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青少年的自我傷害現象 

本節擬藉由描述統計，初步瞭解台灣青少年的自我傷害相關現象，包

括在過去一年內發生自我傷害行為的比例、自我傷害頻率程度的次數分

配、常用的自我傷害方式、自我傷害前的情緒狀態、以及自我傷害後的情

緒釋放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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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以因素分析

探索自我傷害者可依其動機分為哪幾群。 

一、 自我傷害行為的發生比例 

所有樣本中總共有 44.4％（n＝364）的青少年在過去一年內有過至少

一次的自我傷害行為，女性的自傷比例較男生高，但並未達到顯著差異

（48.3％ VS  41.8％，χ2 = 3.25，df = 1，p = .08），然而若考慮過去

許多研究未將捶打牆壁列於自傷行為中而將之去除，則發現女性的自傷比

例顯著多於男性（44.2％ VS 32.3％，χ2= 11.63，df = 1， p ＝.001）。 

若以年級和高中職為分類標準，則一年級較三年級的自傷人數比例高

（50.6% VS 37.2%，χ2 = 14.86，df = 1，p < .001），高中部較高職部

自傷人數比例高（50.4％ VS 38.1％，χ2 = 12.38，df = 1，p < .01）。

若以一年級為樣本來比較高中部和高職部，則發現雖然高職部的自傷比例

微高於高中部，但兩者並無顯著差異（50.4％ VS. 55.6％，χ2 =.187，

df = 1，p ＝ .425），因此前述自傷比例的差異可能來自於年級的不同。

值得去注意的是，在三年級樣本中出現自傷行為相關量表的問題問卷（包

括未填答、漏填多題、前後矛盾、明顯亂答者）比例顯著高於一年級（8.9

％ VS 5.3％，χ2 = 4.31，df = 1，p = .04），高職部樣本中出現與自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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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相關量表的問題問卷比例顯著高於高中部，故需注意高職部自傷人數

比例有被低估的可能（5％ VS 9％，χ2 = 5.00，df = 1，p = .03）。 

二、 自我傷害頻率程度的次數分配、方式與就醫情況 

自傷樣本中，有關自傷頻率程度的分配呈現正偏態（峰度＝26.64，偏

態＝3.79）。比例部分頻率非常高的類別所佔比例最少（4.1％），次少的

是 1次，而一般頻率最多（46.0％），之後的比例隨著頻率的增多而下降。

由比例可知多數自傷青少年（90.7％）在自傷後會再次採取行動，顯示因

為好奇而只自傷 1次即停止該行為的青少年佔少數，（見表五-1）。 

表 五-1：自傷頻率程度的次數分配表 

自傷頻率程度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 次 34 9.4 9.3 

一般 167 46.0 55.4 

較高 80 22.0 77.4 

很高 67 18.5 95.9 

非常高 15 4.1 100 

總和 363 100 100 

在自傷方式部分，青少年較常使用的自傷方式是捶打牆壁（70.2％）、

割傷（47.9％）、還有用拳頭撞擊自己（36.1％），進行頻率程度也是以這

三種方式最多。多數自傷青少年採用 1 種以上的自傷方式（70％），數量

上使用 1 種方式者最多（30.5％），隨著種類數的增多而人數減少。在進

行方式的選擇上有性別差異，女性選擇割自己（66.4% VS 34.3%，χ2 = 

36.29，df = 1，p < .001）、抓自己（35.9% VS 19.3%，χ2 = 12.52，df 

= 1，p = <.001）、阻止傷口復原（19% VS 7.8%，χ2 = 12.03，df = 1，

p =.001）、扯頭髮（20.4% VS 11.2%，χ2 = 5.82，df = 1，p =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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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VS 

60.8%，χ2 = 12.03，df = 1，p = .001）（見圖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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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各自傷方式比例的次數分配圖 

