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回顧過去學者對自殺危險性之定義、自殺心理病

理歷程以及自殺行為相關之素質和壓力因子研究。 

第一節 自殺危險性之定義與內涵 

每個人終究一死，這是人類永遠無法逃離的宿命，這其中

包括自然的生老病老，也包括了「自殺」一途。無可避免地，

自殺的觀察紀錄必然比第一次自殺的發生晚了許久，有人視自

殺為可接受，甚至值得稱頌的事情；有人認為是宗教、道德或

法律上的罪愆；也有人以為是不良環境或精神病態所造成的

（Jamison ,2000）。「自殺」二字各家觀點雖不盡相同，一般

來說廣義「自殺」指「人類在意願之下採取希望結束自己生命

的行動」，過去有關「自殺」的內涵研究整理如下（表 2-1-1）。

雖然最精確的「自殺」研究應該採用「自殺已遂」（completed 

suicide）者做為樣本，但「自殺已遂」（completed suicide）

樣本無法取得，故本研究選擇以「自殺危險性」做為依變項。

由表 2-1-1整理得知，一般來說「自殺危險性」（suicide）包

括從輕微的關於死亡的想法到較嚴重的涉及自殺行動。故本研

究中所謂之「自殺危險性」便指稱「個體有意識的以死亡作為

一種手段或結束之自我傷害行為之程度傾向。」做為研究中之

依變項。 



表2-1-1「自殺危險性」相關之定義與內涵 

學者 年代 定義 

Douglas 1967 1.  一個行動的開始，此一行動導致行為者的死亡。 
2. 採取一種行動的意願，此一行動導致行為者的死亡。 
3. 自我毀滅的意願。 
4. 意志的喪失。 
5. 一種死亡或被殺的動機，這種動機引發了行動，此行動導致行
為者的死亡。 

6. 行為者本身的一種認識，他瞭解自己的行動和死亡有密切的關
係。 

7.一種產生死亡行為之有效程度。 

Shneidman 1968 以心理學的觀點將自殺定義為「人類為了要中止其自我傷害及其

意圖的行為」其中包含五個意義： 

1. 自殺是一種人類行為 
2. 自殺者有死亡的願望且探取行動以期達成此願望 
3. 自殺者的動機可由其言語、行動和意圖推測得知 
4. 行為的目的並不只是自殘、自傷，而是想死 
5.行為的主要重點在結束個人的內省生活 

Kreitman 1977 「疑似自殺」（parasuicide）一詞，在意義上和自殺企圖頗為相

近 但 範 圍 更 廣 。 Kreitman 認 為 各 種 意 圖 的 自 傷 行 為 方 式

（self-harming behavior）都稱為「疑似自殺」，但大多數的疑

似自殺者，死亡都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疑似自殺」和自殺企圖

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並不意味著動機或結果，後者卻是說明個人尋

求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卻失敗。 

Clark& 

Fawcett 

Maris 

1992 自殺意念者和自殺企圖者相較，後者具有較嚴重的臨床症狀。換

句話說，若單次自殺企圖個案本身具有明顯的問題解決能力缺乏

以及適應上的問題時，便易變成多次自殺企圖者。 

David,Rudd 

Joiner&Raj

ab 

1996 1.自殺意念：從未有企圖但曾經驗自殺意念，且其強度達到臨床

標準（Modified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簡稱 MSSI）。

2.自殺企圖：終生一次自殺企圖行為。 

3.多次自殺企圖：終身二次以上自殺企圖。 

Van 

Heeringen 

2001 1.自殺（suicidality）：指自殺想法或自殺行為。 

2.自殺意念（Suicidal ideation）：指任何有關自我傷害行為想

法，可以是未來某時間點上結束個人生命可能性的模糊概念，

到非常具體的自殺執行計劃。 

3.自殺行為（Suicidal behaviour）：指包含了致命或非致命的廣

泛自我傷害行為，分別以自殺企圖及自殺來描述。 

4.自殺意圖（Suicide intent）：指欲採某些致命性的方法來企圖



自殺或執行自殺。 

5.自殺姿態（Suicide gesture）：不嚴重的自傷行為，不會威脅

生命或個人在行為後會尋求協助。 

6.自殺企圖（Attempted suicide）：指企圖傷害自己，通常發生

於情緒混亂時，目的為結束自己生命。 

7.中止自殺企圖(Abort suicide attempts）：有意圖但沒有執行，

因為在行動前改變了念頭。 

（王韻齡製表） 

第二節 自殺危險性之心理病理歷程及模式 

自殺危險性之心理病理特徵至今仍未完全了解(Van 

Heeringen,2001)。過去有許多有關自殺危險性發展歷程的模

式，大致整理如下（Van Heeringen 2001）： 

一、Ringel（1953,1969）「前自殺徵候」（pre - suicidal 

syndrome），認為自殺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為「窄化」

個體的世界觀變得狹窄，感到孤立無力感，缺乏信念且固

執；第二，對多數事情有「攻擊」傾向，甚至直接對其自

身的攻擊性；第三「幻想」以白日夢的方式逃離現實，甚

至幻想自殺。 

二、Ahrens 和 Linden（1996）「自殺徵候」（suicidality 

syndrome）認為自殺的發生是獨立於精神分裂或情緒疾

患，其中自殺（Suicidality）指的是嚴重的自殺企圖、計

劃和準備。徵候（Syndrome）是指反覆的念頭、社會退縮

和無望感並且不屬於典型的潛在精神疾病的症狀（Van 

Heeringen,2001）。Post(1992)發現情緒疾患造成之神經生

理後遺症會使個體具有較高的易感性，也就是素質類之易

感性，而導致復發可能性。這可以解釋重覆性的壓力較初



次的壓力更能引起強大的行為結果。 

三、Jacobs 的「長期壓力模式」（江佩真,民 85），Teicher 和

Jacobs 在 1966 對青少年自殺歷程提供了一個概念性開

端。整個歷程中包含三個基本要素（一）從孩童時期到青

少年初期的長期問題史。（二）有一段中間問題逐漸擴大

期。（三）在最後先前用以適應環境因應機制都失敗，使

原本有意義的社會關係都失去，最後決定自殺。Jacobs

（1971）整理歸納五個階段：（一）一個久已存在的問題。

（二）問題不斷擴大。（三）問題解決技巧不斷失敗及社

會孤立程度升高。（四）繼續惡性循環，使個人覺得無望。

（五）認為自殺是唯一途徑。 

四、Baumeister 的「逃避理論」（江佩真,民 85）。早期自殺逃

避理論是由 Baechler(1980)提出，其對自殺採純理論說

法，雖然該理論有助於了解自殺，但卻考慮得不是很周詳

且過於理性主義（江佩真,民 85），因此 Baumeister 在 1990

年提出了新自殺逃避理論。Baumeister 的理論大多建構於

行動確認理論（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思考層

次理論（level of thinking）、自我覺察理論

（self-awareness theory）、自我矛盾理論

（self-discrepancy theory）及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認為自殺經常是自我逃避，其重點是解釋人們如

