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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根據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資料指出，民國94年校園自
殺自傷事件人數至民國105年，國中階段學生自殺自傷事件增幅竟高
達12.12倍，遠遠高於國小階段、高中職階段及大專校院學生；本研
究首要目的，就是利用追蹤性研究法，來了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盛
行率與心理社會成因；其次為根據心理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結果
，設計國中生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課程，並進行修訂和成效評估
，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之教育。然而，經審查過後
，本研究『僅獲第一年研究之補助』、第二年研究與第三年研究皆
未獲補助，故此成果報告，主要是抽取出1,200名國中生為研究參與
者，以進行自傷行為盛行率與相關心理社會因子之調查。

    本研究調查發現，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盛行率為40.9%（95 % 信
賴區間為 37.9 % - 43.9 %），此結果高於過往國內外研究之發現
，因此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有攀升之現象，建議未來能夠投
注更多的關注，以及發展更多的預防教育和相關預防措施。此外
，本研究於2020年3月2日至2020年3月27日間進行調查，時值臺灣新
冠肺炎爆發盛行之初、易受疫情期間相關的心理社會及環境等因素
影響，建議未來研究能夠持續關注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的變
化情形。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方面，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
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神經質、衝動性、述情障礙、憂鬱情緒、
情緒反應性、較無法耐受苦惱及自我批評等總分顯著較高，且嚴謹
性、自尊及主觀幸福感等總分顯著較低。在社會因素方面，於家庭
功能部分，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其家
庭之凝聚力、情感表達、溝通性、問題解決、獨立性及家庭功能總
分等分數皆顯著較低，家庭之衝突性和情感涉入皆顯著較高，但家
庭責任兩組則無顯著差異；在社會支持部分，則是現實社會支持總
分顯著較低，但網路社會支持卻顯著較高；另外關係問題量表得分
顯著較高，且學業成績不滿意度也顯著較高。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社會模式方面，為了瞭解相關心理社
會變項是否能預測國中生自傷行為，本研究採用羅吉思迴歸分析之
向前選取法來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自尊、關係問題、神經質及情
緒反應性等心理社會因素，可以顯著預測國中生有無自傷行為；因
此，自尊因素、關係問題因素、性格因素（神經質），以及情緒反
應性因素為國中生是否發生自傷行為之重要預測因素。

    本研究僅能收集和分析第一年之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與社會
因素、屬於橫斷性之研究結果，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能進行追蹤性研
究，以探究出第一年哪些心理與社會因素，可顯著預測第二年自傷
行為的發生；而後，建議未來研究能夠依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
結果，設計出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教育之課程與教材內容，並進行
成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進行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

中文關鍵詞： 國中生、自傷行為、追蹤性研究、心理社會成因、預防教育、成效
評估



英 文 摘 要 ：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 vs. 2016), student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reported suicidal behavior incidents 12.12 times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recorded, and was much higher compared to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level.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conduct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design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SSI behavior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reover, based on
previou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design a preventive
educational course geared towards NSSI behaviors, and
further revise and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SSI preventive educ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owever, the present study only received
funding for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and without
funding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The prevalence of NSSI was found to be 40.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37.9%-43.9%)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he prevalence appears to be higher
than those found in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 samples. Consequently, the prevalence of
NSSI in Taiwan has ascend and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pay
more attention of this issue and create policies and design
programs to prevent NSSI of adolescents. On the other hand,
participants were surveyed during March 2 through March 27,
2020,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ay also encounter
various psychosocial impacts and stress du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refore,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varia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en compared to the
non-NSSI group, the NSSI group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neuroticism, impulsivity,
alexithymia, depression, emotion reactivity, and self-
criticism total scores; lower conscientiousness, distress
tolerance,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tal
scores. In terms of social factors, when compared to the
non-NSSI group, family functioning found the NSSI group to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and actual and virtual
social support revealed that the NSSI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actual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s,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virtual social
support. Additionally, the NSSI group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the relationship problems
and dissatisfaction of academic recor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e psychosocial mode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sycho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self-esteem,
relationship problems, neuroticism, and emotion reactivity
were able to significantly predict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final report included the data and
analyses of the first year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cross-
sectional results, thus,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to verify
through incorporation of the follow-up study data in order
to validate which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the first year
can predict NSSI in the second year.  In further,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to design a preventive
educational course geared towards NSSI behaviors, and
further revise and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SSI preventive educ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prospective study,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preventive
education, outcom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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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資料指出，民國 94 年校園自殺自傷事件人數為 275 人，

但至民國 105 年自殺自傷事件人數卻遽增為 1,175 人，增加幅度達 4.20 倍（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救通報處理中心，2006、2017）；其中，國中階段學生自殺自傷事件增幅竟高達 12.12 倍，遠遠高於

國小階段的 5.33 倍、高中職階段的 3.73 倍，以及大專校院學生的 2.19 倍，此為本研究將研究對象鎖

定於國中階段學生之主因。 

由於自傷行為是自殺行為相當重要的預測因子，因此許多研究者已逐漸將研究焦點從「自殺行

為」轉為「自傷行為」來進行相關研究，並探討自傷行為之成因；然而，過往研究大多僅針對一個或

數個心理社會因素，來和自傷行為進行關聯性分析、缺乏整合性比較，以找出較具影響性、可預測未

來發展成自傷行為之心理與社會成因，並且，臺灣本土有關自傷行為盛行率之研究亦屬缺乏。因此，

本研究首要目的，就是利用追蹤性研究法，來了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盛行率與心理社會成因。 

另一方面，本研究以三級預防模式為基礎，回顧了國內外有關自傷行為之防治概況，發現臺灣的

學校輔導工作，已大量依循此模式來防治學生之困擾或問題行為；但是，國中校園自傷行為之防治，

主要仍著重於『治』(即三級預防部分)、較缺乏『防』的部分(初級與二級預防)，且相關的輔導活動

課程或預防教案亦屬缺乏，亟需進行研發、檢驗修訂及推廣；而本著『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本研

究根據前述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結果，設計國中生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課程，並進行修訂和成

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之教育。此為本研究目的二。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之盛行率與心理社會成因部分，本研究以分層(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叢

集(以班為單位)取樣方式，第一年抽取出 1,200 名國中生為研究參與者，以進行自傷行為盛行率與相

關心理社會因子之調查；而後於第二年追蹤、重覆調查，以了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心理與社會成因。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部分，本研究於第三年上半年，先根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

結果，設計出自傷行為預防教育課程，而後，邀集相關專家學者、教學現場輔導教師及國中生，針對

設計出的課程進行修訂(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與進行焦點團體)；第三年下半年則是進行正式教學(以一般

常規之輔導活動課程為對照組)與教學前後評量，並且，於課程結束後兩個月進行追蹤，以利成效評

估。 

    然而，經審查過後，本研究『僅獲第一年研究之補助』；第二年研究與第三年研究皆未獲補助，

因此第二年研究與第三年研究無法執行，故此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主要是抽取出 1,200 名國中生

為研究參與者，以進行自傷行為盛行率與相關心理社會因子之調查。 

    本研究調查發現，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盛行率為 40.9%（95 % 信賴區間為 37.9 % - 43.9 %），此

結果高於過往國內外研究之發現，因此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有攀升之現象，建議未來能夠投注

更多的關注，以及發展更多的預防教育和相關預防措施。此外，本研究於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間進行調查，時值臺灣新冠肺炎爆發盛行之初、易受疫情期間相關的心理社會及環境等因

素影響，建議未來研究能夠持續關注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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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方面，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1.神經質

總分顯著較高；2 嚴謹性總分顯著較低；3.衝動性總分顯著較高；4.述情障礙總分顯著較高；5.憂鬱情

緒總分顯著較高；6.情緒反應性總分顯著較高；7.顯著較無法耐受苦惱；8.顯著較高的自我批評；9.自

尊總分顯著較低；10.顯著較低的主觀幸福感。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社會因素方面，於家庭功能部分，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

國中生，其家庭之凝聚力、情感表達、溝通性、問題解決、獨立性及家庭功能總分等分數皆顯著較

低，家庭之衝突性和情感涉入皆顯著較高，但家庭責任兩組則無顯著差異。在社會支持部分，有自傷

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其現實社會支持總分顯著較低，但網路社會支持卻顯著較

高；而在現實社會支持的兩個分量表中，僅父母支持分數顯著較低，但現實朋友支持兩組則無顯著差

異。另外，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其關係問題量表得分顯著較高，且學業

成績不滿意度也顯著較高。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社會模式方面，為了瞭解相關心理社會變項是否能預測國中生自傷行

為，本研究採用羅吉思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之向前選取法（Forward selection）來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自尊、關係問題、神經質及情緒反應性等心理社會因素，可以顯著預測國中生

有無自傷行為；因此，自尊因素、關係問題因素、性格因素（神經質），以及情緒反應性因素為國中

生是否發生自傷行為之重要預測因素。 

    本研究僅能收集和分析第一年之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屬於橫斷性之研究結果，因

此建議未來研究能進行追蹤性研究（follow-up study），以探究出第一年哪些心理與社會因素，可顯著

預測第二年自傷行為的發生；而後，建議未來研究能夠依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結果，設計出國中