在自傷樣本中，不同的自我傷害方式也與不同的動機、負向情緒有關。

由於自傷方式相當多種，故在此列出使用比例佔 20％以上 進行分析比

較，也就是捶打牆壁、割傷、拳打自己、抓傷、頭撞、咬、刻字共 7種自

傷方式（見表五-2、表五-3）。 

從動機來看，捶打牆壁、拳打自己、頭撞、刻字除了與人際影響、負

向感受的因應、負向自我評價具有顯著相關之外，也與避免失控有顯著相

關；割傷、抓傷、咬則雖然也與人際影響、負向感受的因應、負向自我評

價具有顯著相關，但與避免失控不具相關。兩組自傷方式的差異表示衝撞

的行為特性可能能夠為個體帶來較強大的衝擊感與宣洩效果，因而從中獲

得控制感。刻字雖然不具有衝撞的行為特性，然而個體可以藉由文字這種

抽象符號的運用，配合身體組織的損毀，形成類似儀式的效果，而讓個體

藉由刻字的自傷行為控制自己、得到安全感。此外，捶打牆壁、拳打自己、

頭撞、刻字皆與外向憤怒有顯著相關，表示這幾種與避免失控動機相關的

自傷方式可能與生活中較多的人際衝突有關，並會將產生的不愉快情緒歸

因於他人。若考慮所有自傷行為中僅這幾種自傷方式與避免傷害他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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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更傷害自己的動機具顯著相關，表示他們在面對人際衝突時常常是同時

責怪他人也責怪自己的，矛盾的情緒可能會令他們不知所措而以衝撞或儀

式性的行為來發洩、壓抑情緒，進而控制自己。 

比較 3 個具有衝撞特性的自傷行為，捶打牆壁、拳打自己與自豪情緒

具有顯著相關，而頭撞則無，顯示三者除了皆想要因應自己的負向情緒、

影響他人、懲罰自己之外，選擇捶打牆壁和拳打自己來自傷的人也想要透

過該行為來證明自己的能力、獲得自我肯定。然而若將捶打牆壁和拳打自

己兩者做比較，會發現兩者除了皆與讓他人瞭解自己痛苦的動機項目相關

外，拳打自己與影響改變他人行為的動機具有顯著相關，捶打牆壁則無，

表示拳打自己的人在人際影響部分較為主動、要求對方回應，而捶打牆壁

的則傾向用自傷與他人做溝通。此外，除了與頭撞相關最高的自傷動機是

負向自我評價之外，所有負向情緒皆與頭撞有顯著相關，表示用頭撞來自

傷者可能敏感於多種負向情緒，或自傷前處於各種負向情緒中，因而用衝

撞頭部的方式來壓抑或宣洩自傷的衝動。 

比較割傷、抓傷和咬傷三種自傷方式，割傷與讓他人注意、改變影響

他人、讓他人了解的動機和自傷前情緒的孤單、空虛具顯著相關，表示相

較於抓傷和咬傷，割傷有較強的動機希望透過此自傷行為讓他人可以注意

到自己、滿足自己的人際親和需求。然而弔詭的是割傷與動機中想讓他人

痛苦具相關，但與外向憤怒卻不具顯著相關，可能表示他們較難感受或承

認對他人的憤怒與不滿。抓傷者與多數負向情緒有顯著相關，且是三者之

中唯一與外向憤怒有關者，表示它雖然敏感於多種負向情緒，但沒有使用

捶打牆壁、拳打自己、頭撞、刻字來自傷者的強大失控感，而只需要透過

表皮的傷害與灼熱感便能達到調節情緒的效果。咬傷是自傷方式中與不同

負向情緒種類具有顯著相關最少者，且是所有自傷方式中唯一與釋放感受

不具相關者、與自傷前的興奮情緒具有顯著正相關者，表示在因應負向情

緒部分，咬傷的調節情緒功能並非藉由宣洩的管道，而是打斷、用其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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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轉移注意力或是具象化負向情緒的方式。 

