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擬分析本研究受試在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理及行為問

題上之分配情況，並據此進一步以多因子獨立樣本變異數分析，進行各變

項及因子交互作用之考驗，以瞭解年級、性別及其交互作用在各變項上之

差異，並以事後比較瞭解達差異顯著性之變項在各因子間之實際差異為

何。 

 

一、性別及年級在各變項上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本研究樣本在各變項平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1。由受試所得資料分配

情形發現：在心理傷害及憂鬱傾向上呈現偏態分配，顯示本研究各年級及

性別受試，所知覺父母管教所造成的心理傷害與憂鬱程度，具有較高分散

程度，依據次數分配分析，受試在心理傷害成正偏態，顯示多數受試在成

長過程中並未覺知受到心理傷害。憂鬱傾向則具有性別差異，將於下一節

加以分析。 

 

表 4-1  不同性別在各變項的平均數和標準差 

 
人

數 
 心理傷害

負向 
情緒社會化

情緒抑制 憂鬱傾向 偏差行為

 M  7.67 21.05 2.71 13.37 21.07 
國 
男 130 

SD  7.35  4.58  .92  9.60  1.74 
小 M  6.83 20.94 2.83 14.14 20.55 
 

女 169 
SD  8.56  5.41 1.07 10.91   .89 

 M  8.03 22.60 2.59 14.25 23.69 
國 
男 135 

SD  8.67  4.28  .90 10.30  6.82 
中 M  7.02 22.24 2.57 16.05 21.36 
 

女 112 
SD  7.62  3.95  .75  8.01  2.17 

 M 13.47 24.57 2.92 18.57 29.71 
高 
男 125 

SD 10.92  3.14  .70  8.29  7.10 
中 M 10.92 23.66 2.85 22.71 23.31 
 

女 159 
SD 10.04  3.86  .65  7.68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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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變項變異數分析與事後比較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自變項（性別、年級）與依變項（心理傷害、負向

情緒社會化、情緒抑制、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進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見表 4-2。 

 

表4-2    性別、年級在各變項上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  項 SS df MS F 
性別 1.82 1 1.82 .02 
年級 2014.53 2 1007.27 12.19** 
性別*年級 434.50 2 217.25 2.63 

心理傷

害 
誤差 67262.12 814 82.63  
性別 135.56 1 135.56 7.63* 
年級 1163.96 2 581.98 32.94** 
性別*年級 16.31 2 8.16 .46 

負向情

緒社會

化 
誤差 1406.63 796 17.69  
性別 178.29 1 178.29 5.66* 
年級 2236.97 2 1118.48 35.48** 
性別*年級 47.01 2 23.50 .75 

兒時情

緒無效

性 
誤差 25094.08 802 31.53  
性別 1.70E-02 1 1.70E-02 .03 
年級 14.68 2 7.34 10.75** 
性別*年級 1.41 2 .70 1.03 

情緒抑

制 
誤差 554.13 812 .68  
性別 370.96 1 370.96 4.76* 
年級 3935.75 2 1967.87 25.23** 
性別*年級 89.52 2 44.76 4.76 

憂鬱傾

向 
誤差 63581.17 815 44.76  
性別 559.71 1 559.71 23.89** 
年級 1659.04 2 829.52 23.89** 
性別*年級 126.10 2 63.05 2.69 

偏差行

為 
誤差 19072.14 814 23.43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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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變項上，兒時情緒無效性、負向情緒社

會化、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上差異達顯著，而心理傷害、情緒抑制則未顯

現性別差異。其次所有變項在年級上差異均達顯著性，顯示受試知覺到心

理傷害、負向情緒社會化程度、情緒抑制程度、憂鬱傾向及偏差行為表現

等變項上，均隨年齡增加而有增加的現象。性別與年級間交互作用均未達

顯著，顯示在本研究中，性別與年級沒有交互作用存在，以主要效果進行

事後比較分別說明如下： 

 