生自傷行為預防教育之課程與教材內容，並進行成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進行自傷行為之預防

教育。 

 

 

 

關鍵詞：國中生、自傷行為、追蹤性研究、心理社會成因、預防教育、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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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75 campus suicidal behavior occurrences were 

reported in 2005. However, the rate increased by 4.20 times, with 1,175 reports in year 2016.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reported suicidal behavior incidents 12.12 times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recorded, and was much higher compared to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level (5.33 

times), senior high school level (3.73 times), and college level (2.19 times). The skyrocketing rate of suicidal 

behavior incident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ssue at this developmental 

stag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edicting suicidal behavior, thus research have 

gradually given attention from “suicidal behavior” to “NSSI,” and examined the causal factors in NSSI.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one or a number of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in analyzing 

their association with NSSI behavior, and may lack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to examine the influential 

and predictive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SSI behavior. Additionally, local research in 

the prevalence of NSSI is lacking. Thu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conduct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design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SSI behavior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will conduct a tertiary preventive model and reviewed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in NSSI prevention. Domestically, school counseling has adopted related models in 

preventing the problematic behaviors of students. However, the NSSI preven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urrently place focus on the treatment (tertiary prevention), and lack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aspects; related counseling activities and courses or preventive education are also scarce. Development, 

modif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NSSI preven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onducted. Thus, based 

on previou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design a preventive educational course geared towards NSSI behaviors, and further revise and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SSI preventive educ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is the second research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of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resent 

study recruited participants by cluster sampling, first by district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and Taoyuan 

City) and then by class. In the first year, we recruited 1,200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In the second 

year follow-up, identical questionnaires will be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of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reventive education of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d year, 

we will design preventive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ound from our empirical data. Furthermore, 

professionals, school counselors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be invited to help in revising the courses 

(focus group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d year, formal teaching will be given (using regular counseling 

activities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pre- post- tests will be administered for evaluation. A follow-up will be 

conducted two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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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present study only received funding for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Without funding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we are unable to examine the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with follow-up study, and design 

preventive courses and implement the evaluation, promotion and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material 

in the guidance course curriculum. 

The prevalence of NSSI was found to be 40.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37.9%-43.9%)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he prevalence appears to be higher than those found in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 samples. Consequently, the prevalence of NSSI in Taiwan has 

ascend and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pay more attention of this issue and create policies and design 

programs to prevent NSSI of adolescents.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first COVID-19 case was diagnosed 

on January 28, 2020. New cases exploded rapidly in February, and participants were surveyed during March 2 

through March 27, 2020. In other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ay also encounter various psychosocial 

impacts and stress du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refore,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varia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en compared to the non-NSSI group, the NSSI group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ly: 1. Higher neuroticism total scores; 2. Lower conscientiousness total scores; 3. Higher 

impulsivity total scores; 4. Higher alexithymia total scores; 5. Higher depression total scores; 6. Higher 

emotion reactivity total scores; 7. Lower distress tolerance total scores; 8. Higher self-criticism total scores; 9. 

Lower self-esteem total scores; 10. Lower subjective well-being total scores. 

In terms of social factors, when compared to the non-NSSI group, family functioning found the NSSI 

group to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family cohesiveness, affective responsiveness,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lving, independence, and family function total scores,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family 

conflict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and and non-significa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scores. Compared to the non-NSSI group, actual and virtual social support revealed that 

the NSSI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actual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s and parents social support 

subscale,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virtual social support; however, no significa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the friends social support subscale of actual social support. Additionally, 

the NSSI group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the relationship problems and dissatisfication of 

academic recor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e psychosocial model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NSSI, in order to examine 

whether related psychosocial variables were predictive of NSSI, this study applied Forwar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sycho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self-esteem, relationship 

problems, neuroticism, and emotion reactivity were able to significantly predict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key predictive factors of NSSI included self-concept factor (self-esteem), 

relationship factor (relationship problems), personality factors (neuroticism), and emotional factor 

(emotion reactivity). 

The final report included the data and analyses of the first year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cross-sectional 

results, thus, suggest futuer research to verify through incorporation of the follow-up study data in order to 

validate which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the first year can predict NSSI in the second year. In further, sug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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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to design a 

preventive educational course geared towards NSSI behaviors, and further revise and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SSI preventive educ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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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第一節、自傷行為問題的重要性 

(一) 臺灣學生自殺自傷行為情形日益嚴重、以國中階段學生增加幅度為最 

    根據研究指出，臺灣高中職學生中，高達 24.8%學生曾有過自傷行爲、平均故意自傷次數爲 3.9

次(劉惠青、劉珣瑛、黃郁心、鍾嫈嫈、方俊凱，2011)。而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之

資料亦發現，民國 94 年校園自殺自傷事件人數為 275 人，但是至民國 104 年(教育部目前為止的最新

資料)，自殺自傷事件人數卻遽增為 1,103 人，增加幅度達 4.01 倍（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

處理中心，2006；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2016）；本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上述兩

個時間點各級學生自殺自傷人數之增幅狀況(如圖 1 所示)，驚訝地發現，國中階段學生自殺自傷增幅

竟高達 12.45 倍，遠遠高於國小階段的 5.33 倍、高中職階段的 3.54 倍，以及大專校院學生的 1.82

倍，且也是各級學生自殺自傷總人數之最，因此這是本研究團隊將研究對象鎖定於國中階段學生之主

因。 

 

圖 1、2005年與 2015年臺灣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學生自殺自傷人數之比較 

 

 (二) 早期發現，早期協助：防治焦點從「自殺行為」轉為「自傷行為」 

    隨著自殺自傷事件日益嚴重，許多研究者已逐漸將研究焦點從「自殺行為」轉為「自傷行為」來

進行相關研究，並探討自我傷害行為之成因（Baetens 等人, 2014；Nock, 2009；Tang 等人, 2011; 

Victor & Klonsky, 2014），主因是自傷行為是自殺行為非常重要的預測因子(Cheung, Wong, Lee, Lam, 

Fan & Yip, 2013；Guan, Fox, & Prinstein, 2012；Hamza, Stewart, &Willoughby, 2012；Klonsky, May, & 

Glenn, 2013； Nock, Joiner, Gordon, Lloyd-Richardson & Prinstein, 2006；Tang 等人, 2011)；Nock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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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以具自傷行為的住院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七成的青少年同時併有自殺意念、一半的青少年

曾有過自殺嘗試；Tang 等人(2011)則針對 2,013 名 10 至 24 歲的中國武漢學生進行自傷行為、自殺意

圖及自殺行為之相關研究，結果發現自傷行為與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關係，且有 22.0%具有較嚴重

程度之自傷者，同時也表示自己曾有過自殺嘗試；Guan 等人(2012)以 399 位國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在

接續的 2.5 年中追蹤四次，發現 NSSI 可以顯著預測後續的自殺意念與自殺嘗試(suicide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Cheung 等人(2013)的研究亦指出，自傷行為與自殺行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且高致

命性的自傷行為被視為自殺行為之重要預測因子。 

    是故，由於自傷行為是自殺行為相當重要的預測因子，因此若能及早了解自傷行為之相關因素，

便可及早預防自殺行為之發生，進而降低青少年自殺行為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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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自傷行為的定義與盛行率 

(一) 自傷行為的定義 

    過往不同的研究對於自殺行為與自傷行為及其相關命名和定義，常會因不同研究目的而所有不

同；但是由於最新出版的 DSM-5(APA，2013)特別在『Section III 的 Conditions for Further Study』中列

出「Suicidal Behavior Disorder」與「Nonsuicidal Self-Injury」的名稱，因此目前國際上指稱自傷行

為，大多指的是「Nonsuicidal Self-Injury」。 

    為了和國際接軌，本研究所指稱的自傷行為同樣是 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NSSI 是指以直

接、故意且不以自殺為目的之自我身體組織傷害行為(Nock，2010)；這些行為並不等同於從事某些行

為會伴隨著非預期中之傷害性行為，例如：抽菸導致肺癌；此外自傷行為也不同於所謂的自殺行為，

且社會上所認可的身體性改造，如刺青、打耳洞等也不被認為是自傷行為（Nock, 2009）；常見的自傷

行為包括用刀片割傷自己、抓傷自己、咬傷自己、燒傷自己、打自己致瘀青、用頭或身體其他部分撞

牆…等(Nock，2010)。 

(二) 自傷行為的盛行率 

    自傷行為通常始於青少年早期(12-14歲)，並在 18-25歲(青少年晚期)達到顛峰(Nock，2010)。

You, Leung, Fu, & Lai(2011)以 6,374位香港的國高中學生為對象，發現 NSSI 一年盛行率為 15%；

Whitlock 等人(2011)以網路問卷方式，針對 8所大學、14,372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 NSSI終生盛

行率為 15.3%；Muehlenkamp 等人(2012)的回顧性研究顯示，青少年 NSSI六個月盛行率為 13.9%-

16.3%；Swannell等人(2014)亦以 NSSI為主題進行回顧性研究，發現青少年階段 NSSI之盛行率為

17.2%；Allroggen等人(2014)以 714位醫學院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 NSSI終生盛行率為 14.3%。 