表 五-2：主要自傷方式頻率程度與各自傷動機類別的相關 

 打牆壁 割傷 拳打自己 抓傷 頭撞 咬 刻字 

人際影響 .159** .205*** .267*** .145* .243*** .130* .282***

負向感受的因應 .357*** .230*** .353*** .228*** .286*** .166** .227***

避免失控 .228*** .099 .280*** .107 .193** .084 .205***

負向自我評價 .211*** .187** .296*** .166** .321*** .182** .226***

N＝321~322 

*p < .05  **p < .01  ***p < .001 

 

表 五-3：主要自傷方式頻率程度與各自傷動機的相關 

 自傷動機 打牆壁 割傷 拳打自己 抓傷 頭撞 咬 刻字

讓他人注意自己 .086 .131* .158** .077 .126* .074 .192**

讓他人痛苦 .111* .196** .248** .145** .192** .146** .289**

得到他人幫助 .084 .117* .175** .156** .188** .133* .110*

改變、影響他人 .078 .155** .165** .103 .147** .052 .230**

讓他人知道自己痛苦 .157** .194** .243** .140* .297** .139* .286**

讓他人瞭解 .156** .126* .186** .069 .179** .081 .182**

自我感覺的驗證 .217** .229** .307** .113* .282** .133* .301**

人

際

影

響 

得到認同 .057 .031 .131* .045 -.009 .029 .044

釋放感受 .347** .182** .256** .159** .238** .090 .179**

停止感受 .270** .202** .303** .158** .241** .111* .163**

表達感受 .328** .182** .257** .225** .255** .138* .170**

不去想不愉快的事 .253** .176** .276** .216** .214** .123* .171**

停止麻木、不真實 .286** .213** .340** .173** .227** .101 .200**

從問題中轉移注意力 .251** .127* .241** .082 .254** .151** .188**

獲得喘息 .205** .174** .187** .168** .152** .140* .178**

負

向

感

受

的

因

應 

去感覺什麼 .217** .211** .264** .201** .217** .169** .206**

防止自殺 .172** .103 .270** .090 .183** .053 .093

感覺存在 .181** .190** .263** .128* .228** .133* .346**

得到安全感 .095 .085 .176** .032 .117* .083 .145**

避免傷害他人 .193** .015 .164** .086 .110* .047 .113*

避免更傷害自己 .188** .078 .203** .064 .157** .045 .140*

避

免

失

控 

證明能力 .157** -.023 .129* .050 .050 -.002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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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自己 .139* .125* .225** .145** .300** .116* .182**

對想法情緒感到羞恥 .171** .033 .151** .064 .196** .153** .137*

自己是失敗者 .179** .203** .241** .167** .306** .134* .219**

負

向

自

我

評

價 逃避做事 .175** .221** .307** .149** .221** .176** .182**

N＝318~321 

*p < .05  **p < .01  ***p < .001 

 
表 五-4：主要自傷方式頻率程度與各負向情緒的相關 

 打牆壁 割傷 拳打自己 抓傷 頭撞 咬 刻字 

憂鬱 .208** .227** .184** .178** .297** .166** .212**

焦慮 .135* .127* .227** .135* .200** .121* .164**

內向憤怒 .345** .134* .270** .179** .308** .148* .258**

自豪 .111 .037 .179** .024 -.010 .028 .095 

罪惡 .130* .058 .201** .153** .127* .108 .039 

羞恥 .211** .058 .200** .102 .209** .097 .122*

孤單 .058 .202** .173** .288** .247** .098 .233**

空虛 .160** .159** .203** .213** .274** .133* .179**

挫敗 .147* .133* .191** .171** .244** .138* .162**

絕望 .226** .217** .194** .185** .273** .176** .236**

悲傷 .237** .282** .267** .215** .302** .146* .243**

興奮 .060 -.044 .069 .033 -.028 .124* -.004 

外向憤怒 .132* .016 .148* .147* .217** .089 .133*

害怕 .052 .116 .140* .218** .182** .148* .182**

憂慮 .165** .185** .228** .161** .293** .113 .216**

淡漠 .075 .144* .181** .125* .179** .102 .173**

痛苦 .247** .228** .244** .189** .293** .056 .225**

煩躁 .216** .111 .162** .148* .197** .075 .163**

N＝301~306 

*p < .05  **p < .01  ***p < .001 

雖然自傷行為在青少年中普遍存在且頻繁發生，但曾因自傷行為而就

醫處理生理傷害的僅 18 人，顯示多數自傷行為的嚴重度並未危及生命或

傷口表淺而不需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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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傷害前的情緒狀態與之後的情緒釋放程度 