（一）不同性別的差異比較 

1.男女在知覺的兒時情緒無效性上具有差異：本研究發現男女在覺知

到兒時情緒無效性經驗上具有差異，獨立樣本t考驗顯示男性覺知較多兒時
情緒無效性。 

2.男女在知覺到管教造成之心理傷害上沒有差異：本研究發現男女在

覺知受到父母親管教造成的傷害上沒有差異。 

3.男女在知覺到負向情緒社會化上具有差異：本研究發現男女知覺到

父母對其負向情緒表達之回應上具有差異，男性知覺到較多弱化、懲罰、

及理性化導向之管教。 

4.男女沒有不同的情緒抑制程度：本研究發現在長期依賴情緒抑制策

略上性別差異未達顯著，換言之，男女並未出現不同的情緒抑制程度。 

5.女性憂鬱傾向高於男性：本研究發現女性受試憂鬱程度高於男性受

試。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此一性別上的差異並未出現在兒童階段，換言之，

在兒童期男女同在憂鬱程度上並沒有差異，此一差異在進入國中以後即逐

漸顯現。 

6.男性出現較多偏差行為：本研究發現偏差行為無論在哪一年級中，

男生均較女生有較多偏差行為表現，亦即偏差行為在兒童階段即出現性別

差異，國小男生出現較多偏差行為，此一差異並持續至青春期以後。此與

過去文獻顯示偏差行為具有性別差異相符，但此一差異在兒童晚期即出

現。進一步分析內隱偏差行為與外顯偏差行為發現，國小性別差異主要出

現在外顯偏差行為上，在內隱偏差行為部分則未出現差異（見附錄七），

因此國小階段男童已出現較多外顯偏差行為，但在內隱偏差行為上，男女

童並無差異。但至國中及高中階段，男生無論在內隱或外顯偏差行為上均

高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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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級差異的比較 

    本研究包括三個不同年級樣本，其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心理傷害、負

向情緒社會化、情緒抑制、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在不同年級間之差異均達

顯著，如表 4-4。經事後比較發現各變項隨年齡成長而增加且差異均達顯

著水準，分別說明於下： 

1.年級越高知覺到越多心理傷害：本研究發現年級越高覺知到心理傷

害程度越高，顯示在心理傷害之覺知隨年齡增加而有顯著上升趨勢（見附

錄十一），顯示各年齡樣本在回憶心理傷害事件隨年齡增加而增加。 

    2.年級越高知覺到越多不當負向情緒社會化經驗：本研究同時發現隨

著年齡增長，子女覺知父母以不當社會化方式處理負向情緒表露程度越

高，亦即隨著年齡增長，子女在回溯父母親管教時，越感覺父母親使用不

良的社會化方式處理其負向情緒。（見附錄十一）。 

    3.年級越高過度使用情緒抑制策略程度越高：本研究顯示情緒抑制程

度亦隨年齡增加而增加（見附錄十一），本量表為樣本依據現在狀況自陳

評估，故不涉及回溯問題，因此此一結果顯示隨著年齡增加，個體對此一

策略的依賴程度越高。 

    4.年級越高憂鬱傾向越高：本研究發現憂鬱程度亦隨年級而顯著增加

（見附錄十一），顯示隨年齡增加，憂鬱傾向有顯著增加的趨勢，且年級

越高有越高程度憂鬱傾向的趨勢。 

    5.年級越高偏差行為越顯著：本研究同時發現，偏差行為也隨年齡逐

漸增加（見附錄十三）。在外顯偏差行為上，三個年級樣本間差異皆達顯

著，顯示外顯偏差行為亦隨年齡而增加，以高中階段程度最為嚴重。而內

隱偏差行為亦隨年齡增加的趨勢，但在國小進入國中階段差異未達顯著，

相對的高中階段則有顯著增加。 

 

三、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之關係 

    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之關係為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限於量表內容僅

進行內隱偏差行為與外顯偏差行為之關係分析，依據憂鬱傾向、內隱偏差

行為與外顯偏差行為之積差相關摘要表，如表 4-3，本研究發現兒童及青
少年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具有顯著關聯，其中國中及高中學生內隱偏差行

為與外顯偏差行為具有高相關，顯示此二者可能具有相當的重疊，因此內

隱偏差行為與外顯偏差行為間有高正相關存在，但國小樣本在此重疊性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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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而其相關隨年齡增加而逐漸提高，顯示個體可能隨年齡增加，此內

隱行為也極容易引發外顯行為。其次，研究發現無論內隱或外顯偏差行為

均與憂鬱傾向有關，顯示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都是個體因應外在環境的方

式之一。  

 

      表 4-3  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積差相關摘要表 

年級 變項 憂鬱傾向 外顯偏差行為 
外顯偏差行為 .27**  

國小 
內隱偏差行為 .28** .31** 
外顯偏差行為 .21**  

國中 
內隱偏差行為 .29** .66** 
外顯偏差行為 .29**  

高中 
內隱偏差行為 .28** .79** 

       **P＜.01 

 

 