    在臺灣本土的自傷行為盛行率部分，陳盈辰(2007)則針對基隆、臺北、桃園、與雲林各一所國

中、共 1,271位國中生進行的研究發現，各類型自傷行為的盛行率如下：「刻意自傷」為 18.57%，

「非外顯性自傷」為 3.54%，「衝動性自傷」為 19.04%；劉惠青等人(2011)以電腦問卷的方式，讓北

臺灣 2,480 位高中職學生填答，結果發現 24.8%的學生曾有過自傷行為；許家綺與柯慧貞(2012)以臺

南市三所國小、四年級與五年級 475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 NSSI一年盛行率為 24.8%。 

從國外的文獻回顧可發現，青少年時期 NSSI盛行率約介於 13.9%至 17.2%，且以文化相近性，

You等人(2011)以 6,374位香港國高中學生 NSSI盛行率為 15%，因此本研究即以該數值來推估國中

生 NSSI 組學生該抽取的人數。 

    在臺灣本土的文獻回顧可發現，有關 NSSI盛行率的研究仍十分缺乏，且僅有一篇研究是針對國

中生進行 NSSI盛行率推估，但卻已距今超過 7年以上，並且從圖 1可看出，自殺自傷行為於國中盛

行有陡增之情形，因此目前國內實需有更多國中生 NSSI 盛行率之調查研究，因為一方面可和國際學

術研究做接軌與對話，另一方面可對國內現今 NSSI 盛行概況做瞭解，再者對 NSSI 防治將有所貢獻，

因可引起家長、教育工作者及政府相關單位重視，並進而研擬和進行 NSSI 之預防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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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可能之心理與社會成因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先了解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可能之心理、社會成因，而後 Evidence-based

地依據這些可顯著預測第二年發生自傷行為的心理、社會危險因子，來設計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教育

課程；因此，第一步就需要能找出自傷行為的心理危險因子與社會危險因子；是故，本節回顧自傷行

為可能之心理、社會因素，以瞭解自傷行為之成因，以利後續預防教育課程之設計。 

(一) 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 

1.性格因素 

  (1) 高神經質、低嚴謹性 

近年已有研究指出，NSSI 與高神經質及低嚴謹性有所關聯。Mullins-Sweatt, Lengel, & 

Grant(2013)以 211 位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有 NSSI行為的大學生比起沒有 NSSI大學生，其

神經質顯著較高、嚴謹性顯著較低；同樣地，Allroggen 等人(2014)以 714位醫學院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也相同發現有 NSSI行為的大學生比起沒有 NSSI 行為的大學生，有顯著較高的神經質與顯著

較低的嚴謹性。 

 

  (2) 高衝動性 

    近來也有許多研究指出，NSSI與高衝動性有顯著的關聯性。You等人(2011)以 6,374位香港的

國高中學生為對象，發現學生衝動性越高、NSSI的頻率也越高；進一步地，You & Leung(2012a)以

4,782 位香港的國高中生進行一年的追蹤研究，也發現第一年的衝動行為，可顯著預測第二年 NSSI

行為的發生。Peterson & Fischer(2012)以 209位年輕成年女性進行八個月的追蹤研究，也發現衝

動性可同時預測 NSSI與飲食疾患的病理性。Bresin, Carter, & Gordon(2013)則針對個體進行連續

14天的各項測量，發現衝動特質可顯著預測渴望進行 NSSI行為。Mullins-Sweatt 等人(2013)以

211位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有 NSSI行為的大學生比起沒有 NSSI大學生，其衝動性特質分

數顯著較高。Rodav, Levy, & Hamdan(2014)以 275位國高中生進行研究，亦發現有 NSSI行為組的

學生比起沒有 NSSI 組的學生，有顯著較高的衝動性。You, Lin, & Leung(2015)以 3,600位香港國

高中生進行六個月與一年的追蹤研究，發現有較高衝動傾向的學生，後續較容易產生 NSSI行為。 

 

  (3) 高述情障礙特質 

    述情障礙（Alexithymia）一般亦譯為「情感表達不能」或「情感失語症」（林育臣、陳展航，

2006），指的是個體在與他人互動中，缺乏辨識、轉譯及表達個人主觀情緒狀態與情緒想法的缺陷

（Aust, Hartwig, Heuser, & Bajbouj, 2013）；其具體內涵為無法清楚辨識個人當下主觀感受且難

以用言語清楚表達情緒，並且偏好使用外化式思考，曾被視為是心血管疾病等生理疾患之危險因子

(Mallinckrodt, King, & Coble, 1998; Peters & Lumley, 2007)。 

    早期即有研究指出，自傷行為與個體難以辨識情感、無法適當描述情緒之特質有關(Suyemoto & 

MacDonald, 1995; Solomon & Farrand, 1996)。後續亦有許多研究指出，述情障礙特質與個體的自

傷行為有顯著的關聯性；Paivio與 McCulloch(2004)的研究指出，大學生之述情障礙傾向與自傷行

為具有高度的正相關、且具有顯著預測力；Lambert & Man(2007)的研究亦指出，青少女之自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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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整體述情障礙表現具有顯著相關性；Borrilla等人(2009)的研究也指出，述情障礙為可顯著預

測自傷行為；Garisch 和 Wilson（2010）也發現，述情障礙與自傷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比起從

未有過自傷行為的青少年，自傷行為者表現出較多的述情障礙特徵。 

 

2.情緒因素 

  (1) 高憂鬱情緒 

    不令人意外，NSSI與高憂鬱情緒有顯著的關聯性。Tresno, Ito, & Mearns(2013)以日本 313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憂鬱情緒與 NSSI頻率有顯著正相關，且憂鬱情緒可顯著預測 NSSI；同

樣地，Peterson, Davis-Becker, & Fischer(2014)以 884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發現憂鬱情緒可

顯著預測後續的 NSSI行為；Stewart, Baiden, & Theall-Honey(2014)則針對 2,013名年齡介於 14

至 18 歲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高憂鬱情緒與高 NSSI 有顯著關聯性；類似地，Rodav等人(2014)

以 275 位國高中生進行研究，亦發現有 NSSI行為組的學生比起沒有 NSSI組的學生，有顯著較高的

憂鬱情緒，並指出憂鬱情緒和 NSSI有顯著的關聯性。 

 

  (2) 高情緒反應性(emotional reactivity) 

    過往已有研究發現，個體的高情緒反應性與 NSSI 行為有所關連。Najmi, Wegner, & 

Nock(2007)以 87 位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高情緒反應性可預測 NSSI行為；Glenn, Blumenthal, 

Klonsky, & Hajcak(2011)則發現有 NSSI行為者比起沒有 NSSI行為者，在情緒反應性量表得分顯著

較高；Jenkins & Schmitz (2012)以路徑分析進行分析時亦發現，情緒反應性可預測 NSSI行為；

You等人(2015)以 3,600位香港國高中生進行六個月與一年的追蹤研究，發現有高情緒反應性可預

測後續 NSSI行為。 

 

  (3) 低苦惱耐受性(distress tolerance) 

    過往已有研究指出低苦惱耐性性與 NSSI行為有關。Nock & Mendes (2008)在針對 NSSI的青少

年進行的研究指出，低苦惱耐性性與 NSSI有關，且低苦惱耐受性是後續治療的關鍵因素之一；

Anestis, Pennings, Lavender, Tull, & Gratz(2013)則以 93位物質使用疾患的個案進行研究，發

現低苦惱耐受性可顯著預測 NSSI 行為；進一步地，Anestis, Knorr, Tull, Lavender, & 

Gratz(2013)同樣以 93位物質使用疾患進行研究，發現苦惱耐受性是 NSSI與自殺行為間重要的中介

變項；Peterson等人(2014)以 884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低苦惱耐受性可顯著預測後續的 NSSI

行為；Anestis, Kleiman, Lavender, Tull, & Gratz(2014)的研究同樣指出，低苦惱耐受性可顯著

預測 NSSI行為。 

 

3.高自我批評(self-criticism) 

    過往研究已指出，高自我批評為產生 NSSI行為之重要預測因素。Glassma, Weierich, Hooley, 

Deliberto, & Nock(2007)以 86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高自我批評是童年的情緒性虐待與青少

年期產生 NSSI行為的中介變項；Cohen等人(2014)針對 177位、年齡介於 14 至 19歲的青少年進行

研究發現，高自我批評可顯著且正向預測 NSSI頻率；You等人(2015)以 3,600 位香港國高中生進行

六個月與一年的追蹤研究，發現高自我批評的青少年，後續較容易產生 NSSI 行為；Glenn, Michel, 

Franklin, Hooley, & Nock(2014)以 79位年齡介於 12 至 19歲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高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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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SSI 行為有顯著的關聯性。 

 

4.低自尊(self-esteem) 

