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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在這個人心叵測的社會上，除了日漸下降的犯罪年齡外，犯罪率也持續

飆升﹙詳見圖一﹚〈註一〉。究竟在犯罪者的心理天秤上，是什麼樣的犯罪動

機，超越了道德觀念及被懲罰的恐懼呢？在翻閱了各種有關犯罪心理，及偵

探小說的書籍之後，讓本組想要瞭解犯罪者的犯罪心理。          

 

    因緣際會之下，本組研讀到乙一的恐怖懸疑小說。乙一的寫作風格又分

為「白乙一」及「黑乙一」。白乙一專寫懸疑但奇妙的故事，而黑乙一則主

要描寫具犯罪氣息的人性黑暗面為主。本組以黑乙一做為本次研究題材。 

 

  黑乙一經常以犯罪者的敘事角度為第一人稱下筆，營造出讀者為主角或

第三旁觀者的立場，每每讀他的作品，有時感覺自己就是犯罪者，但有時又

覺得被兇手玩弄了一番。讀者從閱讀中感受到：在快要瞭解犯罪者的心理

時，卻又突然模糊不清。這種感覺不斷困擾著我們，於是本組將藉由黑乙一

敘寫的角度開始進行研究，希望藉以瞭解犯罪者的犯罪心理。 

 

 

 

 

 

 

 

 

 

 

 

 

 

 

 

 

圖一：台灣地區犯罪人口率折線圖 

﹙來源：數據來自行政院主計處；繪圖：本組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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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一﹚ 瞭解何謂犯罪心理：瞭解犯罪者的心理結構的成因、發展變化以及其人

格特點。 

 

﹙二﹚ 探討影響犯罪者的社會負面因素：分析社會生活中有哪些負面因素如何

影響犯罪者。 

 

﹙三﹚ 以「罪犯側寫法」推論犯罪者犯罪心理：以青少年吸食毒品為例，用「罪

犯側寫法」推論青少年吸毒的犯罪心理。 

 

﹙四﹚ 運用黑乙一的著作來研究犯罪者的犯罪心理：運用黑乙一的著作來分析

犯罪者的犯罪心理，並且找出犯罪者的犯罪原因。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研究法 

 

1. 研讀犯罪者心理學的相關書籍，認識並且定義專有名詞。 

2. 將過去犯罪心理學家所研究的結果，統整、並整理出有用的資料。利用

調查法及案例分析法。 

 

（二） 模擬法 

 

      1. 將犯罪側寫師所研究的犯罪者心理報告加以研讀，並且以青少年吸食 

毒品為例，模擬分析犯罪者的犯罪心理。 

      2. 以黑乙一著作中的犯罪者角色，來推論現實生活中犯罪者的犯罪心理。 

 

（三） 定性分析法 

           

          將會提出本組的觀點以驗證提出的假設問題。首先蒐集各種資料建立

對於犯罪心理學之基礎並提出問題及建立假設。例如，所有的犯罪者是否

皆有心理上的缺陷？是否所有人實際上都有潛在的犯罪心理？其次，將蒐

集好的資料加以整理、分類、簡化並系統化，從中找出並分析重要且具科

學性證據證明的論點。最後，做出結論、驗證假設，確立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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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流程 

 

  圖二：研究流程圖﹙來源：本組自製﹚ 

 

貳●正文 

 

一、 犯罪心理及專有名詞  

 

﹙一﹚狹義的犯罪心理學 

     

    研究對象是犯罪者的心理和行為，也就是犯罪者和其犯罪心理。簡單來

說，只有研究犯罪者的個性缺陷，以及相關心理學的問題。 

 

﹙二﹚廣義的犯罪心理學 

     

    研究對象除包括狹義的犯罪心理外，還有犯罪對策的心理學問題。簡單

來說，廣義的犯罪心理學不只研究犯罪者的心理和行為，還有研究與犯罪鬥

爭的對策心理學部分，為司法心理學的相關內容。〈註二〉 

 

二、 犯罪者的類型 

 

  根據德國精神病學家 K.施奈德〈Schneider, K〉自身的臨床經驗研究結果

顯示，有十種常見的精神病質，如下列所示：〈註三〉 

 