何走向殺死自己的結果。理論中將自殺行為分為六階段：

（一）強烈感受到目前的境遇或結果無法達到某些期待。

（二）產生負向的內在歸因。（三）出現高自我覺察的不滿

狀態。（四）負向情緒會因自我和標準的不當比較開始出



現。（五）進入認知解構的麻木狀態。（六）開始減少壓抑

且逐漸有企圖自殺意念。 

Jacobs 的「長期壓力模式」以長期壓力累積觀點說明

青少年的自殺；Baumeister 的「逃避理論」則從認知歷程

說明自殺危險性。雖然二者皆有助於了解自殺企圖的形

成，但實證研究卻十分貧乏（江佩真，,民 85）。 

五、Rickelman 及 Houfek(1995)提出的「自殺行為多元互動模

式」（a pluralistic interaction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同時包括了環境、個人及流行病學對自殺行為

影響。在環境因素方面著重於生活壓力部分；個人因素著

重於認知系統、情感系統及神經生理及基因遺傳；流行病

學則著重於人口變項及疾病史等變項（高之梅,民 86）。 

六、1999 年 Mann 等人以「素質－壓力模式」（diathesis-stress 

model）研究自殺。在此模式中「壓力」是指個體因暴露於

壓力生活事件下所引發之生物、心理或精神疾病之現象；

「素質」則是指導致自殺行為之持續易感性

（vulnerability）或先天特質（predisposition）。該模

式發現不同的人經歷相同的情境反應卻有所不同，因此推

論個體針對外在刺激如何反應的過程以及素質因素如何與

情境之間互動是有其重要關係，故最後藉此假設經過時間

變化之「自殺」過程（Mann et al.,1999；Van 

Herringen,2001）。一般來說，「壓力－素質模式」認為自

殺行為是一種連續變化、交互作用的模式，也是先天特質

和後天環境互動下形成的結果，在持續的壓力狀況下，影



響個體原本的功能，降低個體的恢復能力，並為了減低壓

力的嚴重程度而增加自殺意圖；此外持續的壓力也會降低

反應的閾值。Mann 等人（1999）研究甚至顯示許多外界的

因素對自殺過程的影響遠小於素質，素質決定了個體之直

接知覺經驗和潛意識的刺激自動化反應（Cloninger et 

al.,1993）。Van Herringen（2001）研究指出自殺行為的

發生乃是先天具有某素質（diathesis）的個體在面對壓力

（stress）時所採取的一種反應。 

綜合過去的歸納研究，Van Heeringen（2001）將「自殺」

歷程整理出來，發現大致可分為二類模式：分別為「自殺歷程

模式」（suicidal process model）和「壓力－素質互動模式」

（stress-diathesis model）。「自殺歷程模式」描述自殺發展

和歷程的概念，指個體和環境互動下的過程，該過程和個體的

生活、自殺意念、自殺企圖和自殺已遂有關。「壓力－素質互

動模式」則假設有某種潛在或持續性的「素質」存在而此構成

了個體生理和心理特質，加上特定「壓力源」對個體的影響，

導致自殺。並提出精神疾病只是一個“觸發”因素而非原因的

說法，將疾病和個體本身特質結合構成一完整模式（Van 

Heeringen,2001）。Van Heeringen（2001）認為這二個模式事

實上有極大重疊部分，因為二者皆著重於描述臨床結果和發展

預防策略。但其中不同處在於「自殺歷程模式」意含自殺的過

程是從「自殺意念」經由「自殺企圖」最後為「自殺完成」，

而「壓力－素質模式」中則無明確提及「自殺」必須走此路徑，

但事實上過去的發現有四分之三的自殺完成者之前會有自殺



企圖史。此外「壓力－素質模式」更進一步地根據獨立向度將

心理風險因子分類：「前置」因子（素質）以及「觸發」因子

（壓力源），也就是分為二個獨立部分「時間相關」（time 

dependent）和「性格特徵」（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風險結構可視為是「自殺」函數（Lsuicide(t)）＝「壓力」

函數（Lstress(t)）×「素質」函數(Ldiathesis)，其中壓力

函數的強度視其頻率而定。此模式說明有些人經驗嚴重的「壓

力源」但無「自殺」，且並非所有「憂鬱」或「衝動」者都有

立即「自殺」的危險性。因此綜合上述的論點 Van Heeringen

（2001）認為「自殺危險性」是由於「壓力」和「素質」的互

動作用所導致，大致遵循著「自殺意念」，「自殺企圖」和「自

殺已遂」歷程，而且「壓力－素質模式」被認為是對於自殺行

為最具病理和解釋性的模式（Mann et al.,1999）。故本研究

將採「壓力－素質模式」觀點，以進一步了解自殺行為發生的

原因。 



第三節 「自殺危險性」相關之「素質因子」研

究 

本性常 常 隱 藏 起 來 ， 有 時 雖 然 可 以 被 克 服 ， 但 鮮 少 被 消 除 。 ∼ 培 根 ．  

壹、「素質」因子 

過去各家對造成自殺的「素質」定義不一(Conner et 

al.,2000)，一般來說「素質」和「性格」有密切的關係。Van 

Heeringens（2001）歸納過去研究多認為「素質」為一長期穩

定的特質，可說明「自殺」行為持續脆弱性。人格心理學的研

究中，對基本人格向度的數目尚無定論，然廣而言之，只要是

在個體身上可一致觀察得到且不易隨時間、情境改變的特性，

應均可視為個體的性格特質（王彩鳳，民 88 年）。Allport (1937)