本研究在自我傷害前的情緒狀態所得的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多

種而紛然雜陳，其中被選填較高分的是煩躁、悲傷、內向憤怒、痛苦和憂

鬱。情緒釋放部分，自傷樣本中有 71％的人表示自傷後有負向情緒釋放的

效果，其中 34％的人表示自傷後釋放了 50％以上的負向情緒，因此支持

自我傷害行為具有負向情緒調節功能的說法，然而情緒釋放的程度與自傷

頻率程度並無顯著相關（r = .025，ns）。（見圖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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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自傷前的情緒狀態 

四、 自我傷害的動機 

為瞭解青少年主要自傷原因為何，頻繁程度以各動機的平均數呈現，

普遍程度則以比例呈現，計算方式為只要該動機題目選填 2以上的答案（也

就是曾經有過此動機），便認定該個體曾具有此自傷動機。由表可以看到

表達感受、釋放感受、停止感受、不去想不愉快的事為最常出現的自傷動

機，且 4個動機因素的平均數、所佔比例以負向感受的因應最高（M = 2.64，

65.28％），其他依序是負向自我評價（M = 2.04，49.13％）、人際影響

（M = 1.65，33.26％）和避免失控（M = 1.61，31.26％）。此結果支持

本研究假設自我傷害行為主要為了調節負向情緒的立場。（見表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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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5：各自傷動機的平均與比例 

自

傷

因

子 

自傷動機 平均數
自我傷害者的

比例（％） 

各動機

因子的

平均 

各動機因

子的平均

比例(％) 

讓他人注意自己 1.68 36.8 

讓他人痛苦 1.45 21.9 

得到他人幫助 1.45 25.5 

改變、影響他人 1.78 41.9 

讓他人知道自己痛苦 1.69 35.4 

讓他人瞭解 1.94 46.1 

自我感覺的驗證 1.81 42.6 

人

際

影

響 

得到認同 1.31 15.9 

1.65 33.26 

釋放感受 3.30 84.4 

停止感受 3.23 83.2 

表達感受 3.26 83.8 

不去想不愉快的事 2.72 68.1 

停止麻木、不真實 2.38 56.1 

從問題中轉移注意力 2.03 47.2 

獲得喘息 1.99 48.3 

負

向

感

受

的

因

應 
去感覺什麼 2.13 51.1 

2.64 65.28 

防止自殺 1.55 28.1 

感覺存在 1.64 34.2 

得到安全感 1.39 22.5 

避免傷害他人 1.72 33.5 

避免更傷害自己 1.93 43.1 

避

免

失

控 

證明能力 1.39 24.4 

1.60 31.26 

懲罰自己 1.83 41.2 

對想法情緒感到羞恥 1.88 43.1 

自己是失敗者 2.23 59.9 

負

向

自

我

評

價 

逃避做事 2.19 52.3 

2.04 49.13 

N = 319~321 

五、 本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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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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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自傷者未曾因自傷行為就醫

顯示該行為對於身體組織的傷害並不嚴重，但也可能是個案善於隱蔽其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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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式而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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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性別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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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不同的自傷方式與不同的動機和所處的自傷前情緒有關。捶打

牆壁、拳打自己、頭撞、刻字與避免失控具有顯著相關，割傷、抓傷、咬

則無。前者可能生活中有較多的人際衝突，且在面對人際衝突時常常是同

時責怪他人也責怪自己，矛盾的情緒可能會令他們不知所措而產生強大的

失控感，需要以衝撞或儀式性的行為來發洩、壓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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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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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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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影響青少年自傷行為的有無與頻率程度的因素 

本節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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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缺乏是否可解釋自我傷害行為的有無，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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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強度和情緒釋放程度是