    許多研究已指出，低自尊與 NSSI行為具有重要關聯性。Claes, Houben, Vandereycken, 

Bijttebier, & Muehlenkamp(2010)以 150位國高中生進行研究發現，低自尊的學生較易產生 NSSI

行為，並結交有 NSSI行為的同儕；Muehlenkamp, Claes, Smits, Peat, & Vandereycken(2011)以

422位年輕成年飲食疾患的女性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低自尊為童年創傷與後續 NSSI行為間重要的

中介變項；Cawood & Huprich(2011)則以 302位大一與大二學生為對象，發現一如預期地，NSSI比

非 NSSI 之學生，其自尊得分顯著較低，且 NSSI程度與自尊呈顯著負相關，並且自尊是性格變項與

NSSI 間的完全中介變項；Andrews, Martin, Hasking, & Page(2014)更以一年的追蹤研究方式，發

現在 1,973位國高中生中，低自尊是顯著預測第二年發生 NSSI行為的重要變項。 

 

5.低幸福感(well-being) 

    過往研究已注意到幸福感與 NSSI間之關係。Vansteenkiste, Claes, Soenens, & 

Verstuyf(2013)以 97位飲食性疾患的個案為研究對象，發現有 NSSI行為的個案比起沒有 NSSI行為

的個案，其幸福感分數顯著較低；Martin等人(2013)以 149位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幸福感與 NSSI

功能呈顯著負相關；Fischer, Brunner, Parzer, Resch, & Kaess(2013)則針對有 NSSI行為進行認

知行為治療的短期介入，發現當 NSSI行為減少或消除，個案的幸福感分數也是增加的。 

 

(二) 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社會因素 

1.家庭因素 

    過往研究已關注家庭因素與個體 NSSI行為間的關聯。Adrian, Zeman, Erdley, Lisa, & 

Sim(2011)以 99位精神科住院病人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家庭關係問題可顯著預測 NSSI行為，

並指出家庭關係問題是 NSSI 行為的危險因子；You & Leung(2012a)以 4,782 位香港的國高中生進行

一年的追蹤研究，發現第一年的家庭無效性(family invalidation)，可顯著預測第二年 NSSI行為

的發生；Tan, Rehfuss, Suarez, & Parks-Savage(2014)則比較 30位有 NSSI 行為與 30位沒有

NSSI 行為的國高中生，也類似發現有 NSSI行為的青少年，其父母無效性(parental invalidation)

分數顯著高於沒有 NSSI的青少年。 

 

2.同儕因素 

    不難想像地，同儕因素也是 NSSI行為重要的預測因子。Adrian等人(2011)以 99位精神科住院

病人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同儕關係問題可顯著預測 NSSI行為，並指出同儕關係問題是 NSSI

行為的危險因子；You, Leung, & Fu(2012)則針對香港 2,435位青少年進行半年的追蹤研究，發現

同儕關係問題可顯著預測六個月後的 NSSI行為，但反之不亦然；Saraff & Pepper(2014)以 52位有

NSSI 行為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同儕人際因素對於 NSSI行為之影響，扮演著重要因素；Claes

等人(2014)則以 155位變性人個案為研究對象，同樣發現有 NSSI行為的個案比起沒有 NSSI行為的

個案，自陳有較多的同儕人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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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業因素 

    近年亦有研究指出，學業因素和 NSSI行為間存有關聯。Claes等人(2010)以 150位國高中生進

行研究，發現有 NSSI行為的學生比起沒有 NSSI行為的學生，其學業表現程度顯著較低；Tan等人

(2014)比較 30位有 NSSI行為與 30位沒有 NSSI行為的國高中生，除了發現有 NSSI行為的青少年，

其父母無效性分數顯著高於沒有 NSSI的青少年之外，學業壓力因素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4.低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許多研究已指出，低社會支持與 NSSI行為具有重要關聯性。Wichstrøm(2009)針對 2,924位挪

威的國高中生進行五年的追蹤研究指出，先前的 NSSI 行為可預測後續的 NSSI 行為，並且，學生對

於社會支持的滿足度可保護後續不出現 NSSI行為；Muehlenkamp, Brausch, Quigley, & 

Whitlock(2013)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 1,243位大學生，發現有兩次以上的 NSSI行為大學生，

比起僅有一次 NSSI 行為與沒有 NSSI行為的大學生，其知覺到家庭的社會支持程度顯著較低；Claes

等人(2014)以 155 位變性人個案為研究對象，發現有 NSSI行為的個案比起沒有 NSSI行為的個案，

自陳其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Christoffersen, Møhl, DePanfilis, & Vammen(2014)特別針對社

會支持在 NSSI行為中的角色，針對 2,980位個案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因素於童年不利因素/創傷

事件與後續 NSSI 行為間，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Andrews 等人(2014)則以一年的追蹤研究方式，發

現在 1,973位國高中生中，低知覺家庭的社會支持是顯著預測第二年發生 NSSI 行為的重要變項；

Turner, Chapman, & Gratz(2014)更進一步以自傷個案為研究對象，探討哪些因素可有效停止後續

NSSI 行為，結果亦發現社會支持能有效保護三個月後讓 NSSI行為不發生。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部分研究為橫斷性研究、部分研究為追蹤性研究，但是，這些研

究大多僅針對一個或數個心理或社會因素，來和 NSSI 行為間進行相關性分析，缺乏整合性的比較，

並整合性地找出具影響性、可預測未來發展成 NSSI 行為之心理成因與社會成因。 

    是故，本研究將以臺灣國中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追蹤性研究(prospective study)；意即第一年

僅針對沒有 NSSI行為之國中生，進行一年之追蹤，並整合性地檢驗上述心理、社會危險因子，哪些

可顯著預測第二年 NSSI行為之發生，以便本研究後續 Evidence-based 設計出國中生自傷行為『預

防』教育課程，並評估該課程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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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 

(一) 理論模式基礎：三級預防模式 

三級預防模式原本源自於公共衛生領域，旨在為有效預防社會上流行性疾病的發生，或者擴散

所採取之預防措施(Koss & Harvey，1991；羅燦煥，2005)。 

    而後，三級預防模式，逐漸被引入心理衛生工作。根據黃政昌(2001)之回顧國外諸多文獻，彙

整心理衛生服務工作歷經四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為心理疾患患者不再被視為瘋子或怪物，而受到終

身監禁；第二次革命為 Sigmund Freud 實踐心理疾患是由心理因素引起，因此可接受治療；第三次

革命是社區心理衛生運動，心理衛生是整個社區的居民共同責任；第四次革命是預防重於治療的概

念，不但可防患於未然，更可以節省社會資源。第四次革命更完整引用公共衛生領域的三級預防模

式，認為心理衛生工作除了上述初級預防之外，也應包括二級預防(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防止問

題惡化、演變成心理疾患)，以及三級預防(針對已經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希望透過各種治療及復健

的處理，預防患者病情的惡化及社會功能的退化)。 

近年來，臺灣的學校輔導工作，已大量依循三級預防模式，來防治學生之困擾或問題行為。吳

武典(1980)首先於『學校輔導工作』一書引入校園輔導工作可使用三級預防模式；之後，行政院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曾列出十二項教改行動方案，其中「學校應行訓輔整合，建立學生

輔導新體制」這項教改方案，其主要目的在引進輔導工作初期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觀念，依

循預防重於治療的教育理想，配合學校行政組織的彈性調整，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學生工

作，結合社區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路，為學生統整規劃一個更周延的輔導服務工作(引自廖茂村，

2003)；自此，三級預防模式，已深入校園輔導工作之中。 

    吳武典(2000)曾於學校心理學專題研究課程詳盡描述校園輔導工作三級預防模式(引自黃政昌，

2001)，指出三級預防的意義與功能，猶如圖 2的金字塔圖形：金字塔下層代表目前沒有問題徵兆的

大多數的學生，屬於初級預防的範圍，目的是在於增強學生適應能力、防止問題發生，也就是原本

心理衛生概念中的增加保護因子、減少危險因子；金字塔中層代表目前發生問題的少數同學，屬於

二級預防範圍，目的是在於早期發現、早期處理；金字塔上層代表目前問題嚴重的特殊學生，屬於

三級預防範圍，目的是在於心理治療與重建及預防功能的退化。 

 

圖 2、三級預防處理的金字塔(引自黃政昌，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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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有自傷行為防治之學校實務現況與研究概況 

1.現有自傷行為防治之學校實務現況 

現有國中校園自傷行為之防治，主要著重於『治』、也就是三級預防部分，但較缺乏『防』的部

分、也就是初級預防與二級預防，因此相關輔導活動課程與方案，皆相當缺乏，亟需研究者針對自

傷行為之初級預防輔導活動課程教材進行研發和推廣；而在實務上，大多數教育工作者都明白，如

果個案真的發展成自傷行為或自殺行為，所耗費的時間與心力，是大於預防數倍以上，輔導所花費

的時間和心力亦甚鉅；因此，本著『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吾人實應投注更多心力於初級預防部

分。 

 