認為個體會在某些人格向度上有個別差異，而每一種人格向度

代表一種特質，而此指的是個人有別於他人的較為永久且一致

的特性（王彩鳳，民 88 年），並且具有遺傳性，與特定心理生

理系統、穩定生活態度、自殺行為（Cloninger et al.,1993）、

個人活動及應付環境時的情緒狀態有關（Pervin,1995），對於

個體在面對刺激所產生之自動化情緒反應、自我概念、追求目

標和生活經驗有極大的影響性。整體看來「素質」和「自殺」

行為的關係可從三種觀點來看，首先從「精神病學觀點」，過

去縱貫性研究指出「情緒」疾患普遍是由壓力生活事件所引

發，而「情緒」疾患之心理病理則和「素質」有關；從「心理

觀點」Williams 和 Pollock(2000)描述了「自殺危險性」特徵，

包括「知覺特徵」（如注意力偏誤）和陷入「特定壓力源」困



境。「陷入困境」指在某特定情境中被困住的感受，可能導致

「無望感」。「問題解決」技巧上有天生「素質」或能力方面的

缺乏(Williams 和 Pollock，2000)；從「生物觀點」來看自殺

行為，則認為和血清素系統失功能有顯著的相關性，而血清素

和「衝動」、「焦慮」具高相關。過去針對「素質」和「自殺」

的研究不在少數，也不乏「衝動性」、「焦慮性」與「自殺危險

性」的研究，但其中的機制至今尚不明確。 

人對自殺遺傳素質的臆測，一直是十九、二十世紀自殺

學的主軸。哥倫比亞大學歐卓諾克斯教授曾說：「根據觀察『自

殺』問題和『氣質』息息相關，神經質、暴躁先天氣質常和自

殺有關。」（Jamison ,2000）。1906 年紐約精神疾病委員會主

席皮爾葛林在美國內科心理學會報告時說：「『自殺』具遺傳傾

向是無庸置疑，這種傾向不只很容易在子女中見，而且常出現

與父母發病時相同的年齡，以同樣方法來結束生命。」（Jamison, 

2000）。個體性格發展成熟的過程，是天生素質加上後天經驗

學習新的適應性反應，並學會控制、調節、適應環境、選擇目

標和反應。近來關於「素質」的生物性及基因研究逐漸受到重

視，Cloninger及同事們（1993）以心理生物性格模式提出「基

因」對「素質」向度的影響性以及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

許多雙生研究（Livesley et al.,1993）證實「自殺危險性」

和「素質」因子有關。其中重要的研究為血清素（serotonin，

簡稱 5-HT）和其代謝物的濃度，會與個體對自己或對別人的暴

力行為有關。研究指出血清素相關的特徵為「焦慮」、「衝動」和

「攻擊」（Asberg et al.,1976a,b；Van Praag et al.,1987,1990），尤



其是血清素 1a和血清素 2c在「攻擊」和「焦慮」的調節上扮演

了重要角色。Van Praag（2001）統整過去「血清素」導致「焦

慮」、「衝動」、「攻擊」失調增加自殺的風險，首先當個體具有脆

弱性素質並同時遭受壓力事件，個體感受到該壓力事件產生負向

經驗，此時個體的皮質醇會過度分泌，而皮質醇的長期過度分泌

會影響血清素的運作，當血清素調節出現問題時，會影響個體在

焦慮及攻擊上的調節，最後增加自殺行為發生的風險。Van Praag

（2001）透過整理過去的研究，歸納出三個假設：第一，自殺和

壓力有關，而長期的壓力會造成自殺企圖；第二，自殺和「焦慮

性」有交互作用；第三，「憂鬱」是自殺的前兆（圖 2-3-1）。至

於血清素如何作用而影響到「自殺」？目前相關機制並不十分

清楚，然近來有些研究則指出衝動性和自殺行為具有高相關

性。Amsel 和 Mann 在研究中發現「衝動性」是自殺行為素質

中的關鍵因子，且有大量的證據證明這三者（攻擊、衝動性、

自殺）為同一類別（皆和“血清素”有關）（Van Heeringen, 

2001）。Pines認為並非因少量的血清素使得個體去自殺，而

是少量的血清素使個體在環境壓力下較敏感且易受傷害；也有

研究指出自殺者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由於個體的「素

質」阻礙適當的防衛機制，而其中所指的「素質」因子便和「血

清素」有關。Van Herringens（2002）利用神經影像研究（neuro 

-imaging studies）對自殺企圖者的「血清素」2a （5-HT2a）

系統的活躍狀況，發現「自殺」企圖者的血清素 2a受體結合

力（binding potential）和無望及逃避懲罰有顯著相關，如：

重覆暴露在特定壓力源中會減低逃離的潛能，該潛能是一種對

生活形態的反應，生理研究發現此能力和海馬迴以及記憶系統



中腎上腺皮質類脂醇壓力荷爾蒙有關（Van 

Herringen,2002）。而當逃離的能力降低時，個體就會陷入困

境，出現「無望感」和「自殺」風險。綜合上述「自殺危險性」

和「血清素」具有高度相關性，而「血清素」的失調會影響個

體在「焦慮性」、「衝動性」的調節，故以下討論「焦慮性」、「衝

動性」與「自殺危險性」間的關係。 

個體具有脆弱性素質同時遭遇壓力事件 

個體感受到無法因應之創傷經驗 

    HA軸潛在的激發*     皮質醇持續過度分泌 

 

減少血清素機制** 

皮質素      減少血清素1a接收器反應** 

增加血清素 2c接收器反應 

  不穩定的焦慮/攻擊調節 

   增加自我－毀滅行為風險 

 

*過度反應 

**極端反應 

圖 2-3-1 壓力生活事件/生物/情感心理病理路徑（引自

Van Heeringen,2001 Understanding sucidal behaviour:the suicidal 
process approach to research,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焦慮性」和自殺之關係 

「焦慮性」是個複雜多元的概念，有人認為是一種情緒、

也有人認為是生理或心理病理症狀。早期心理分析理論認為

「焦慮性」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的衝突所造成，適度的

「焦慮性」能將激動個體產生足夠的能量，因應內外在環境的

要求，然而過度的「焦慮性」卻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思考功能，

產生心理及生理上的不適感受。「焦慮性」在心理症狀方面通

常伴隨著心情上的不安、易怒、感覺被綁住、注意力無法集中、

對恐懼過度解釋、自我脆弱且自我效能降低，以致依賴心增

加、逃避社會等。在生理反應上會有自我神經系統過度激發的

現象（葉在庭，民 90）。Horney 認為「焦慮性」是因為接收到

世界的潛在敵意和感到孤單、無助及害怕自己一無是處，指人

們對具有威脅情境的一種情緒反應，特徵是認知憂懼，神經生

理反應以及一種緊張不安的主觀感受（葉在庭，民 90）。

Spielberger、Gorsuch 及 Lushene（1970）指出焦慮性分為二

部分，「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和「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此二種「焦慮」狀態的理論基礎源自於 Freud 的危

險訊號理論（Danger Signal Theory）和 Cattell 及 Scheier

提出的二種不同的「焦慮」概念，再經 Spielberger統整發展，

提出「特質－情境焦慮」理論（Trait-State Theory of 

Anxiety）。Spielberger（1972）認為「情境焦慮」是暫時性

的情緒狀態，在不同的情境中或不同的時間點上，會有不同強

度的感受。主要特徵是個體主觀且有意識地知覺到某種緊張、

不安的情緒，或是自主神經系統受到激發的生理反應。「特質

焦慮」則反應出個體在「焦慮」傾向上某種穩定的差異，也是



個體是否常常知覺外在環境是有危險性或威脅性的一種反應

傾向；不論在壓力情境或非壓力情境時，個體皆會表現出來的

焦慮傾向（許淳惠，民 91）。綜合上述本研究中之「焦慮性」

所指稱為一種長期穩定之個體特質表現，亦即屬於「特質焦慮

性」，意指個體在在不同的情境中或不同的時間點上，皆會有

緊張不安無助恐懼之焦慮感受。 

Mansfield(1999)發現青少年的「焦慮性」和自殺危險性

有關，高「焦慮性」者表現出較多的強迫性想法、完美要求、

在意他人評價等特質，特別在意自己人際關係中的表現，因此

長期處於情緒緊繃的狀態下，一旦生活中發生較多的負向事

件，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Kashani et 

al,1998）。葉在庭（民 90）研究結果顯示自殺意念和他人評

價「焦慮」有關，表示越擔心別人目光越易產生自殺意念，「焦

慮」若是來自對自己的評價，反而和自殺意念無關。此外葉在

庭研究發現自殺危險性的本質為「情緒取向」，和「認知行為」

的調適無關，尤其在生活事件發生頻率高和社會支持低的情況

下，個體的「焦慮性」在遭遇無法調適情緒的同時，便會容易

導致「自殺危險性」提高。Weissman 等人（1989）研究也指

出「焦慮性」是預測自殺行為的重要因子。Van Praag 和 Apter

（1988）描述「焦慮性」和攻擊的調節時，認為此二者和血清

素有極大的關連性。而「焦慮性」特徵（trait-like 

characteristics）尤其會顯現在遭遇到負向事件時。因此在

遭遇生活壓力事件，「焦慮性」會升高，憂鬱情緒或有自殺意

念時同時也會提高。 



但也有研究發現不同的結果。

（ Placidi,Oquendo,Malone,Brodsky, Ellis＆Mann2000）提出「焦慮

性」是否為自殺行為的風險因子仍需要再確認。Placidi 等人

（2000）針對「焦慮」、自殺和憂鬱等變項所做的研究結果顯

示，自殺企圖者在攻擊性、衝動性及主觀憂鬱（貝克憂鬱量表

Beck depression scale）上的得分都高於非自殺企圖者，但

是在客觀憂鬱（Hamilton憂鬱全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total）或一般心理病理的嚴重程度上卻沒差異。在