﹙一﹚ 意志薄弱型：對外界的誘惑缺乏抵抗力，易受外人引誘而去犯罪。例如，  

在黑乙一的著作《夏天‧煙火‧我的屍體》中，彌生因為殺了好友起了罪

惡感，又被自己愛慕的阿健慫恿，而聽從他的話將屍體藏匿起來。（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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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感缺乏型：缺乏羞恥、憐憫、同情、名譽感、良心等高尚情感，具有

冷酷、無恥的人格特徵。例如，在黑乙一的著作《GOTH 斷掌事件》中，

男主角便是一例子。他對看待人如對待物品，看待死亡及犯罪行為如理所

當然。〈註五〉 

 

﹙三﹚ 爆發型：稍受外界刺激，便會暴怒，用暴力手段攻擊他人。通常出現在

不被眾人認同但迫切希望被人認同且抗壓性極低的人身上。容易為衝動

犯。 

 

﹙四﹚ 激奮型：容易激動興奮，做事不謹慎、無耐心，且容易與他人發生糾紛。

與爆發型有些類似，抗壓性低。較偏向於心理上的過動症。 

 

﹙五﹚ 自我顯示型：具強烈的虛榮心，想不顧場合的處處表現自己。例如，在

犯罪前預告犯罪或者自行公布犯罪過程或成果。 

 

﹙六﹚ 偏執型：即反社會人格，頑固的堅持違背社會規範的錯誤觀點和信仰，

並付之於行動。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例如，認為國家官員都是錯的、國家

法律都是不合理的。 

 

﹙七﹚ 情緒易變型：喜怒無常，情緒多變，難以捉摸。通常為精神疾病上的患

者或情緒精神上具有缺陷。例如，在黑乙一的著作《在墜落的飛機中》，

劫機的男孩或許因為精神狀況不佳，情緒變化多端。前一秒還心平氣和，

下一秒就變得異常焦慮。（註六） 

 

﹙八﹚ 軟弱型：缺乏人格的尊嚴，受不了外界的壓力，常違心的屈服於他人，

做自己明知不應該的事情。這類型的人格心理狀態通常極為脆弱，常常長

期活在自己犯罪的陰影當中，但卻沒有勇氣改變。有時會在情緒壓力承受

不了時傷害他人或自己。例如，在黑乙一的著作《在墜落的飛機中》，劫

機的男孩因挫折容忍度低，經過多次大學考試落榜後加上周遭對他的損

落，便想劫機撞大學，讓乘客一起陪葬。（註七） 

 

﹙九﹚ 自卑型：極度自卑，否定自己的能力、知識和經驗，認為自己無法像正

常人那樣生活，只能依靠他人或採取非法手段來謀生。不同於軟弱型，價

值觀或認知上具有缺陷，通常與自幼的生長環境相關。例如，某些為了尋

找認同感而加入幫派的青少年。 

 

﹙十﹚ 憂鬱型：情緒經常低沉消極，遇到任何事情都看成是不利於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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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支配自己的行動。具有心理上的疾病，常為「憂鬱症」。例如，在

黑乙一的著作《在墜落的飛機中》，劫機的男孩想法總是非常負面，認為

全世界都在嘲笑他，甚至是動物或者電視裡的人。（註八） 

 

四、 罪犯側寫（offender profiling） 

 

  為一種行為調查的方法，亦可稱為「行為側寫」、「罪犯性格側寫」、「犯

罪學側寫」或「犯罪調查分析」。用來協助調查人員側繪未知犯罪對象或罪

犯，以得知或預料其行動。例如，沃特‧查爾斯‧蘭格（Walter Charles Langer）

博士透過希特勒之演講、自傳及與 400 多位希特勒認識的人的對話，做出關

於希特勒的罪犯側寫。〈註九〉 

 

         本組模擬「罪犯側寫法」的模式，並且舉青少年吸食毒品為例，藉以瞭

犯罪者的犯罪心理。由於青少年心智的成熟度不足，對於未知事物抱有一定

的好奇心，輕微的誘惑就能將他們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關於青少年吸食毒

品的犯罪心理主要分為下述幾類： 

 

（一） 逃避現實：課業、同儕、家庭之間比較與理念思想上的不合，缺乏家庭

關愛與照顧，心靈受過創傷走不出來，往往都是青少年自甘墮落的原因，

心理承受能力較不足的青少年不小心就會走向逃避一途，而毒品就是最好

的良方秘藥。 

 