否可解釋自我傷害行為的頻率程度多寡。 

一、 區分有無自我傷害行為的相關變項 

本研究先以相關分析了解哪些變項與是否有自我傷害有關，結果發現

情緒特質部分，自我傷害的有無與負向情緒的強度有正相關（r = .161, p 

< .001），與正向情緒強度和平靜滿足則無顯著相關，顯示自我傷害者遇

到引發負向情緒的刺激時，所引發的負向情緒會較強，而支持了 Line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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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假設。 

在情緒調節能力部分，相關的有不接納且無助（r = .304, p < .001）、

衝動失控（r = .243, p < .001）、無法執行目標（r = .231, p < .001）

四個變項，不清楚感受則無顯著相關，顯示自我傷害者並不認為自己較無

法覺察其所處的情緒狀態，但對於負向情緒較難進一步做適當的處理。在

經驗迴避的部分則與經驗迴避總分（r = .224, p < .001）、沈溺情緒（r 

= .178, p < .001）和不怕情緒（r = -.117, p < .001）兩個次量表皆

具顯著相關。 

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初步篩選出情緒強度特質中的負向情緒強度、

情緒調節能力中的不接納且無助、衝動失控、無法執行目標和經驗迴避，

5個自變項進行邏輯迴歸分析。分析採兩階段投入，第一階段投入性別和

社會期待作為控制變項，第二階段投入負向情緒強度、不接納且無助、衝

動失控、無法執行目標和經驗迴避，以了解控制性別與社會期待之後各變

項能夠解釋自傷行為有無的程度。 

從Hosmer & Lemeshow檢定未達顯著（χ2 = 9.442，df = 8，p ＝ .306）

和Omnibus檢定達顯著（χ2 = 104.089，df = 7，p < .000）的結果來看，

包含這 5個變項的迴歸模型能適切解釋是否有自我傷害行為，可正確分類

64.3%。在第一階段投入性別、社會期待兩個變項後，Nagelkerke R2

為.078；第二階段投入負向情緒強度、不接納且無助、衝動失控、無法執

行目標和經驗迴避後，Nagelkerke R2增加為.172。 

以各變項的個別解釋力而言，在控制住性別與社會期待兩個變項後，

情緒調節能力中的不接納與無助（β＝.523，df＝1，p＝.002）達到顯著。

也就是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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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迴避的迴歸係數並未達到顯著，表示經驗迴避雖然與自

傷有無具有顯著相關，但在此模式中未能有效預測自傷行為的發生（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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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6）。有趣的是，作為控制變項的社會期待其也能有效預測是否有自傷

行為，且社會期待越低，曾進行過自傷行為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 五-6：區分自傷行為有無的邏輯迴歸分析 

自傷行為的有無 
階

段 

效標變項

 
Beta Wald χ2 Exp(B)

累積解釋

變異量 
△R2

性別 .104 .407 1.110 
1 

社會期待 -.070
*** 18.955 .932 

.078 .078 

負向情緒強度 .015 .021 1.015 

不接納無助 .523** 9.402 1.687 

衝動失控 .143 1.364 1.153 

無法執行目標 .044 .113 1.045 

2 

經驗迴避 .024 2.197 1.024 

.172 .094 

預測變項

N = 756, 細格自由度皆為1 
*p < .05  **p < .01  ***p < .001 

 

二、 影響自我傷害頻率程度的相關變項 

本研究先以相關分析了解哪些變項與自我傷害頻率程度有關，結果發

現情緒特質部分，自我傷害頻率程度與正向情緒的強度顯著負相關（r = 

-.208， p < .001），顯示促使自我傷害者不斷自傷的原因之一為較少感

覺到正向情緒。動機部分，自傷頻率程度與動機強度和四種動機分類皆具

顯著相關（r = .308～.438， p 皆< .001），顯現不論何種動機，自傷動

機越強者自傷行為的頻率程度會越高。情緒調節能力部分，自我傷害程度

與情緒困難總分、不接納且無助、衝動失控和無法執行目標皆具有顯著相

關（r = .159～.286， p < .01～.001），然而與不清楚感受不具顯著相

關，顯示自傷者會多次自傷可能並非無法覺察自己所處的情緒狀態，而是

未能適當的處理。因此，從以上的相關分析結果，篩選出自傷動機強度、

情緒強度特質中的正向情緒強度、情緒調節能力中的不接納且無助、衝動

失控和無法執行目標，5個自變項進行階層迴歸分析。分析採兩階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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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投入性別和社會期待作為控制變項，第二階段投入正向情緒強