Hamilton憂鬱全量表和短暫精神病程度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簡稱 BPRS）中身體性焦慮、激動、

精神性焦慮和疑心病分測驗上，非自殺企圖者得分皆顯著高於

自殺企圖者。Placidi 等人（2000）進一步控制「焦慮」後，

結果發現「攻擊性」對自殺企圖者有高度預測性。重鬱自殺企

圖者之自殺行為和其是否具有恐懼症病史無關，且激動和「焦

慮」的程度也不太嚴重。此研究進一步討究，發現有自殺企圖

者比無自殺企圖者具有更多的衝動史，且結果顯示「衝動性」

和「焦慮性」為獨立關係。此外，無自殺企圖史者在 Hamilton

憂鬱全量表和短暫精神病程度量表（BPRS）的「焦慮性」分量

表項目分數皆高於自殺企圖者，過去沒有自殺企圖行為者反而

較過去有自殺企圖者具有較多的「焦慮性」。也就是說自殺危

險性高低和焦慮性成負相關，「焦慮性」越高者，「自殺危險性」

就越低。綜合上述，「焦慮性」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各家

說法並不一致，一個具有高「焦慮性」素質的個體，若遭遇了

外在壓力產生了「憂鬱情緒」或「無望感」時，「自殺危險性」

是否會隨之增加或降低？而本研究則希望能進一步了解上述



問題。 

「自殺危險性」和「衝動性」之關係 

「衝動性」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許多學者在建構「衝

動性」的定義不盡相同，多數文獻認為「衝動性」是一種特質

而非狀態，具穩定性及遺傳性（McGue,Bacon&Lykken, 

1993;Plomin,1974;Tellegen et al.,1988），而且經常被視為

是一種具有神經心理結構基礎的性格向度

（Gray,1971;Moffitt & Lynam,1994），而不是個人生活中的

短暫事件。有學者認為「衝動性」和個體的生化成分（特別是

單胺氧化脢 MAO 過低）含量有關（Schalling et al.,1988）。

Buss 和 Plomin（1975）認為「衝動性」是人格特質，涵蓋三

個向度「慾望克制」（inhibitory control）、「做事的恆毅性」

及「省思計畫性」（reflection）等三種成份，特徵是個體欠

缺自我控制能力、無法抑制其不當行為、對未來缺乏計畫能

力、做事欠缺專注力及對所從事的工作時常半途而廢

（Buss,1995;莊耀嘉，民 85）。Eysenck 和 Eysenck（1977）

收集過去不同的「衝動性」題目，經由因素分析得到了四個可

能「衝動」因素，為「狹義衝動性」（narrow-impulsiveness）、

「冒險」（risk-taking）、「不善計劃性」（non-planning ）及

「具有活力」（liveliness）。進一步建構了艾氏「衝動性」量

表，包括「狹義衝動性」（narrow impulsiveness）和「冒險

性」（venturesomeness）二種成份。其中「狹義的衝動性」指

個體做事不經思考以及沒有考慮到某行為本身可能會帶來的

危險性；「冒險性」指個體儘管明白某行為本身可能會帶來危



險性，但依然進行某行為。Barratt 在 1993 年指出「衝動性」

是一種基層的性格特質和腦功能有關，故認為「衝動性」包括

了「動作衝動性」、「不善計劃性」、「認知衝動性」。「動作衝動

性」指個體在展開行動之前並未經詳細思考；「不善計劃性」

指個體只重視目前的情況而對未來欠缺考慮；「認知衝動性」

指個體會很快做出決定（李進賢等，民 91）。Logue（1995）

認為「衝動性」是指個體缺乏行為的自我控制力及延宕滿足的

能力。而低延宕滿足的個體在面臨抉擇時，會選擇可立即滿足

的結果，故在「衝動性」和心理病理的相關研究，「衝動性」

高者會沒有考慮到行為後果，導致社交功能損害，故常被精神

疾病當作診斷標準（Hart & Dempster,1997）。本研究採廣義

的「衝動性」，指稱的是一長期穩定性的特質，包括自我控制

差、無法延宕滿足、對未來缺乏計畫能力、沒有考慮到某行為

本身可能會帶來的危險性或儘管明白某行為本身可能會帶來

危險性，但依然進行某行為等。 

過去相當多的臨床經驗認為自殺、自我暴力行為與對他人

的暴力行為之間有關係存在。早期「精神分析論」認為自殺是

對自己的暴力。Menninger（1938）認為自殺包含希望死（wish 

to die）及希望殺人（wish to kill）。Gutheil（1996）認為

自殺是被重要他人拒絕而自我放棄，自殺者共同幻想是：重生

在快樂生活中、懲罰他人、逃避或重新加入，所以最後結果轉

成對自己的攻擊。Samy（1995）則認為「自殺衝動」圍繞著發

展危機，一般而言所謂的發展危機如：性的慾望、分離/個體

化的問題、對父母的攻擊採不適當的回應。Chessick（1992）



將佛洛依德的死之本能概念解釋為戰爭、殺人、自殺。

Shneidman（1985）發現在和自殺有關的許多因子中，包括挫

折和生氣會引起攻擊、心理的痛、無助和無望感（Maris,Berman

＆Silverman,2000）。此外有些現象和精神分析觀點不謀而

合，像是在有攻擊情緒的戰爭時期，通常伴隨著自殺率的下

降；宗教宣告攻擊是嚴重的犯罪時，憂鬱症則常發生。這些證

據顯示了自殺衝動和對其他人的暴力衝動間的複雜關係

（Brent et al.,1993,1994;Maris et al.,2000）。實證研究

中，Soren（1987）研究「自殺危險性」相關的「性格」變項

上，發現自殺者終身攻擊和「衝動性」上有高相關。許多研究

皆發現衝動性攻擊（Impulsive aggression）、暴力自殺行為

（violent suicidal behavior）與自殺企圖者或自殺完成者

有顯著相關（Brent,Bridge,Johnson, Connolly,1996）。Apter

和 Ofek研究發現「衝動性」性格和「自殺危險性」有顯著的

相關（Asberg et al.,1976a,b；Van Praag et 

al.,1987,1990）。Williams 和 Pollock（2002）認為自殺企圖

者具有「衝動」氣質時會增高自殺危險性。Soren（1987）認

為「自殺」意念和「衝動性」行為可以解釋大部分的自殺企圖，

亦即個體感到自殺意念以及想要去行為此意念。Inmadar 等人

（1982）報告住院病人中有 66.7%有暴力行為，43.1%有自殺

行為，27.5％同時有此二種行為。根據不同的研究者，有 7∼

48％的暴力史病人在過去有自殺企圖史（Apter&Ofek,2001）。

Plutchik（1976）認為自殺和暴力皆具有潛在的攻擊性「衝動」，

而攻擊性的方向則受其它變項的影響（李怡青，民）。有學者以

「二階段模式」解釋自殺和攻擊性關係，認為「衝動性」是由某



些變項引發，這些變項主要包括威脅、精神症狀、心理疾病、失

控等（Plutchik et al,1988；Aureen＆Mark，1995）。也有學者

推論攻擊或「衝動性」和自殺的關係可能跟早期經驗、家庭關係、

性和和環境中介有關（Plutchik et al.,1976）。近來由性格理

論和生理研究共同發展出之「中樞神經系統」理論，Cloninger

根據 Eysenck的理論提出「生理社會理論」

（Cloninger,1987），試圖結合性格、從家庭研究發展出來有

關性格在焦慮狀態中所扮演的角色、縱貫性發展、性格架構的