（二） 環境影響：對於大部分青少年來說同儕永遠比自己的家庭來的重視，而

年少輕狂的熱血卻常常誤解了「仗義」的意思。例如，要是不慎交到了不

好的朋友，變壞簡直就是輕而易舉。心的定力不大的青少年，往往只要「朋

友」的一句話，什麼好的不好的都無關緊要了。 

 

（三） 好奇心與自制力：對於這個世界還不夠理解的青少年們，到目前為止的

所有觀念與道德思想幾乎都來自於長輩，對於「承擔後果」還不是很明白。

人心是很矛盾的，大家越說不能做，卻越想做。好奇心驅使的動力遠大於

害怕後果的自制力，造就了許多無法挽回的後悔。 

 

五、 犯罪資訊統整數據分析 

  本組根據楊士隆先生對台灣台北監獄的殺人犯為施測對象的實證調查

報告〈註十〉，並且在問卷中設計說謊量表（Lie Scale）排除可能回答不實者，

我們整理出以下圖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AF%E7%BD%AA%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AF%E7%BD%AA%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AF%E7%B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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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關於犯罪動機，爭

吵（60.2%）相較其他高

出許多。其次為錢財問

題（13.7%）以及仇恨問

題（11%），但皆不及爭

吵比率。 

   ﹝圖四﹞ 

  有酗酒者（54.2%）

所造成的犯罪比率相較

無酗酒者（43.7%）高了

大約 10.5%，但對於整體

的犯罪數字並無太大影

響。 

   ﹝圖五﹞ 

  無 吸 食 毒 品 者

（90.2%）相較有吸食毒

品者（9.2%）高出了約

81%，因此推斷大部分的

犯罪與吸食毒品並無太

大關聯性。 

    ﹝圖六﹞ 

  無預謀者（88.6%）

相較有預謀者（8.4%）

高出了約 80.2%，由此可

知理智型犯罪占較少

數，大部分可能為衝動

型犯罪。（參考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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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男性（95.3%）犯罪

比率比女性（3.1%）高

出許多。或許與男女心

理上的不同有關。更詳

細的分析可由難度較高

的分子生物學推論。 

﹝圖八﹞ 

  犯罪年齡 30~40 歲

者（39.6%）與 18~30 歲

者（38.6%）為數最多，

其 次 為 40~50 歲 者

（15.4%）。可見大部分

的犯罪者都屬於青壯年

齡層。構成犯罪的主因

或許與課業、同儕與社

會造成的壓力有關。 

﹝圖九﹞ 

  國 中 程 度 者

（49.1%）的犯罪比率最

高，其次為高中(職)程度

者（29.5%）及小學程度

者（15.4%）。可見受過

越高等或愈低等教育者

不容易犯罪。或許與學

到的知識以及判斷能力

的成熟度有關。 

﹝圖十﹞ 

  未罹患精神病者

（85.7%）相較曾罹患精

神病者（9.5%）高出了

76.2%。因此曾罹患精神

病之犯罪者的比率是偏

少的，大部分的犯罪都

屬於有意識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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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 

  其中精神犯罪者又

分如以下幾種（由高到

低排列）：躁鬱症者

（37.5%）、精神分裂者

（ 25% ）及妄想症者

（25%）、癲癇者（10%）

等等……。 

 

（來源：數據擷取自楊士隆台灣地區殺人犯罪之研究：多面向成因之實證調查。

本組自繪圖表） 

 

六、 黑乙一的犯罪世界 

   

    因為本組無法直接接觸現實生活中的犯罪者，所以只能根據以上資訊，

以及犯罪側寫的調查方法統整資料，並且利用黑乙一的故事加以舉例分析，

藉以更加瞭解犯罪心理。本組分析統整如下表： 

 

表一：黑乙一的犯罪世界故事犯罪者心裡分析表（來源︰本組自製） 

 