度、動機強度、不接納且無助、衝動失控、無法執行目標，以了解控制性

別與社會期待之後各變項能夠解釋自傷頻率程度的多寡。 

從整個模型來看，總共可解釋自傷頻率程度 21.3％的變異量。就迴歸

係數部分而言，動機強度和衝動失控皆達到了顯著差異（見表五-7）。 

表 五-7：自傷行為頻率程度的階層迴歸分析 

自我傷害頻率程度 進

入

順

序 

效標變項

 

迴歸係數（B） 標準誤（SEB）
標準化迴歸係數

（β） 

性別 .484 .773 .023 
1 

社會期待 -.207 .080 -.088*

性別 .315 .712 .023 

社會期待 -.124 .073 -.088 

正向情緒強度 -.741 .390 -.099 

動機強度 .160 .021 .466***

不接納與無助 -1.176 .712 -.139 

衝動失控 1.244 .501 .163*

2 

無法執行目標 -.516 .588 -.065 

預測變項

N ＝ 310；第一步驟R2＝.022（p < .05）；第二步驟△R2＝.213（p < .001）。 
*p < .05  **p < .01  ***p < .001 

三、 本節結論 

依據前述的迴歸分析結果，本結結論如下： 

1、 經驗迴避與是否有自傷行為具有顯著相關，但與自傷頻率程度無

關。此外，在是否以自傷行為的迴歸模型中其迴歸係數並未顯著，

表示其未能有效區分是否有自我傷害行為。 

2、 在自我傷害的有無部分，本研究以自我傷害的有無作為依變項，

整體模型可解釋 17.2％自傷行為的發生，且可正確分類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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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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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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社會期待在此模型中作為控制變項

的角色，然而它也能有效解釋自傷行為的有無。 

3、 在自我傷害的頻率程度部分，本研究以自我傷害的頻率程度作為

依變項，整體模型可解釋 23.6％的自傷頻率程度變異量。就個別

變項的解釋力而言，動機強度和衝動失控達到了顯著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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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迴歸係數的差異顯示，相較於情緒調節能力的缺乏而

言動機強度對於自傷頻率程度的影響較為直接。此外，與自我傷害

的有無不同之處在於，不接納與無助能有效解釋自傷行為的有無，

而能有效解釋自傷頻率程度的則是衝動失控，顯示對曾進行過自傷

行為者來說，影響其是否繼續自傷的原因在於如何暫緩、抑制失控

的自傷衝動。 

第三節  不同動機的自我傷害相關現象 

本節擬以相關分析探索不同的自我傷害動機，其與情緒強度特質、自

傷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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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比較其

相關係數以瞭解不同自我傷害動機在不同變項上是否具有顯著差異。 

一、 自傷動機與情緒強度特質、經驗迴避、自傷前情緒的關連 

所有的自傷動機與負向情緒強度（r = .163～.307, p 皆< .001）、經

驗迴避中的沈溺情緒（r = .207～.331, p 皆< .001）皆具顯著相關（見

表五-8）。比較各自傷動機與負向情緒強度的相關係數部分，負向感受的

因應和負向自我評價的動機顯著高於人際影響和避免失控（t(317) = 

2.01~2.69，p < .05～.01）；在與平靜滿足的相關係數部分，負向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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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和負向自我評價的動機則顯著高於人際影響（t(317) = 3.15~3.20，p 皆