心理測量學、神經藥物學以及行為制約的神經生物學。

Cloninger觀察基因、神經心理藥理和動物行為，從基因獨立

的角度假設三個性格向度對「新奇」、「厭惡」和「喜好刺激」

適應性反應（Cloninger,1986,1987 ab）。Cloninger 等人在

1993 年更以 Gray（1970）的心理生物模式（psychobiological 

model）進一步發展出四種人格向度1，「尋求新奇」（Novelty 

seeking）、「逃避懲罰」（Harm avoidance）、「酬賞依賴」（Reward 

dependence）、「固執堅持」（Persistence）。在實徵研究方面

Cloninger發展「三向度性格問卷」（T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 TPQ），利用此問卷（TPQ）

研究「自殺」行為。許文耀（民 92）的研究發現「尋求新奇」

會影響自殺危險性。過去研究指出尋求新奇與衝動有顯著相關

（許文耀，民 92）。換句話說，在追求新奇氣質向度得分高的

人，易有衝動特性。再一次支持「衝動性」和「自殺危險性」

                                                 
1 1「尋求新奇」（Novelty seeking）：個體對新奇刺激及酬賞線索的偏誤反應，高分者易激動、

「衝動」及失序和多巴胺（basal dopaminergic activity）有關；
 
2.「逃避懲罰」（Harm 

avoidance）：個體對嫌惡刺激的反應，逃避懲罰傾向高者易擔心未來、害怕不確定及易疲累，認

為和血清素（5-HT）有關；3.「酬賞依賴」（Reward dependence）：個體對真實酬賞的偏誤反應

及維持酬賞的行為，酬賞依賴傾向高者易依附他人、感傷的及不獨立，認為和腎上腺素

（noradrenergic）， 4.「固執堅持」（Persistence）：固執堅持傾向高者即便受挫折也能果斷

和堅持，目前尚未有確定生物因素。 



間的關聯性。Mann 等人（1999）甚至認為衝動性才是自殺者

的主要人格特性。 

由上述可知，許多研究認為「衝動性」和「自殺危險性」有

相關性，但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見。Plutchik 等人（1988）

發現向內和向外的衝動暴力行為間，有許多共同的變項如憂鬱、

無望、許多生活問題、對自殺的容忍度和人際疏離等，而某些變

項如「衝動性」、對規範感到困擾、女性月經困擾以及近來生活

壓力等只和向外的暴力風險有關，但和自殺危險性無關（Van 

Praag et al.,2001）。此外 Baca-Garcia 等人（2001）研究也發

現「衝動性」自殺企圖雖然佔自殺企圖的二分之一以上，但出人

意外地最後結果是降低了自殺行為的致命性（Koller et 

al.,2002）。該結果可能原因是個體在衝動下未經詳細思考，換

句話說個體並沒有在事前做了詳細規劃，最後使自殺完成的成功

率下降。Bergman 和 Brismar（1994）及 Nordstrom 等人（1995）

研究發現「衝動性」特質在暴力或非暴力自殺企圖者間並沒

有達到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個體採何種自殺方式（暴力或非

暴力）與個體是否具有「衝動性」高低並無顯著相關。但在

自殺組和非自殺組間，個體之「衝動性」、敵意和情緒不穩

的高低則有顯著差異（Koller et al.,2002）。綜合上述「衝

動性」和自殺行為間有不一致的結果，Annette 等人（1999）

認為顯示了二種意涵：首先某些性格因子如：自尊、衝動性、

外向性和自殺危險性間的相關性，其中有大部分的解釋力來

自於無望感、高神經質、高控制感及外部歸因，這些變項和

自殺危險性具有高穩定和一致的相關性（Beck et 



al.,1974;），但反觀自尊、「衝動性」和外向性對自殺危險性

而言則缺乏一致性。換句話說自尊、衝動性和外向性和自殺行

為的關係，其實是反應了它們和無望感、高神經質、高控制感

和外部歸因的關係，而非這些變項對自殺行為有獨立的解釋力

（Beautrais;Joyce;Mulder, 1999）。亦即「衝動性」和自殺

危險性的預測力是由於無望感的關係。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樣不

一致的結果或許跟個體在自殺企圖發生時其真正的意圖為何

有關，因為研究發現實際上少於 50％的自殺企圖者真正想要

死亡，有時其實是為了想逃離該困境，操縱他人或是缺乏計劃

的「衝動」（Hawton,1987）。因此「衝動性」和自殺危險性的

關係，需視具「自殺危險性」的個體自殺的目的為何，若是為

了暫時逃離困境，則自殺完成的機率相較於對未來無望的個體

可能相對地比較低。綜合上述得知有許多關於「衝動性」、「焦

慮性」和「自殺危險性」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Koller,et 

al.,2002）。 

綜合上述「焦慮性」、「衝動性」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

有待澄清，二者在過去的研究皆和「自殺危險性」有關。但是

一般而言「焦慮性」屬抑制傾向且被視為是一種逃避行為，「衝

動性」則是缺乏「抑制」的激發性行為，二者卻皆和自殺危險

性有關，其中似乎有待釐清。Van Heeringen(2001)認為可能

的原因是變項定義多元使得研究困難。Placidi 等人（2000）

認為造成不一致性的原因如：樣本數過小、焦慮的構念廣泛（如

社會評價焦慮、特質焦慮、情境引發焦慮及強迫思考的焦慮）

（葉在庭，民 90），此外還有受試者選取的方式或其它易感性



因子未排除。Fawcett等人（1990）則發現精神性焦慮和急性

自殺風險有高度相關，但在研究中也發現這些自殺企圖者同時

也具有高度酒癮情況（Placidi et al.,2000）。此外，針對無

自殺企圖者反而較有自殺企圖者具較多的「焦慮性」。Placidi

等人（2000）提出解釋，認為當和害怕死亡或疾病有關的情況

下，「焦慮性」是一種保護因子，因為 Swedish（1992）研究

發現許多有自殺行為的憂鬱症患者在自殺前都曾短暫地以抗

「焦慮」劑替代抗鬱劑，因此推論或許自殺行為的發生並非因

為憂鬱治療的失敗，而是因為降低了焦慮感。因此未來若證實

高度焦慮、激動和疑心真的是自殺危險性的保護因子，「焦慮

性」也許會限制個體從自殺意念到自殺企面最後到自殺行動。

但 Placidi等人（2000）也慎重提出此結果需要被再次確認，

因為該結果在未來醫療處理上，會涉及到給重鬱症者抗「焦慮」

劑時是否會有其它的影響性。另一個可能性推論是當個體具有

嚴重的自殺危險性和無望感時，再加上「衝動性」，不論「焦

慮」因子是否存在，這些因子也可能會超越「焦慮」並導致個

體企圖自殺。此外，從實證研究中得知自殺行為受到天生「性

格」和後天「環境」影響。當個體具有高衝動性或個體的決策

能力被損害會構成潛在的自殺危險性，而憂鬱和精神疾病對自

殺危險性的影響因而就不顯著。Apter和 Ofek研究發現「衝

動性」、「焦慮」、「自殺危險性」及「憂鬱」有顯著的相關。憂

鬱情緒也會影響原先具有衝動性格者有攻擊傾向（Conner et 

al.,2001）。 

 