2.現有自傷行為初級預防之研究概況 

  (1) 國外研究方面 

    本研究團隊以「Non-Suicidal Self-Injury」為標題關鍵字，搜尋有關 NSSI 初級預防之研究，僅搜

尋一篇(在 145篇 SCI/SSCI期刊論文中)，大多研究多是進行相關大腦、心理及社會之相關研究，或

者是針對 NSSI進行諮商或心理治療之介入研究，又或者是和其他心理診斷做比較，顯示在 NSSI初

級預防之研究仍較缺乏。 

    目前僅有的一篇 NSSI初級預防之研究，為 Muehlenkamp, Walsh, & McDade(2010)針對五所中

學、274位青少年(平均年齡 16.07歲)所進行之研究；比較特別的是，研究者是針對「Screening for 

Mental Health, Inc.」這間公司所提供的 program來進行研究，課程內容並非是研究者們所設計；該

公司先開放式地邀請有意願的中學，共有 21所中學進行回覆、表示有意願，不過最後僅五所中學進

行最後的預防課程；另外，該課程(Signs of Self-Injury(SOSI) program)僅進行五十分鐘，內容

包含主題介紹、影片介紹(約 18分鐘)、班級小組討論(約 20至 25分鐘)及總結，課程內涵主要是增

進學生對 NSSI行為之認識、增進學生自我尋求協助之態度和行為，以及減少 NSSI之行動；在課程

進行前研究者先進行前測，而在課程結束後的 4至 6 週(平均 5週)進行後測。 

    由於此研究的初級預防課程僅進行 50分鐘，並且屬於知識性之介紹，因此研究結果便可想而

知；Muehlenkamp等人(2010)這篇研究結果指出，前後測的資料顯示，預防課程並「沒有」對於減

少 NSSI 行為之頻率和意圖產生實質的效果，且後續於學生自陳的問卷中，學生也「沒有」增加正式

尋求協助的舉動，僅對於學生正確的知識與促進自我尋求協助的態度和意圖有增進的效益。由於整

體課程時間長度過短，若以 Evidence-based地完整設計課程，且有完整時間進行初級預防輔導活動

課程之實施，仍可能有預防 NSSI 行為產生之效果；因此本研究將 Evidence-based 地完整設計課

程，且實施完整時間之初級預防輔導活動課程，以增進預防 NSSI行為產生之效果。 

 

  (2) 國內研究方面 

本研究團隊以「自傷」為標題關鍵字，搜尋有關 NSSI初級預防之具審查制度期刊論文，並無搜

尋至任何之研究(在 104筆具審查制度期刊論文中)；但是，搜尋國內之相關研究計畫與成果報告

時，發現有兩件科技部計畫，有進行 NSSI初級預防之研究(董旭英，2013；柯慧貞，2014)，針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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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研究成果與計畫之評論如下。 

    董旭英(2013)在研提科技部計畫時，原本研提三年期之計畫，可惜的是最後僅通過第一年研

究，且後續並未執行第二年與第三年之研究內容。董旭英(2013)第一年研究之主要目的為建構出一

個較具完整性及較為適合解釋台南市國中生自我傷害行為發生的模型；第二年則依據第一年研究成

果，發展不同對象為中心的國中生自我傷害行為預防介入方案，並以準實驗設計進行效果性評估；

第三年則在第二年方案結束後，進行一年期電訪及面談，除分析方案之延續性效果外，亦將針對改

變顯著與不顯著之參與者，進行深入之質性訪談與分析，藉此瞭解方案之有效性與限制性；三年的

研究目的，主要是建構一個完整且適用於臺灣青少年文化的自我傷害行為校園預防模式。 

    對於董旭英(2013)研究之評論，主要是僅進行第一年研究、後續並未執行第二年與第三年之研

究內容，實為可惜；本研究將接續董旭英(2013)未完成之研究內容，進一步地追蹤研究之方式，來

了解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心理與社會成因，並根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結果，設計自傷行

為預防教育課程，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之教育。 

    在柯慧貞(2014)之研究部分，主要目的是由心理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及數位媒體創意設計跨領

域學者合作，為青少年編製一套面對親密或同儕關係衝突的認知行為取向衝突管理與情緒焦點取向

情緒管理技巧訓練(講述教學、互動式故事敘說、互動式情境遊戲 E化學習平台教材)，以提升親密

或同儕關係衝突下的衝突管理與情緒管理能力，以及減少自傷或霸凌行為達到預防效果。 

    對於柯慧貞(2014)研究之評論，主要是其尚未針對臺灣本土國中生進行成因之探討，而直接聚焦

於認知行為與情緒焦點取向，並且以這兩個取向中的衝突管理和情緒管理技巧直接進行教材與教學方

法之設計，其證據力較不足；另一方面，由於該研究之成果報告尚未出爐，無法針對成效進行評論。

本研究將補足該研究證據力較不足之面向，以 Evidence-based 之方式，設計自傷行為初級預防輔導

活動之教材與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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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有關自傷行為心理與社會成因及防治之相關文獻回顧和評述，本研究目的如下，盼能

對國中生自傷行為之預防，有突破性的進展與增進實務之運用性： 

 

(一) 了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盛行率。 

(二) 了解國中生自傷行為之心理與社會成因。 

(三) 根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結果，設計出自傷行為預防教育課程，並進行 

     成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之教育。 

 

    為達成上述之三大研究目的，本研究原本規劃『三年』之研究進度為： 

◎ 第一年研究部分，主要是抽取出 1,200 名國中生為研究參與者，以進行自傷行為盛行率與相關 

   心理社會因子之調查。 

◎ 第二年研究部分，主要是追蹤、重覆調查第一年所抽取出的 1,200 名國中生，以了解國中生自傷 

   行為之心理成因與社會成因。 

◎ 第三年研究部分，主要是根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研究結果，設計出國中生自傷行為預防教育 

   之課程與教材內容，並進行成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進行自傷行為之預防教育。 

 

    然而，經審查過後，本研究『僅獲第一年研究之補助』；第二年研究與第三年研究皆未獲

補助，因此第二年研究與第三年研究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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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參與者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於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間，以分層(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叢集(以班

為單位)取樣方式，針對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等地區之三所國中進行問卷施測，預計施測人數為 1,244

人，當天到校在班之受測人數為 1,063 人，最後有效問卷數為 1,060 人 (平均年齡為 14.66 歲、標準差

為 0.86 歲)；因此問卷回收率為 85.45%、問卷反應率為 99.72%，以及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85.21%。 

    在研究流程部分，本研究於研究進行前，已先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之研究倫理審

查通過(案件編號為 201812HS024)；此外本研究也已取得三所國中之校長/輔導主任、輔導教師及受

測班級導師同意，並且取得研究參與者之同意，之後再請研究參與者將家長同意書拿回家，請家長同

意之後，再開始進行問卷施測。 

    在問卷施測進行前，本研究團隊至受測學校之輔導室，針對輔導教師進行施測訓練，並給予施測

說明書，且說明施測細部流程與後續發放個別回饋報告書之流程，待輔導教師了解後，請輔導教師於

輔導課時以班級團體方式進行問卷施測。在施測流程部分，輔導教師先說明施測目的、施測流程、研

究倫理及保密性，而後告知研究參與者，在完成此份問卷填寫後，本研究團隊將於學期結束前給予其

個別回饋報告書，以提高研究參與者之誠實填答動機。另一方面，為了符合研究倫理學之不傷害原

則，儘管可能會影響部分研究結果，但本研究團隊已針對需要高關懷之同學(如目前有嚴重的自傷行

為或憂鬱情緒之同學)名單，提供給輔導教師，以利進行二級或三級預防之關懷。 

 

第二節、研究工具 

(一) 個人基本資料表 

    由研究參與者填答有關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班級、性別、年齡、學業成績表現、學業成績滿意

度、參與課外活動情況、父母婚姻狀況、居住情形、是否獨居…等。 

(二) 自傷行為量表(You 等人，2012) 

    本研究以自傷行為量表(Nonsuicidal Self-Injury Scale)評估在過去一年內，下列 12種自傷行

為之發生總次數，包含：割傷自己、燒傷自己、以尖銳物體在皮膚上刻字或畫圖以致流血、嚴重抓傷

自己、將尖銳物品插入皮膚或指甲、使勁拽頭髮、咬傷、猛烈摩擦皮膚以致流血、用酸性異體腐蝕皮

膚、用漂白劑或清潔劑擦洗皮膚、猛烈撞擊頭部或其他身體部位以致瘀青、拳打自己以致瘀傷等 12

題(You 等人，2012)。此量表為 Likert六點量表，0代表沒有、1代表 1次、2 代表 2次、3代表 3

次、4 代表 4次、5代表 5次以上，而自傷行為程度為這 12題的分數加總。 

(三) 心理成因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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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大性格因素量表簡版_神經質與嚴謹性分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五大性格因素量表簡版，原始量表由 Costa & McCrae(1992)所發展的「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總共有 60題，這是「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共 240 題的簡式。NEO-FFI主要目的在測量基本性格特質，這 60 題都是採用 Likert式

五點評量法作答，共分為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嚴謹性及親和性五大向度，而本研究所使用的

中文版本為將原量表折半後，並參考陳美琴(1999)翻譯版本修改而成，包含 31 題。 

    原始英文版量表的信度方面，根據 John與 Srivastava(1999)的研究指出，NEO-FFI的內部一致

性達 0.79，顯示具有良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由 McCrae 與 Costa(1987)以多元特質─多重方法