< .001），這個現象表示相較於其他動機，主要動機為因應負向感受和對

於自我評價負向者，其情緒基調處於負向情緒較強、接觸到一般正向情緒

刺激時情緒較為平緩。 

在與經驗迴避的相關部分，負向感受的因應和負向自我評價的動機在

沈溺於情緒的次量表上顯著高於避免失控（t(317) = 2.28、2.56，p 

=.02、.01），而人際影響是唯一與不害怕情緒的次量表有顯著負相關的動

機（r = -.111，p = .04），表示主要動機為負向感受因應和負向自我評

價者，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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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則較難區分負向想法與事實，而會害怕自己的

負向感受。 

表 五-8：自傷動機與情緒強度特質、經驗迴避的相關 

 人際影響 負向感受的因應 避免失控 負向自我評價

正向情緒強度 .020 .101 -.032 -.091 

負向情緒強度 .163** .307** .183** .280**

平靜滿足 -.023 .151** .074 .145**

沈溺情緒 .241** .331** .207** .316**

不害怕情緒 -.111* .015 -.024 -.081 

N ＝ 318 
*p < .05  **p < .01  ***p < .001 

在與自傷前情緒的相關部分，所有的自傷動機皆與所有的負向情緒有

顯著正相關（見表五-9），且多數的負向情緒與負向感受的因應、負向自

我評價的關聯會高於人際影響和避免失控（憂鬱、內向憤怒、悲傷、痛苦、

煩躁）（t(298,299) = 2.23～6.11，p < .05～.001）。 

與罪惡感、羞恥感關連最高的是負向自我評價和避免失控，在罪惡感

部分負向自我評價和避免失控顯著高於人際影響和負向感受的因應（t(297) 

= 2.42～4.15，p < .05～.001）；在羞恥感部分負向自我評價顯著高於其

他三者（t(298) = 3.65～5.77，p 皆< .001）。此外，負向自我評價在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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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敗、絕望、害怕也顯著高於其他三者（t(298～300) = 1.90～5.02，p < .05

～.001）。人際影響與多數負向情緒的關連都低於其他動機，尤其與內向

憤怒的關連顯著低於其他動機（t(298) = 2.36～6.11，p < .05～.001），

然而與外向憤怒的關連卻是 4 種動機之中最高的（雖未達顯著）。正向情

緒部分，自豪與 4種動機皆具有顯著正相關，而興奮僅與人際影響和避免

失控具有顯著正相關。 

表 五-9：自傷動機類別與自傷前負向情緒的相關 

 人際影響 負向感受的因應 避免失控 負向自我評價 

憂鬱 .379** .478** .367** .497**

焦慮 .351** .392** .361** .439**

內向憤怒 .224** .525** .340** .480**

自豪 .257** .116* .271** .185**

罪惡 .236** .254** .373** .434**

羞恥 .268** .283** .357** .519**

孤單 .405** .376** .407** .471**

空虛 .419** .420** .435** .531**

挫敗 .320** .404** .342** .551**

絕望 .384** .442** .390** .519**

悲傷 .378** .530** .380** .533**

興奮 .120* .025 .141* .061 

外向憤怒 .264** .262** .246** .178**

害怕 .376** .348** .387** .475**

憂慮 .365** .477** .399** .570**

淡漠 .308
**

.277
**

.316
**

.317
**

痛苦 .365** .535** .384** .506**

煩躁 .327** .506** .349** .452**

N ＝ 298～301 
*p < .05  **p < .01  ***p < .001 

綜合以上的討論，主要動機為因應負向感受和對於自我評價負向者除

了接觸到一般正向情緒刺激時較難感受到強度較強的快樂情緒外，其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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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狀況變得更糟。此外，其與多種負向情緒具顯著相關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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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主要動機為因應負向感受和負向自我評價者，對於多種負向情緒習於用