小結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素質」和「自殺」的關係密切。心

理學研究貴在了解進而能預測，然而人類行為模式成因複雜，

因此如何將行為內涵具體化，便有助於進一步處預。雖然各家

理論對自殺行為皆有其看法，但相較之下近來神經生理技術興

起，許多大腦功能和自殺的關係逐漸受到重視，自殺行為研究

也開始朝向生理和氣質方面，使人類行為內涵具體化(Conner 

et al.,2001)。其中以「血清素」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十

分密切，「衝動性」、「焦慮性」和「血清素」調節有關，更是「自

殺危險性」的重要因子。但前述也可以發現目前對「衝動性」、

「焦慮性」和「自殺危險性」行為的關係仍需確認。此外「衝

動性」、「焦慮性」和外界壓力因子如：憂鬱情緒間的互動關係，

以及對「自殺危險性」行為的影響也有待澄清。 

 

第四節「壓力因子」與「自殺危險性」 

過去研究「自殺危險性」和「壓力」因子的關係可分三方

面：「精神醫學」、「心理層面」及「生物層面」。「精神醫學」

的觀點認為自殺行為都可能在任何精神疾病中發生，但憂鬱則

被視為是導致自殺的最後途徑；然而也有研究發現自殺是因為

在憂鬱的情形下，對「焦慮」、攻擊的失調，才是增加自殺危

險的原因；其二，就「心理層面」來說，當個體知覺該壓力事

件是具威脅性時就會增加自殺危險，而此知覺特性和個體人格

特質有關；其三，從「生物層面」、「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

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簡稱 HPA)及「正

腎上腺－腎上腺系統」(noradrenaline-adrenaline 簡稱 NA



－A)有關。高 HPA 和低NA-A會增加自殺危險性，在持續壓力

下會使個體系統耗失去恢復能力，而長期的壓力會造成自殺企

圖（Van Heeringen,2002）。由此可知個人性格特質和後天壓

力因子會成為自殺危險性發生的重要因子之一。 

壹、憂鬱情緒定義及內涵 

過去研究發現有三種基本狀態證實和「自殺危險性」有

關，分別是「憂鬱情緒」、「無望感」和「憤怒」（江佩真，民

85）。「憂鬱」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被指為個人所經驗到的負向

情緒之一。「憂鬱」一詞有許多不同意義，如情緒狀態、生理

或心理病理症狀及症候群。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方面：（1）用

以指情緒狀態（emotional state）（2）「醫學臨床」觀點視憂

鬱為一組症候群（3）「認知」觀點認為造成憂鬱症狀是因為負

向自我基模如不適當、失敗、失落和無價值（鄭雅芬，民 85）。

憂鬱經驗可能是一種暫時性的心理反應與情緒狀態，會逐漸恢

復。過去對生活壓力的研究，早已證實憂鬱與身心健康有關。

是身心症狀病因的重要原因，而自殺危險性則是身心狀況不健

康的重要指標之一；生活壓力與自殺危險性的關係也在近年研

究受到重視。1999 年 Mann 等人以「素質－壓力模式」

（diathesis-stress model）研究自殺。「壓力」因子指因暴

露於壓力生活事件下所引發之生物、心理或精神疾病之現象。

當生活壓力大時，若產生憂鬱情緒，可能使人的自殺危險性增

強，甚至採取自殺行動。過去有關憂鬱與自殺關係的研究眾

多，多數均指出二者有正向因果關係，亦即高憂鬱程度者，自

殺危險性較高，採取自殺行動的機率較高（王彩鳳，民 88）。



過去研究指出，在個體面臨壓力的適應過程中，個人具有的認

知特性，常影響個人的調適結果，尤其當個體具備無望感時，

更易產生憂鬱情緒，也更無法有效解決需要個人去調適的問題

情境，進而產生無望感，此種低落絕望的狀態將會促使個體產

生自殺危險性。綜合上述可知「憂鬱情緒」為重要自殺危險性

影響因子，在「素質－壓力」模式中也將其視為一種不穩定之

心理情緒狀態，故在本研究中「憂鬱情緒」、「無望感」，指稱

是個體因暴露於壓力生活事件下所引發之生物、心理或精神疾

病之現象，為暫時性狀態而非持久性特質，且會隨個體當下狀

況而變動的特性。Mann 等人（1999）研究發現「憂鬱情緒」

及精神病症和自殺危險性關係密切。過去許多研究也認為「憂

鬱」和自殺危險性有高相關(許文耀,民92;Clark＆

Fawcett,1992；Mann,1999)。王彩鳳（民 88）指出在各種情

緒中，以「憂鬱情緒」對個體最具毀滅性力量。但我們也發現，

「憂鬱」和自殺研究仍有其困難處。Maiuro等人（1989）認

為部分原因「憂鬱」似乎是自殺的一部分本質而非某一個因

子，也有學者認為「自殺」和「憂鬱」不是劃上等號般如此的

簡單，甚至有研究發現「無望感」較「憂鬱」更能預測自殺行

為（Beck,1974）。過去有許多關於「憂鬱」和「自殺危險性」

的研究。Silverman 指「『憂鬱』是自殺的前因似乎是普遍定

律，而這是所有和自殺有關的心理疾病及自殺型態共同的特

徵」（Michael et al.,1971），並指出自殺企圖者比非自殺企

圖者歷經較短的嚴重憂鬱期，且自殺企圖者較早發生憂鬱。

Mann認為急性症狀的相關是很重要的，因為自殺已遂、自殺

企圖通常發生於急性精神疾病（Mann et al.,1999），82%的自



殺企圖者有精神症狀共病問題。過去的研究中超過 77％的自

殺案例有憂鬱症狀（Van Heeringen,2001）。Petersen 等人

（1993）研究指出，30~40%的青少年經歷過明顯的憂鬱情緒，

5~6%的青少年有嚴重憂鬱症狀，2~3%的青少年達臨床上憂鬱疾

病的診斷標準。Kaplan,Hong 和 Weinhold（1984）發現中學生

有 9%的受試為中度或重度憂鬱，Teri（1982）以青少年為對

象指出 27%為中度憂，5％為重鬱，由此可知憂鬱發生具普遍

性及重要性（Van Heeringen,2001）。Soren（1987）發現「憂

鬱情緒」（貝克憂鬱量表 BDI）、「無望感」和「自殺意念」的

嚴重度在自殺企圖個案上有顯著相關性。雖然從上述可知「憂

鬱」是「自殺危險性」的重要因子，但直至目前自殺研究中，

卻仍不清楚為什麼有些憂鬱者會自殺有些不會？過去研究發

現，有其它不同變項預測了自殺頻率、意圖程度和嚴重度，或

是不同自殺行為面向具有不同的決定因子（Michael et 

al.,1971）。回顧過去研究，Vieta 等人（1992）研究發現自

殺行為發生在「憂鬱情緒」早期，因此認為自殺行為有其它之