的研究設計證實，所有的五個因素均具有良好的輻合效度與區辨效度。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高振傑

(2003)檢驗過中文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簡良霖(2006)以 138位修習普通心理學的大學生為對

象，發現本研究所使用的折半版本具有良好的再測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依據本研究之目的，主要

使用的是「神經質」與「嚴謹性」性格這兩個向度的題目與內容，總共 12題。 

 

2.簡式衝動性量表 

簡式衝動性量表為李進賢、柯慧貞、翁儷禎、廖聆岑、陸汝斌(2002)依據 Barratt所提出的衝

動性建構三向度，包括動作衝動、認知衝動及不善計畫，以編製出此簡式衝動量表；此量表採用自

陳方式，採用 Likert 式四點評量法作答，由研究參與者圈選自己出現該行為的頻率。 

衝動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抽取出「動作衝動性」與「不善計畫性」兩因素，形成兩個分量

表：「動作衝動性」分量表 11 題與「不善計畫性」分量表 10題，整體量表在大學生與監獄受刑人

合併社區樣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是 0.76與 0.87；大學生樣本中，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

別為 0.62與 0.81。一個月的全量表的再測信度則是 0.87(李進賢等人，2002)。 

本研究採用簡式衝動性量表，共包括動作衝動性 10 題與不善計畫性 5 題、共 15題。Fu, Ko, 

Wu, Cherng, & Cheng(2007)曾以臺灣南區大學生進行簡式衝動性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檢測，發現在信

度資料方面，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78；而在效度部分，則是以酒精使用行為之 Acquired 

Preparedness Model 等理論描述為基礎，並利用實徵資料分析結果且對照相關文獻，發現簡式衝動

性量表有良好的建構效度。 

 

3.述情障礙量表 

本研究採用由 Parker、Talor 與 Bagby（2003）所編製之多倫多述情障礙量表（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來測量國中生之述情障礙程度；該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第

一個分量表為「難以描述感受」（Difficulty Describing feeling）；第二個分量表為「難以辨識感

受」(Difficulty Identifying Feeling)；第三個分量表為「外向式思考」(Externally Oriented 

Thinking)。每一分量表皆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1為「很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各分量表的

得分越高表示該向度的表現越困難。 

Parker、Talor 與 Bagby（2003）以 1,933社區成人為研究對象進行的研究發現，該量表具有良

好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且三個分量表同樣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並且，該研究以結構方程模

式的方式檢證該量表的因素效度，也顯示量表之三個因素整體模式適配度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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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憂鬱、焦慮、壓力量表_憂鬱分量表 

    本研究使用 Taouk, Lovibond, & Laube(2001)轉譯並進行信效度分析之中文版憂鬱、焦慮、壓

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之憂鬱分量表來評估國中生憂鬱情緒程度；憂鬱

分量表包含 7題，為李克特氏四點量表，0為「一點也不像我」、3為「非常像我/大部分時間自己都

是如此」，得分越高表示憂鬱情緒越高。Taouk等人(2001)以華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指出，該量

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令人滿足的因素結構；You & Leung (2012b)的研究同樣指出該量表

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5.情緒反應量表 

    情緒反應量表(Emotion Reactivity Scale(EFS))共有 21題，主要是來測量個體的情緒敏感

性、強度及持續性，主要是由 Nock, Wedig, Holmberg, & Hooley(2008)所發展出來，且該研究指

出此量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聚合效度及分歧效度(divergent validity)；此量表為李克

特氏五點量表，1 為「一點也不像我」、5為「非常像我」；You & Leung (2012b)已將此量表轉譯成

中文版，並以 5,423 香港的國高中生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之因素結構和 Nock等人(2008)一

致，且該量表亦具有良好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6.苦惱耐受性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的中文版苦惱耐受性量表(Distress Tolerance Scale(DTS))主要是由 You & 

Leung (2012b)轉譯 Simons & Gaher(2005)所發展之 DTS量表而來；根據 You & Leung (2012b)以

5,423 香港的國高中生進行的研究指出，該量表共 15 題、包含四個分量表，分別是耐受性

(Tolerance、3題)、評價(Appraisal、6題)、吸收(Absorption、3題)及調控(Regulation、3

題)；此量表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無法耐受

苦惱；You & Leung (2012b)的研究指出，該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六個月的再測信

度，並且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證實，四個因素的因素結構良好，同時該量表也具有良好的聚合效度與

區辨效度。 

 

7.自我批評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自我批評量表主要是源自憂鬱經驗問卷之自我批評分量表(Self-Criticism 

Subscale of 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DEQ)；Blatt, D'Afflitti, & 

Quinlan，1976)、共有 9題，主要是測量個體的自我評價思考型態；此量表為李克特氏七點量表，1

為「一點也不像我」、7為「非常像我」；Zuroff, Quinlan, & Blatt(1990)的研究指出，該量表具

足夠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並且與 DEQ其他兩個分量表具有令人滿意的相關；You 等人(2015)的研究

亦指出，該量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8.Rosenberg 自尊量表 

    該量表包含 10題之四點量表題目，來測量個體的自尊，且該量表有良好的信度與效度

(Rosenberg，1986)；Ko等人(2009)以南臺灣國高中生所進行的信效度分析，也發現有良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86)與兩週再測信度(.70)。當該量表分數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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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為 Lu & Shih(1997)所發展而來、共有 48題，而後 Lu 等人(2001)修訂出 20

題之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簡短版，最後 Lu(2006)再修訂出 10題之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本研究

採用即是此一版本。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主要是測量個體知覺到的幸福/快樂(happiness)的程

度，包含了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缺乏負向情感(lack of negative affect)，以及生活滿

足(life satisfaction)等三個層面；透過這 10題，每一題都有四個句子描述的程度，研究參與者

勾選符合自己的情形，並將這些句子轉換成 0至 3分，分數越高表示主觀幸福感越高；Lu(2006)的

研究指出，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87)。 

 

(四) 社會成因之工具 

1.家庭功能表簡版 

家庭功能量表由王淑惠(2001)透過國內外文獻與相關量表的回顧與整理，再輔以本土化的質性

訪談，找出代表家庭功能的重要向度並進行整理與分析編製而成。該量表共 44 題，包含八個分量

表，分別為凝聚力、衝突性、情感涉入、情感表達、溝通、問題解決、獨立性及家庭責任，並採

Likert 式五點量尺方式計分（幾乎沒有、偶而有、一半有一半沒有、很常有、幾乎都有）(林耀

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該量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王淑惠(2001)的研究指出，八個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73到.90；邱郁雯(2003)以 306個家庭為樣本，內不一致性係數介

於.59 到.85之間。 

Ko等人(2004)針對王淑惠(2001)之研究，選取高因素負荷量之題目，發展出「簡式家庭功能量

表」，使用的是折半版本、題數為 22題。而本研究欲測量整體家庭功能，且因考量施測總題數之長

度，故使用折半版本，題數共為 22題；此外，為求八個分量表概念一致，本研究將「衝突性」與

「情感涉入」進行反向計分。 

 

2.關係問題量表 

    關係問題量表共有 7題，主要是由 Leung & Leung(2009)轉譯並萃取 Zanarini, Gunderson, 

Frankenburg, & Chauncey(1989)所發展之 DIB-R量表，且進行相關信效度分析；You等人(2012)的

研究指出，關係問題量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並且，Leung & Leung(2009)以香港 4,110中

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結果指出，關係問題量表具有良好的同時效度，且是適合於中學生使用之量表。

關係問題量表為李克特氏四點量表，1為「非常不同意」、4為「非常同意」。 

 

3.社會支持量表 

    社會支持量表共有 26題，主要是由 Yeh, Ko, Wu, & Cheng(2008)針對臺灣青少年所發展出來

的，社會支持對象分為網路上的朋友、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同學，以及父母親；社會支持量表為李克

特氏四點量表，1 為「很不符合」、4為「很符合」，分數越高表示各項社會支持分數越高；此外，社

會支持對象為網路上的朋友，稱為網路社會支持分量表，社會支持對象為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同學與

父母親，稱為現實世界社會支持量表。過去研究指出，兩份量表皆有良好的信效度(Yeh等人，

2008；Lin, Ko, & Wu，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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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視窗版 18.0 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統計分析，且本研究α之統計顯著水準訂定為

p < .05。本研究首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來瞭解研究樣本的基本人口學特徵和自傷行為盛行率；而後本

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來比較有自傷行為與無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在各項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

等量表得分上之差異；最後本研究利用羅吉思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來檢驗相關的心理

與社會因素，是否可顯著預測自傷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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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盛行率為 40.9%（95 % 信賴區間為 37.9 % - 43.9 %），此結果

高於過往研究之發現。You, Leung, Fu, & Lai(2011)以 6,374 位香港的國高中學生為對象，發現 NSSI 一

年盛行率為 15%；Whitlock 等人(2011)以網路問卷方式，針對 8 所大學、14,372 名大學生進行調查，

發現 NSSI 終生盛行率為 15.3%；Muehlenkamp 等人(2012)的回顧性研究顯示，青少年 NSSI 六個月盛

行率為 13.9%-16.3%；Swannell 等人(2014)亦以 NSSI 為主題進行回顧性研究，發現青少年階段 NSSI

之盛行率為 17.2%；Allroggen 等人(2014)以 714 位醫學院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 NSSI 終生盛行率