作
品 

《ZOO》 

故
事 

  男子每天都看著一定會按時寄來的愛人屍體的照片，望著一天天

腐爛的愛人卻又無能為力的他發誓一定要揪出兇手，因為他只有這樣

做才能逃避現實──他殺了他的愛人。（本故事為第一人稱）〈註十一〉 

分
析
一 

  根據﹝圖三﹞及﹝圖六﹞，犯罪者衝動犯為多。而通常非慣犯之

犯罪者會會在犯罪之後感到極度的恐慌，產生罪惡感並想逃避現實。

因此常會被自己所編的謊言蒙在鼓裡，間接認為那才是事實。而根據

﹝圖十﹞雖然知道未罹患精神疾病者較多，但不排除犯罪後發病的機

率。﹝圖十一﹞也顯示精神分裂者及妄想症者占多數。 

作
品 

《寒冷森林的小白屋》 《小飾與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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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主角因為從小被養寄養家

庭欺負，甚至還因此造成他因被

毀容而醜陋的臉，讓人不敢直

視。從小被所有人疏遠排擠。有

天被趕出家門住進森林裡後，他

開始殺人並將屍體當建材蓋成

房子……。（本故事為第一人稱）

〈註十二〉 

  明明同為雙胞胎姊妹卻被嚴重

差別待遇的楊子過的很苦。雖然不

管表面還是打從心底感覺都好像很

喜歡妹妹小飾，但卻也面不改色的

設計讓長期虐待自己的母親殺死妹

妹。儘管事後對死去的妹妹表示歉

意，卻也無從得知她是否真感到懊

悔。〈註十三〉 

分
析
二 

  犯罪者復仇的犯罪心理。因為不被人好好對待，因此產生了疏遠

人群，甚至犯罪的情況。就算表面上沒有表現出來或甚至是犯罪者本

人沒有察覺，犯罪者都在本能的進行復仇動作。 

 

  總結上述，犯罪通常為心理壓力以及心理上的不平衡所構成。雖然 K.

施奈德整理出十項常見的犯罪心理，但也還未能解釋全部。以上的故事內容

以及論點都是在排除意外犯〈例如，夢遊時失手殺了人〉、衝動犯〈例如，

一時腦充血失去理智時殺人〉及狗急跳牆的犯罪行為〈例如，母親為了保護

孩子痛下殺手〉，並且不論生物學上的染色體或其他官能缺陷等情況下成立

的。簡單來說，只單論其犯罪心理的「自製簡式犯罪側寫」試寫。 

 

参●結論 

 

一、 研究結果整理 

 

〈一〉   從得到的資料來看，衝動犯比率相較預謀犯來的高。但是我們主

要探討的目的是表層資料中難以下定論的非衝動犯，可以從 K.施奈

德的十項推論。 

 

〈二〉   根據﹝圖四﹞、﹝圖五﹞，衝動犯比率高的原因很可能與有無酗

酒有關。但是與是否吸毒較無關係。而根據﹝圖七﹞，男性的高犯罪

率也可能與酗酒率有關。 

 

〈三〉   由﹝圖八﹞及﹝圖九﹞得知，犯罪年齡層大約在青少年階段上

下。判斷：關於學歷極高或極低者，因為前者擁有大量知識告訴其犯

罪的後果而懂得自制，而後者則是沒有犯罪的知識，不懂如何犯罪或

甚至不知道犯罪為何。 

 

〈四〉   排除非預謀犯及心理變態者（生來如此），從預謀犯的觀點切入，

許多犯罪都是過去遭受了某些劇烈影響而導致心理扭曲，進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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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承上所述。雖然如此，但也有本為衝動犯，在無心犯罪了之後產

生了罪惡感，進而導致心靈扭曲而再犯罪的人；或者是本為無害者，

但在遭遇周遭環境的欺負下導致心靈扭曲而犯罪的人。 

 

二、研究限制 

 

  我們無法像 FBI 探員或刑警一樣正面詢問犯罪者，身邊也沒有犯罪過的

人或富有經驗的刑警，因此得到的確切資料有限，能夠深入瞭解的事情也相

對較少。由於本組研究的範圍僅限制於狹義的犯罪心理，如上表﹝圖七﹞的

更深入研究因為屬於廣義的犯罪心理範疇，需要更專業的研究（如，生物分

子學）協助才能達成。 

 

三、研究展望 

 

  希望本組論文有關犯罪心理的研究，能夠提供警政界打擊犯罪以及降低

犯罪率有些許的幫助。在未來更深入的研究中，希望能夠幫助犯罪者脫離犯

罪、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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