前置因子存在（Malone,Haas,Sweeney＆Mann1995）。此外當研

究者控制了自殺企圖者的憂鬱程度後，自殺企圖者之憂鬱嚴重

性並沒有顯著差異性，自殺企圖者和非自殺企圖者在臨床憂鬱

的嚴重程度或精神症狀二者沒有差異，甚至非自殺企圖者對憂

鬱的容忍度高於自殺企圖者。另外也有研究發現自殺企圖和憂

鬱的相關並沒有那麼高（Maloneet al.,1995）。Roy(1993)發

現在憂鬱性自殺企圖和無自殺企圖間沒有症狀的差異（Malone 

et al.,1995）。由此可知憂鬱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仍需要澄

清。 



貳、無望感定義及內涵 

另一「自殺危險性」重要壓力因子為「無望感」

（hopelessness），過去普遍定義為「個體對自我及未來生活

系統性的負向預期」。一般來說過去研究中，無望感和憂鬱二

者具有極高的相關性和重疊性，甚至在貝克 1976 年提出的「憂

鬱認知模式」中1，對未來感到無望是憂鬱負向認知基模的重

要指標。貝克認為由於這樣的認知模式習慣以不合現實的負向

觀點來評估自己、環境和未來，或是將所接觸到訊息解釋成負

向的。因為個體所建立和環境的關係上並不是一種真實的互

動，而是個體想像的，個體可能持續地強調對事件憂鬱面的解

釋以及對環境回饋無動於心。在這樣的基模下，個體會將負向

事件歸因於內在因素導致自尊下降；或歸因於整體因素導致個

體將無力感的缺陷擴散到不同情境中；甚至歸因於穩定的因

素，使得此缺陷持續一段較長的時間，最後就會形成「憂鬱情

緒」和「無望感」。貝克針對「自殺」與「憂鬱」進一步研究，

發現「無望感」較「憂鬱」更能預測「自殺」，甚至後來有許

多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果，認為當個體感到無望時便感覺自殺

是唯一的途徑（Beck,1974），Synder 及 Stotland 認為「無望

感」是長期個人對未來某種事物的結果期待，無法重複獲得成

功支持而形成之負向認知基模（楊順南，民 85）。

Baumeister(1990)在「自殺逃避論」中，陳述「無望感」使個

                                                 
2Beck的憂鬱認知模式包括了三個重點（陳文卿，民 87）： 
（1）憂鬱認知三元素：元素一是對自己的看法或思考習慣傾向消極或負向的觀點，習慣自評為無能的，相信自己沒有
價值，也認為自己欠缺享受幸福的基本條件。元素二習慣性把目前的經驗往消極方向解釋，認為自己和環境的互動是失

敗的，自己是失敗者。元素三對事件的後果或未來習慣持負向悲觀的看法，沈緬於過去的失敗經驗。 
（2）負向的認知基模：個體對過去經驗所做的推論，形成一種穩定而持久的思考型態或認知結構（Nezu,Nezu&Preei,1989）.
在輸送和處理訊息時，容易選擇負向訊息。 
（3）憂鬱認知錯誤：憂鬱者基模的維持乃是錯誤的訊息處理造成，即有錯誤的邏輯推理，包括下列六項基本的認知錯
誤：任意推論；斷章取義；過度概化；誇大和貶低；個人化；二極化的思考。 
 



人失去生存理由而導致自殺相關症狀（楊順南，民 85）。Kwon

（2000）認為「希望」是：是一種認為個人能在未來達成目標

的信念。將希望模式區分為「高希望」（high hope）、「低希望」

（low hope）及「無望」 (hopeless)的不同。Kwon（2000）

認為「高希望」是指在面對阻礙時會有較多動機和努力去達成

目標，常經驗到正向的情緒，選擇的目標比低希望者所選的更

難。「低希望」者認為未來的事件結果都是負面的，而「無望」

者則認為未來的事件結果不會有正面的結果。許文耀（民 92）

發現「無望感」可區分成二類，一類為「對未來的負向觀」；

另一類為「對未來的正向觀」，結果發現缺乏「對未來的正向

觀」為影響自殺行為一重要因素。由此可知「無望感」是「自

殺危險性」重要因子。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採一般而言「無望感」

指對未來不具希望的感受。 

然「憂鬱情緒」、「無望感」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如何？

目前說法不一。Van Herringen（2002）認為「憂鬱情緒」是

導致自殺行為發生的最終共同路徑（final common pathway），

即不論個體患何種疾病、面對何種壓力或具哪些脆弱因素，一

旦個體產生較高憂鬱情緒則易發生「自殺危險性」。但 Van 

Herringen（2002）更進一步研究卻發現「自殺危險性」者其

實是缺乏「對未來正向期待」，故認為「無望感」較「憂鬱情

緒」更能預測自殺行為（許文耀，民 92）。許文耀（民 92）研

究結果認為「憂鬱情緒」較「無望感」更能影響自殺危險性。

Mann 等人（1999）認為精神疾病及衝動性是自殺行為的促發

因素，但仍須端賴該病人是否因感受「無望」而有自殺意念，



亦即認為「無望感」是自殺意念產生之重要因子。Williams

和 Pollock（2002）認為自殺危險性最嚴重程度是個體無法減

緩嫌惡狀態帶來的影響時就產生絕望，而此心理狀態最主要的

表現是「憂鬱」狀態和「無望感」（許文耀，民 92）。

Shneidman(1988)甚至指出「憂鬱情緒」、「無助感」和「無望

感」是影響「自殺危險性」重要心理因素，此三者中又以「無

望感」為影響自殺行為最重要因子(Beck,1974;Beck,Brown& 

Steer,1989)。綜合上述，大致來說「無望感」傾向認知層面，

而「憂鬱情緒」屬於情感層面。而「憂鬱」和「無望感」二者

對「自殺危險性」的影響目前仍未有定論，但確定的是二者關

係密切且皆為自殺行為的重要因子。綜合上述本筆者選擇以

「憂鬱」和「無望感」做和「自殺危險性」有關之壓力指標，

分別探究「無望感」、「憂鬱情緒」和「自殺危險性」之間的關

係。 

小結： 

綜合上述「憂鬱情緒」、「無望感」和「自殺危險性」具有

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憂鬱情緒」和「無望感」的關係，視

不同觀點而有所不同。認知模式認為情緒(emotions)是認知活

動的結果，Buechler(1995)認為在心理治療中，希望的認知成

分引導(guides)個人的努力（Kwon,2000）；心理動力模式中，

則視情緒為希望的核心，由此可知二者對「自殺危險性」的關

係仍有待澄清，研究者希望能在本研究中進一步了解「憂鬱情

緒」、「無望感」對「自殺危險性」的影響性。 

 



 

 

 

 