肆、本節結論 

    綜合前述資料分析，本節結論如下： 

    本研究並未預先假設各變項是否具有性別差異，但仍先採取性別為主

要分析內容之一，研究發現兒時情緒無效性、負向情緒社會化、憂鬱程度

與偏差行為具有性別差異，在本研究以回溯方式進行之研究中顯示，男性

普遍知覺到較多的兒時情緒無效經驗。在負向情緒社會劃上，男性則回憶

受到較多來自父母的弱化、懲罰與理性化反應。女性有較高憂鬱程度，但

此一差異在兒童期並未顯現，進入青春期之後逐漸顯著。相反的，偏差行

為則維持相當穩定的性別差異，自國小起男性偏差行為即顯著高於女性，

此一偏差行為在國小僅顯現於外顯偏差行為上，但進入國中後，無論外顯

偏差行為或內隱偏差行為上，男性均較女性為高。此外，心理傷害與情緒

抑制並未出現性別差異，顯示兩性在知覺受到心理傷害及形成長期依賴情

緒抑制策略上並無程度的不同。 

    以年級進行之比較發現兒時情緒無效性、心理傷害、負向情緒社會

化、情緒抑制、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年級差異均達顯著，顯示隨年齡增長

個體覺知到越多兒時情緒無效經驗。此一兒時情緒無效性包括心理傷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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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情緒社會化年齡差異均達顯著，顯示個體回溯性自陳受到管教上的心

理傷害與不良負向情緒社會化程度均隨年齡增長而顯著增加。其次，個體

長期使用情緒抑制策略亦隨年齡增加而增加，如同 Eisenberg 等（1998）
與 Krause（2003）研究認為，此一策略在兒童期逐步形成，但在尚未形成

長期依賴時，此策略具有減輕心理傷害的功能，但隨年齡增加個體對此一

策略的長期使用與過度依賴程度即隨之增加。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年級差

異亦達顯著，顯示個體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的出現均隨年齡增加而增加。 

    在憂鬱與偏差行為之關聯性方面發現，國小內隱偏差行為與外顯偏差

行為具有相關，但進入國高中後此一相關即顯著提升，顯示此二行為在青

春期以後有相當程度重疊，而無論內隱偏差行為或外顯偏差行為均與憂鬱

傾向具有顯著關聯，顯示憂鬱傾向與偏差行為間存在關聯性，此二者皆可

能是個體成長過程中形成因應外在環境的策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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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式考驗的結果 

本研究發現心理傷害、負向情緒社會化、情緒抑制、憂鬱傾向與偏差

行為間具有相互關聯性，其兩兩變項間之相關均達顯著，如表 4-4。本研
究架構如圖 3-1，本研究將評估因素負荷量（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之路徑

關係）及每一變項存在之殘差值，結構模式呈現由兒時情緒無效性至情緒

抑制，再至心理及行為問題之路徑，此為模式一考驗（全結構模式考驗）。

其次為瞭解兒時情緒無效性對心理及行為問題的影響程度，是否不需經情

緒抑制調節，因此考驗由兒時情緒無係性至心理及行為問題之直接路徑，

為模式二考驗（局部結構模式考驗）。 

 

表 4-4  各變項相關矩陣 

年級 變項 心理傷害 負向情緒社會化 情緒抑制 憂鬱傾向
負向情緒社會化 .384**    
情緒抑制 .249** .227**   
憂鬱 .338** .446** .521**  

國小 

偏差行為 .336** .204** .144* .332** 
負向情緒社會化 .413**    
情緒抑制 .276** .397**   
憂鬱 .285** .408** .575**  

國中 

偏差行為 .187** .047 .158* .217** 
負向情緒社會化 .423**    
情緒抑制 .264** .280**   
憂鬱 .345** .330**  .453**  

高中 

偏差行為 .283** .207**  .164** .305** 

*P＜.05  **P＜.01 

  

     

壹、國小樣本結構方程模式適合度考驗 

    本研究發現國小整體樣本模式符合適合度考驗；χ2＝14.24，df=6，
P-value＝.0026（P＜.01），顯示此一模式之變項間確實存在結構模式，而
路徑因素負荷量達顯著，見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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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模式考驗達顯著，因此可做成以下推論：（1）由觀察變項「心理傷

害」、「負向情緒社會化」確實可表徵潛在變項「兒時情緒無效性」之構念

（因素負荷量.67、.56），「情緒抑制」因僅以一項觀察變項推估，故易具

有直接關聯（因素負荷量.72）。（2）心理與行為問題僅憂鬱傾向存在線性

關聯，在本研究中偏差行為並未通過模式考驗，亦即偏差行為並不透過情

緒抑制調節。（3）在「兒時情緒無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結

構模式，且一關係中存在情緒抑制做為調節變項。（4）線性模式並不存在

與偏差行為間之關聯，在 SEM 路徑分析中，發現存在一路徑直接由心理

傷害指向偏差行為（因素負荷量.58，P＜.05），因此可能存在一發展路徑，

由兒時心理傷害直接形成偏差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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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國小樣本結構方程模式 

N＝299  χ2＝14.24，df=5 ，P-value= 0.0026， RMSEA ＝ 0.128 

註：圖中圓形符號表「潛在變項」，方形符號表「觀察變項」，路徑為

迴歸估計，由潛在變項指向觀察變項之路徑表因素負荷。 
虛線箭頭表結構路徑不符和適合度考驗。 

 