為 14.3%；Monto, McRee, & Deryck(2018)則使用 2015 年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與預防青少年危險行為管

控系統的資料，分析美國 11 個州的男國高中生 32,150 名與女國高中生 32,521 名的 NSSI 盛行率，發

現過去一年男國高中生 NSSI 盛行率界於 6.4% (Delaware)至 14.8% (Nevada)、女國高中生 NSSI 盛行率

界於 17.7% (Delaware)至 30.8% (Idaho)；Lang & Yao(2019)後設分析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中國

420 篇中英文論文研究(總樣本數為 160.348 人)，發現中國中學生 NSSI 一年盛行率與終身盛行率分別

為 22.37% (95% CI: 18.84%-25.70%)與 14.5% (95%CI: 0.06%-22.7%)。 

    另一方面，計畫主持人於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執行「臺灣高中職學生網路成癮

心理社會成因與預防教育及其成效評估研究」之科技部計畫，當時將 NSSI 納入眾多危險因子來考

量，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之上： 

Lin MP
＊
(First Author & Corresponding Author), You J, Ren Y, Wu JYW, Hu WH, Yen CF, Zhang X 

(2017).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t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ong adolescents in 

Taiwan. Psychiatry Research, 255, 119-127. (SSCI 期刊) (2017 Impact Factor：2.223  Psychiatry：

61 / 142 (42.96%)) 

上述研究是於 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間，針對兩所高中與兩所高職、共 2,170 位高中職學生(平均年齡

為 16.83 歲、標準差為 0.38 歲)，以橫斷性研究之方式，來瞭解臺灣高中職學生自傷行為之盛行率，

研究結果發現，臺灣高中職學生自傷行為之一年盛行率為 20.1%。因此，相同的研究工具(自傷行為

量表(You 等人，2012))，相距約 7 年的時間，但 NSSI 盛行率卻翻倍（40.9% vs. 20.1%），特別是前者

研究對象是針對高中職學生、而本研究則針對年紀較小的國中生，是故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有

攀升之現象，非常值得吾人投注更多的關注，以及發展更多的預防教育和相關預防措施，因自傷行為

是自殺行為非常重要的預測因子（Cheung 等人，2013；Guan 等人，2012；Hamza 等人，2012；

Klonsky 等人，2013； Nock 等人，2006；Tang 等人，2011）。 

    此外，關於本研究之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高達 40.9%的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本研究於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間，以分層(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叢集(以班為單位)取樣方

式，針對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等地區三所國中進行問卷施測；然而，臺灣第一例 COVID-19 確診

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28 日，二月份全面爆發，且全臺灣國中為此延後兩個禮拜開學、至 2 月 25 日才

開學，所以收案期間正是臺灣新冠肺炎爆發盛行之初，且緊接著延後兩個禮拜開學、於開學第一個月

期間就收案，因此這時期的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有可能因為疫情期間相關的心理社會及環境等因素

影響而攀升，建議未來研究能夠持續關注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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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自傷行為方式使用人數與百分比 

自傷行為方式 人數 百分比(%) 

割傷自己 

嚴重抓傷自己以致出血或留疤痕 

使勁拽頭髮 

咬傷自己 

猛烈碰撞頭部或其他身體部位以致瘀傷 

用尖銳物體在皮膚上刻字或圖案以致流血 

拳打自己以致瘀傷 

229 

190 

173 

148 

131 

124 

105 

21.6 

18.0 

16.4 

14.0 

12.4 

11.7 

9.9 

將尖銳的物體，如針、鋼釘、訂書釘等插入皮膚或指甲   86   8.1 

猛烈摩擦皮膚以致流血   76   7.2 

燒傷自己 43 4.1 

用酸性液體腐蝕皮膚 13 1.2 

用漂白劑或清潔劑擦洗皮膚 11 1.0 

 

    另外在自傷行為方式部分，如表 1 所示，以「割傷自己」（21.6 %）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嚴

重抓傷自己以致出血或留疤痕」（18.0 %）與「使勁拽頭髮」（16.4 %），而在「用酸性液體腐蝕皮膚」

（1.2%）與「用漂白劑或清潔劑擦洗皮膚」（1.0%）上則所占比例最低；所以國中生若從事自傷行為

時，多數使用割傷自己、抓傷自己以致出血或留疤痕，或是使勁拽頭髮等方式，較少使用以酸性液體

腐蝕皮膚或用漂白劑、清潔劑擦洗皮膚等方式來傷害自己。 

 

 

第二節、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 

    如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第二節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可能之心理與社會成因所示，本研究所欲瞭解之

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包括：性格因素（含神經質、嚴謹性、衝動性及述情障礙）、情緒因素

（含憂鬱情緒、情緒反應性、苦惱耐受性）、自我批評、自尊及主觀幸福感等因素。 

    研究結果如表 2 所示，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1.神經質總分顯著較

高；2 嚴謹性總分顯著較低；3.衝動性總分顯著較高；4.述情障礙總分顯著較高；5.憂鬱情緒總分顯著

較高；6.情緒反應性總分顯著較高；7.顯著較無法耐受苦惱；8.顯著較高的自我批評；9.自尊總分顯著

較低；10.顯著較低的主觀幸福感；而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往諸多研究的結果一致（Allroggen 等人，

2014；Andrews 等人，2014；Anestis 等人，2014；Anestis 等人，2013b；Anestis 等人，2013a；

Borrilla 等人，2009；Bresin 等人，2013；Cawood & Huprich，2011；Claes 等人，2010；Cohen 等

人，2014；Fischer 等人，2013；Garisch & Wilson，2010；Glassma 等人，2007；Glenn 等人，2011；

Glenn 等人，2014；Jenkins & Schmitz，2012；Lambert & Man，2007；Martin 等人，2013；

Muehlenkamp 等人，2011；Mullins-Sweatt 等人，2013；Najmi 等人，2007；Nock & Mendes，2008；

Paivio & McCulloch，2004；Peterson 等人，2014；Peterson & Fischer，2012；Rodav 等人，2014；

Solomon & Farrand，1996；Stewart 等人，2014；Suyemoto & MacDonald，1995；Tresno 等人，

2013；Vansteenkiste 等人，2013；You & Leung，2012a；You 等人，2011；You 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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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無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在心理因素方面之比較 

變項 有自傷行為組 無自傷行為組 t 值 效果量 

 神經質 18.81 ( 5.35) 14.51 ( 4.72) 13.45*** 0.85 

 嚴謹性 18.31 ( 4.43) 19.60 ( 4.47) -4.64
***

 0.29 

 衝動性 31.68 ( 7.19) 28.18 ( 6.61) 8.00
***

 0.51 

 述情障礙 58.70 (10.61) 51.24 (10.13) 11.51
***

 0.72 

 憂鬱情緒  6.26 ( 4.63)  3.29 ( 3.36) 11.41
***

 0.73 

 情緒反應性 52.83 (18.44) 40.36 (15.57) 11.50
***

 0.73 

 無法苦惱耐受性 44.05 (10.94) 37.10 (10.03) 10.46
***

 0.66 

 自我批評 38.07 (11.30) 29.75 (10.74) 12.10
***

 0.76 

 自尊 33.04 (10.25) 40.55 ( 9.21) -12.19
***

 0.77 

 主觀幸福感 22.11 ( 6.16) 25.93 ( 5.90) -10.14
***

 0.63 

       ***p<0.001. 

 

第三節、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社會因素 

    如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第二節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可能之心理與社會成因所示，本研究所欲瞭解之

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包括：家庭功能（含凝聚力、衝突性、情感涉入、情感表達、溝通、問題

解決、獨立性及家庭責任等八個向度）、關係問題、學業成績不滿意度、現實社會支持（含父母支持

與現實朋友支持），以及網路社會支持等因素。 

    在家庭功能部分，如表 3 所示，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其家庭之凝聚

力、情感表達、溝通性、問題解決、獨立性及家庭功能總分等分數皆顯著較低，家庭之衝突性和情感

涉入皆顯著較高，但家庭責任兩組則無顯著差異；儘管家庭責任兩組未達顯著差異，但也已達邊界顯

著（borderline significance；p=.054）、家庭責任較低。上述發現與過往諸多研究的結果相符（Adrian

等人，2011；Tan 等人，2014；You & Leung，2012a）。 

    在社會支持部分，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其現實社會支持總分顯著較

低，但網路社會支持卻顯著較高；而在現實社會支持的兩個分量表中，僅父母支持分數顯著較低，但

現實朋友支持兩組則無顯著差異。與過往研究發現一致，現實社會支持與父母支持對 NSSI 行為具有

保護性（Andrews 等人，2014；Christoffersen 等人，2014；Claes 等人，2014；Muehlenkamp 等人，

2013；Turner 等人，2014；Wichstrøm，2009）；此外本研究發現有自傷行為國中生有顯著較高的網路

社會支持，此結果也與過往發現一致（Lin 等人，2017）。然而與過往研究發現不一致的是，現實朋友

支持對國中生 NSSI 行為不具有保護性，推估對現今國中生而言，網路世界與現實世界已密不可分，

且為了符合真實現場實況，因此網路社會支持量表的指導語為：『叁、請想想您和您「網友」間之關

係；以下每一題都是在描述您和網友間的關係，1－4 個選項，分別表示您的同意程度。請勾選一個

最適合您的數值。（網友是指所有在網路上有互動的對象；無論在現實生活中你認識或不認識，皆稱

之）』，故現實朋友支持中可能涵蓋網路社會支持，致使現實朋友支持對國中生 NSSI 行為不具有保護

性；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將現實朋友支持區分為僅在網路上有互動的對象，以及現實生活中認識的對