第五節「素質因子」、「壓力因子」與「自殺危險

性」之關係 

本節以「衝動性」、「焦慮性」為「素質」因子，「憂鬱情

緒」、「無望感」為「壓力」因子和「自殺危險性」之間關係。

由於「憂鬱情緒」和「無望感」二者相關極高，故合併論述。 

壹、「衝動性」、「憂鬱情緒」與「自殺危險性」之關係 

Shneidman（1968）指出「毀壞性（lethality）是個人藉

由自己的手而死亡的可能性，心理的痛苦不會致命，但當毀壞

性伴隨心理的痛苦就成為自殺死亡的主要成份。」（Van 

Herringen,2000），這段話說明了素質因子和壓力因子對「自

殺危險性」的重要影響性。過去有研究發現「憂鬱情緒」和「衝

動性」之間具有相關性，且認為「憂鬱情緒」是好攻擊個體重

要特質（Maiuro et al.,1989）。Myers 等人(1991)研究自殺

住院青少年重憂鬱組和無重憂鬱組，發現「衝動性」及「憂鬱

情緒」為「自殺危險性」重要的預測因素。Apter 等人(1995)

認為青少年反覆自殺行為，同時合併了向內和向外因素，如高

度的「憂鬱情緒」和「攻擊」。Berkowitz（1993）則認為同時

有「憂鬱情緒」傾向和「衝動性格」者隨時有攻擊傾向，「憂

鬱」感受會激起對外在刺激做攻擊性的反應，而且這樣的行為



大多會出現在「衝動性」高的人（Stein et al.,1998）。Mann

（1999）指出服用抗憂鬱劑時會有自殺危險性的現象，因為血

清素功能（Serotonergic function）改變導致引發「自殺危

險性」和暴力的神經生物調節器的閾值改變，藥物短暫提高「衝

動性」。此外有學者從基因研究發現：（1）比較自殺企圖者和

非自殺企圖者的子女，高自殺企圖者其有較高的「衝動性」，

並面對較多家庭環境的壓力（2）自殺企圖的家族遺傳不只是

由情緒疾病的遺傳來解釋。 

但由於「憂鬱情緒」和「衝動性」本身的複雜性，過去也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Altman 等人(1971)研究發現「憂鬱情緒」

雖是預測「自殺危險性」的顯著指標，卻不是「殺人」意念顯

著的預測指標（Van Heeringen,2001）。臨床上研究也發現好

攻擊的個體通常有多疑、過度敏度、怒氣失控、對他人具敵意，

傾向怪罪他人，及缺乏罪惡感等特質，卻缺乏「憂鬱情緒」

（Loeber et al.,1997）。最近研究也提出「衝動性」自殺企

圖佔自殺企圖的二分之一以上，但出人意外地最後結果是減少

致命性（Baca-Garcia et al.2001）。這令人驚訝的關係，或

許可歸因於個案自殺企圖發生時其真正的意圖為何，根據統計

少於 50％的自殺企圖者真正想要死亡，有時是想逃離該困

境，操弄它人（Hjelmeland,1995）或缺乏計劃的衝動

（Hawton,1986）。綜合上述「衝動性」特質在「自殺危險性」

的預測效度上所扮演的角色目前缺乏共識，值得未來做進一步

討論（Koller,Preuss,Bottlender,Wenzel &Soyka,2002）。 



貳、「焦慮性」、「憂鬱」與「自殺危險性」之關係 

有關「焦慮性」和「自殺危險性」的關係中，「憂鬱情緒」

和二者的關係十分複雜（Placidi et al.,2000）。「焦慮性」

和「憂鬱情緒」二者共存的比例相當高（Van Heeringen,2001; 

Kovacs,1993），但有關「焦慮性」和「憂鬱情緒」對「自殺危

險性」影響，卻一直有著不一致的結果。過去研究顯示傳統焦

慮及憂鬱的自陳式或臨床評分的測量方式雖有幅合效度，但區

別效度卻是低的，且無法對焦慮及憂鬱之間產生明確與一致的

區分。Clark 和 Watson (1991) 為此提出「焦慮和憂鬱三角模

式」(tripartite mod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企圖

釐清焦慮及憂鬱間的關係，將焦慮和憂鬱的症候群分為三個類

別：「一般性的負向情感」、「特屬於憂鬱的正向情感低落」及

「特屬於焦慮的身體激起狀況」。結果發現此焦慮和憂鬱之間

相關極高，原因在於兩者皆有「負向情感」的徵狀；並發現鑑

別焦慮及憂鬱的關鍵因素在於低層次的「正向情感」與「身體

激起」的情況，即憂鬱組在正向情感分量表的得分顯著低於「焦

慮」組及正常人組；焦慮與憂鬱的病患組在負向情感分量表的

得分沒有差異且顯著高於正常人組；焦慮組在身體激起分量表

的顯著得分高於憂鬱組及正常人組。此外區辨分析的檢驗亦說

明了正向情感及身體激起兩個變項能提升區別兩組病患的區

辨力（趙小瑩,民 91）。Richard（1999）發現精神性焦慮和急

性自殺風險有高度相關，並認為嚴重的焦慮和恐懼傾向可以顯

著預測自殺短期風險（Richard,Dennis＆Ryan,1999）。Bartels

和其同事（2002）研究結果發現有 60.9%的「憂鬱焦慮」共病

的患者報告有自殺意念且為自殺行為的高危險群。也有研究指



出「憂鬱焦慮」共病者的自殺危險性高於單純憂鬱患者。而且

「憂鬱焦慮」共病者的自殺危險性高的現象並沒有因不同年紀

而有所差異（ Susan Mineka, David Watson＆Lee Anna Clark,1998）。Ohring

等人（1995）研究青少年憂鬱、焦慮和自殺危險性，樣本為

46 位住院有自殺企圖史青少年及 72 位無自殺企圖史青少年，

結果發現自殺企圖者在「情境焦慮」及「特質焦慮」上皆高於

無自殺企圖史者。但當「憂鬱」變項被控制，自殺企圖者在「情

境焦慮」變項上和無自殺企圖者則無顯著差異性，但在「特質

焦慮」上仍高於無自殺企圖者（Ohring,Apter, 

Ratzoni,Weizman,Tyano＆Plutchik,1995）。綜合上述，研究

結果並不一致，且多數研究將「焦慮」視為病症，加上「憂鬱

焦慮」共病狀態其中似乎可再深入澄清。故本研究將以「特質

焦慮性」為長期素質因子，以「憂鬱情緒」為短期情境壓力因

子以區分二者，採互動模式和其它因子比較，進一步探究變項

對「自殺危險性」的影響。 

小結 

綜合上述「焦慮性」、「衝動性」和「憂鬱情緒」在實證研

究結果中發現為「自殺危險性」重要因子。Van Praag（1987）

研究發現「自殺危險性」和「焦慮性」、「衝動性」的調節有關，

此二者才是「憂鬱情緒」狀態下「自殺危險性」的核心表現。

研究指出對「自殺危險性」而言，「憂鬱情緒」和「衝動性」

為重要因子，也有研究指出「衝動性」對「自殺危險性」的影

響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真的想結束生命。此外在「焦慮性」和「憂

鬱情緒」的部分，其中的關係似乎有待澄清。本研究最終目的



希望藉由「素質－壓力」互動模式，探討那一組「素質－壓力」

因子最能預測「自殺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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