自我傷害的方式去因應，而使得自我傷害行為更加惡化。需要注意的是主

要動機為自我評價負向者較其他三個動機與罪惡感、羞恥感、空虛、挫敗、

絕望、害怕的關連顯著較高，而顯現這一類人可能對自己要求特別高或特

別容易責備自己，而易陷入對自己的不滿中，進而使用自我傷害以同時達

到因應負向情緒與懲罰自己的功效。 

相較於其他動機，主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則較難區分負向想法與事

實，害怕自己的負向感受。與外向憤怒的相關較高和與興奮具顯著相關表

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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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傷之後他人的反應成為自傷行為的正

增強，滿足了主要動機為影響他人的目的，因而在預期自傷能成功影響他

人的狀況下，在下一次自傷前產生興奮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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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試圖用自我傷

害控制自己的行為舉動。其與興奮具顯著相關表示在以自傷行為控制自己

獲得控制感與安全感後，也等於得到了正向增強，因此在下一次自傷前會

預期獲得正增強而感到興奮。 

二、 自傷動機與情緒調節能力缺乏的關連 

除了不清楚感受外，所有自傷動機與各情緒調節能力的缺乏均有顯著

正相關（r = .25～.52，p < .001）（見表五-10）。在與情緒調節困難的

相關部分，負向自我評價顯著高於其他三者（t(314) = 2.32～4.65，p 

< .05），而負向感受的因應則顯著高於人際影響（t(314) = 2.40，p < .05），

表示主要動機為負向自我評價者最缺乏或最無法運用適當的情緒調節能

力。在不接納負向情緒且感到無助和無法執行目標的次量表上，負向自我

評價與負向感受的因應顯著高於人際影響和避免失控（t(314) = 2.14～

4.84，p < .05），表示這兩者在面對負向情緒時特別難以接納，並會陷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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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感到無助而無法轉移注意力或完成該做的事情。負向自我評價在與不

接納且無助的關連部分，顯著高於負向情緒的因應（t(314) = 2.22，p 

< .05），表示相較於主要動機為想要去處理情緒者而言，對於主要動機為

自我評價負向者更難去接納自己的情緒且難以回復。 

表 五-10：自傷動機與情緒調節能力缺乏的相關 

 人際影響 負向感受的因應 避免失控 負向自我評價

不接納且無助 .359** .488** .393** .572**

衝動失控 .293** .342** .360** .398**

不清楚感受 -.162** -.173** -.077 -.055 

無法執行目標 .282** .421** .245** .403**

N = 315 
*p < .05  **p < .01  ***p < .001 

在與衝動失控的關連部分僅負向自我評價顯著高於人際影響，表示雖

然自傷者皆有衝動控制的問題，然而主要動機為人際影響者在進行自我傷

害前較其他動機多了一個緩下來思考的舉動。 

三、 自傷動機與自我傷害頻率程度、方式的關連 

所有自傷動機與自傷頻率程度均有顯著正相關（r = .308～.438，p 

< .001）。負向感受的因應除了與幾種主要自傷方式頻率程度（打牆壁、

割、拳打自己、抓、頭撞、咬、在皮膚上刻字）皆具顯著相關之外（r = .166

～.357，p < .01）（見表五-2），其與捶打牆壁的關連顯著高於其他三個

動機（t(321) = 2.707～3.789，p < .01），表示大部分的自傷方式與負向

感受的因應有關，且多數以捶打牆壁自傷者是為了直接因應其負向感受。

人際影響則與這幾種主要自傷方式都具顯著相關（r = .130～.282，p 

< .01），表示自傷者普遍在人際資源上可能較為缺乏、人際關係上較為不

和諧。避免失控與割、抓、咬無顯著相關，而與捶打牆壁、拳打自己、頭

撞、在皮膚上刻字具顯著相關（r = .193～.280，p < .01）；負向自我評

價則與這幾種主要的自傷方式頻率程度皆具顯著相關，表示自傷者可能普

遍自我價值感低、自我意象負向（r = .166～.296，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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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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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自傷動機

也與自豪具有顯著正相關，表示自傷者對於自己以自傷來因應抱持某種肯

定的態度，待後續做討論。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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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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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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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際影響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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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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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他人和自身都抱持著負向的想法，而以各種自我傷害行為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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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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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