象，以真正釐清不同支持對象和 NSSI 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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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無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在社會因素方面之比較 

變項 有自傷行為組 無自傷行為組 t 值 效果量 

 家庭功能總分┼ 72.98 (15.34) 79.67 (15.40)  -6.94
***

 0.44 

   凝聚力 14.82 ( 3.50) 16.08 ( 3.43)  -5.82
***

 0.36 

   衝突性  7.95 ( 2.62)  6.88 ( 2.57)   6.54
***

 0.41 

   情感涉入  5.43 ( 1.81)  4.63 ( 1.79)   7.06
***

 0.44 

   情感表達  7.60 ( 3.26)  8.91 ( 3.32)  -6.35
***

 0.40 

   溝通  9.48 ( 2.67) 10.62 ( 2.58)  -6.96
***

 0.44 

   問題解決  7.03 ( 1.92)  7.56 ( 1.84)  -4.55
***

 0.28 

   獨立性 10.04 ( 2.67) 10.39 ( 2.57) -2.15
*
 0.13 

   家庭責任  7.39 ( 1.89)  7.61 ( 1.82) -1.93 0.12 

 關係問題 17.02 ( 4.47) 13.78 ( 4.20)  11.92
***

 0.75 

 學業成績不滿意度  3.39 ( 1.23)  3.12 ( 1.15)   3.57
***

 0.23 

 現實社會支持總分 47.43 ( 8.11) 49.25 (8.68)  -3.43
**
 0.22 

   父母支持 23.26 ( 5.27) 25.08 ( 5.37)   -5.42
***

 0.34 

   現實朋友支持 24.16 ( 4.96) 24.17 ( 4.77)  -0.32  0.002 

 網路社會支持 20.76 (8.36) 18.92 (7.93)    3.61
***

 0.23 
       *p<0.05; **p<0.01; ***p<0.001.      

┼家庭功能總分已將衝突性和情感涉入分量表反向計分 

 

    另一方面，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其關係問題量表得分顯著較高，且

學業成績不滿意度也顯著較高；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發現相呼應（Adrian 等人，2011；Claes 等人，

2010；Claes 等人，2014；Saraff & Pepper，2014；Tan 等人，2014；You 等人，2012）。 

 

 

第四節、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社會模式 

    為了檢驗上述心理與社會因素是否能顯著預測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發生，本研究採用羅吉思迴歸分

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之向前選取法（Forward selection）來進行分析，以有無自傷行為為

依變項，分別以神經質、嚴謹性、衝動性、述情障礙、憂鬱情緒、情緒反應性、無法苦惱耐受性、自

我批評、自尊、主觀幸福感、家庭功能總分、關係問題、學業成績不滿意度、現實社會支持，以及網

路社會支持等為預測變項，分別放入模式。 

    羅吉思迴歸分析顯示（如表 4 所示），神經質、情緒反應性、自尊，以及關係問題等心理社會因

素，可以顯著預測國中生有無自傷行為；其中，尤以自尊因素為最重要之因素，接續相對重要因素分

別為關係問題、神經質及情緒反應性等因素。由此可以知曉，自尊因素、關係問題因素、性格因素

（神經質），以及情緒反應性因素為國中生是否發生自傷行為之最重要預測因素；上述結果與過往研

究的發現相符（Adrian 等人，2011；Allroggen 等人，2014；Andrews 等人，2014；Cawood & 

Huprich，2011；Claes 等人，2010；Claes 等人，2014；Glenn 等人，2011；Jenkins & Schmitz，

2012，Muehlenkamp 等人，2011；Mullins-Sweatt 等人，2013；Najmi 等人，2007；Saraff & Pepper，

2014；You 等人，2012；You 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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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有無自傷行為為依變項之羅吉思迴歸分析 (N=1,006) 

變項 Wald χ2 OR 95% CI 

自尊  18.473*** 0.962 0.945-0.979 

關係問題  12.907*** 1.077 1.034-1.121 

神經質 10.929** 1.072 1.029-1.118 

情緒反應性  3.940* 1.012 1.000-1.023 

                *p<0.05; **p<0.01; ***p<0.001. 

 

    然而，其他心理社會因素皆無法顯著預測有無自傷行為，包括嚴謹性、衝動性、述情障礙、憂鬱

情緒、無法苦惱耐受性、自我批評、主觀幸福感、家庭功能總分、學業成績不滿意度、現實社會支

持，以及網路社會支持等；不過，嚴謹性（Walds 值達 20.742，p<0.001）、衝動性（Walds 值達

57.851，p<0.001）、述情障礙（Walds 值達 106.065，p<0.001）、憂鬱情緒（Walds 值達 109.208，

p<0.001）、無法苦惱耐受性（Walds 值達 92.808，p<0.001）、自我批評（Walds 值達 115.606，

p<0.001）、主觀幸福感（Walds 值達 86.722，p<0.001）、家庭功能總分（Walds 值達 44.246，

p<0.001）、學業成績不滿意度（Walds 值達 12.794，p<0.001）、現實社會支持（Walds 值達 11.477，

p<0.01）及網路社會支持（Walds 值達 12.753，p<0.001）等因素，原本皆可獨立預測有無自傷行為，

但與其他變項所產生之中介或調節效果（Mediated or Moderate effect），或相互共變性，則有待接續研

究加以探討。 

    另外，由於本研究報告僅收集和分析第一年之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與社會因素（第二年研究未

獲補助，因此第二年研究無法執行），屬於橫斷性之研究結果，因此上述因素和模式，有待第二年追

蹤性資料之加入；建議未來研究能進行追蹤性研究（follow-up study），以重複驗證上述心理社會模式

之穩定性，並探討第一年哪些心理與社會因素，可顯著預測第二年自傷行為的發生，且可進行相關歷

程分析。 

 

 

第五節、研究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調查發現，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盛行率為 40.9%（95 % 信賴區間為 37.9 % - 43.9 %），此結

果高於過往國內外研究之發現，因此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有攀升之現象，建議未來能夠投注

更多的關注，以及發展更多的預防教育和相關預防措施。此外，本研究於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間進行調查，時值臺灣新冠肺炎爆發盛行之初、易受疫情期間相關的心理社會及環境

等因素影響，建議未來研究能夠持續關注臺灣國中生自傷行為盛行率的變化情形。 

2.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因素方面，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1.神經質總

分顯著較高；2 嚴謹性總分顯著較低；3.衝動性總分顯著較高；4.述情障礙總分顯著較高；5.憂鬱情

緒總分顯著較高；6.情緒反應性總分顯著較高；7.顯著較無法耐受苦惱；8.顯著較高的自我批評；9.

自尊總分顯著較低；10.顯著較低的主觀幸福感。 

3.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社會因素方面，於家庭功能部分，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

中生，其家庭之凝聚力、情感表達、溝通性、問題解決、獨立性及家庭功能總分等分數皆顯著較



22 

低，家庭之衝突性和情感涉入皆顯著較高，但家庭責任兩組則無顯著差異。在社會支持部分，有自

傷行為的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的國中生，其現實社會支持總分顯著較低，但網路社會支持卻顯

著較高；而在現實社會支持的兩個分量表中，僅父母支持分數顯著較低，但現實朋友支持兩組則無

顯著差異。另外，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比起沒有自傷行為之國中生，其關係問題量表得分顯著較

高，且學業成績不滿意度也顯著較高。 

4. 在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社會模式方面，為了瞭解相關心理社會變項是否能預測國中生自傷行為，

本研究採用羅吉思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之向前選取法（Forward selection）來進

行分析，結果顯示，自尊、關係問題、神經質及情緒反應性等心理社會因素，可以顯著預測國中生

有無自傷行為；因此，自尊因素、關係問題因素、性格因素（神經質），以及情緒反應性因素為國

中生是否發生自傷行為之重要預測因素。 

5. 本研究僅能收集和分析第一年之國中生自傷行為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屬於橫斷性之研究結果，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能進行追蹤性研究（follow-up study），以探究出第一年哪些心理與社會因素，可顯著

預測第二年自傷行為的發生；而後，建議未來研究能夠依據心理與社會成因之實證結果，設計出國

中生自傷行為預防教育之課程與教材內容，並進行成效評估，以利推廣於全國國中進行自傷行為之

預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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