八、 自我傷害情緒狀態量表 

本研究所稱自我傷害情緒狀態量表採自編量表的方式，為 21 個題項的

自陳式 10 點量表和 1 題是非填空題，評估參與者在自我傷害前的情緒狀

態和自傷後的情緒釋放程度。前者列出 15 種負向情緒、1種中性情緒（淡

漠）、3種正向情緒（自豪、快樂、興奮）和其他空白選項供參與者自由填

答，請參與者評估自我傷害前所經驗到的情緒種類與程度，後者則請參與

者評估自我傷害後所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是否有被釋放或減少。在本研究的

正式施測樣本中，Cronbach 係數為.93，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

性。（見附錄八）。 

第三節  施測程序 

一、預試樣本施測： 

進行施測時，指導語完全依據量表所示進行誦讀，參與者所得到的題

本將包含七部分：基本資料、接受與行動量表、簡式情緒強度量表、情緒

調節困難量表、自我傷害量表、自我傷害動機量表和自我傷害情緒狀態量

表。所有填答資料採取不記名處理，學生填答完成後，以集體方式回收問

卷，並提供學生輔導中心的諮詢服務訊息。 

二、正式樣本施測： 

進行施測時，指導語完全依據量表所示進行誦讀，參與者所得到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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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將包含八部分：基本資料、接受與行動量表、簡式情緒強度量表、情緒

調節困難量表、社會讚許量表、自我傷害量表、自我傷害動機量表和自我

傷害情緒狀態量表。所有填答資料採取記學號處理，學生填答完成後，以

集體方式回收問卷，並提供學生輔導中心的諮詢服務訊息。 

第四節  資料處理 

各項資料回收後先進行整理，將作答不完全、亂答或有明顯反應心向

的問卷剔除，再將有效問卷的原始資料輸入電腦，以 SPSS 10.0 統計套裝

軟體分析基本資料、自我傷害現象的描述統計分析、及進行因素分析、階

層迴歸、邏輯迴歸、卡方檢定、獨立樣本 t檢定、相依樣本 t 檢定和相關。

資料處理內容包括： 

1. 以描述統計了解目前台灣青少年族群中的自我傷害行為相關現

象，包括發生比例、頻率程度、是否因自我傷害行為接觸到醫療

體系，並以卡方檢定考驗不同性別、高中職、不同年級在過去一

年內發生自我傷害行為的比例是否有所不同，以獨立樣本 t 檢定

瞭解不同性別進行自我傷害的方式、頻率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2. 以邏輯迴歸探索經驗迴避傾向、情緒強度特質和情緒調節能力的

缺乏是否可解釋區分自我傷害行為的有無。 

3. 以階層迴歸分析探索經驗迴避傾向、情緒強度特質、情緒調節能

力的缺乏和動機強度是否可解釋自我傷害行為的頻率程度。 

4. 以相關分析探索不同的自我傷害動機，其與情緒強度特質、某些

特定的情緒種類、經驗迴避、自我傷害行為的進行方式、頻率程

度還有缺乏或無法適當應用的情緒調節能力是否具有顯著相關，

並以相依樣本t檢定比較不同自我傷害動機之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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