但在此需特別注意此模式在國小樣本誤差值超過顯著水準（RMSEA
＝.128，此值＞0.05表誤差過大），表示雖然模式考驗具有適合度，但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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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推論樣本行為之偏誤過高。以SEM判斷準則，此模式雖然具有適合
度，但為避免第一類型錯誤率，仍應接受虛無假設，故據此推論此模式對

國小樣本結構路徑模式並不成立。此外利用局部模式考驗部分：模式二增

加從情緒無效性指向心理與行為問題之直接路徑，SEM模式顯示新的路徑

regression weight＝.14，P＜.05，且模式適合度考驗（CFI＝.995，RMSEA
＝0.242）。此外與整體模式的差異達顯著（Δχ2＝.13，P＞.05），因此整
體模式較局部模式具有高適合度及較小誤差。 

 

貳、國中樣本結構方程模式適合度考驗 

    本研究發現國中樣本通過模式適合度考驗，χ2＝5.90，df=5，P-value
＝.1166（P＜.05），且誤差值RMSEA＝.048（P＜.05），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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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國中樣本結構方程模式 

N＝247  χ2＝4.90，df=5 ，P-value= .1166， RMSEA ＝.048 

註：圖中圓形符號表「潛在變項」，方形符號表「觀察變項」，路徑為

迴歸估計，由潛在變項指向觀察變項之路徑表因素負荷。 
虛線箭頭表結構路徑不符和適合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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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路徑因素負荷量均在.01 的水準以下（僅偏差行為之路徑不符合結

構模式考驗），顯示在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

在結構模式，且自情緒無效性至情緒抑制 regression weight＝.74（P＜.05）
顯示情緒抑制確實為無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之調節因子。 

因模式考驗達顯著，因此可做成以下推論：（1）由觀察變項「心理傷

害」、「負向情緒社會化」確實可表徵潛在變項「兒時情緒無效性」之構念

（因素負荷量.55、.61），「情緒抑制」因僅以一項觀察變項推估，故易具

有直接關聯（因素負荷量.67）。（2）心理與行為問題僅憂鬱傾向存在線性

關聯，但在本研究中偏差行為並未通過模式考驗，亦即偏差行為並不透過

情緒抑制調節。（3）在「兒時情緒無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

結構模式，且此關係中存在情緒抑制做為調節變項。（4）線性模式並不存

在與偏差行為間之關聯，在 SEM 路徑分析中，發現存在一路徑直接由心

理傷害指向偏差行為（因素負荷量.64，P＜.05），因此可能存在發展路徑，

由兒時心理傷害直接形成偏差行為。 

    與國小樣本不同但在此需特別注意的是，此模式樣本誤差值未超過顯

著水準（RMSEA＝.048，P＜0.05）。因偏誤未達顯著水準，以SEM判斷準
則，此模式具有相當高的適合度，同時出現誤差的機率低於顯著水準，故

據此推論此模式對國中樣本結構路徑模式成立。此一模式建議個體確實會

從兒時情緒無效性產生情緒抑制的因應模式，而此一模式與憂鬱傾向之形

成有關（regression weight=1.02，P＜.01），但形成偏差行為卻不需經由情

緒抑制為調節因子，可直接由心理傷害引發。同時以局部模式考驗時，增

加從情緒無效性指向心理與行為問題之直接路徑，SEM模式顯示新的路徑

regression weight＝.26，P＞.05，且模式適合度考驗（CFI＝.954，RMSEA
＝0.1000），與整體模式的差異達顯著（Δχ2＝.26，P＞.05），因此整體模
式較局部模式具有高適合度及較小誤差，此一局部模式不成立。 

 

 

參、高中樣本結構方程模式適合度考驗 

    本研究發現高中樣本整體結構模式符合適合度考驗；χ2＝4.17，
df=5，P-value＝.16009（P＜.05），且誤差值RMSEA＝.049（P＜.05），各
路徑因素負荷量均在.01 的水準以下（僅偏差行為之路徑不符合結構模式

考驗），顯示在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結構

模式，且自情緒無效性至情緒抑制regression weight＝.74（P＜.05）顯示情
緒抑制確實為無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之調節因子。情緒抑制至心理與

行為問題之因素負荷量為.98（P＜.05），亦顯示情緒抑制與心理與行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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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間存在很強程度的關聯性，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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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高中樣本結構方程模式 

N＝284  χ2＝4.17，df=5 ，P-value= 0.16009， RMSEA ＝ 0.049 

註：圖中圓形符號表「潛在變項」，方形符號表「觀察變項」，路徑為

迴歸估計，由潛在變項指向觀察變項之路徑表因素負荷。 
虛線箭頭表結構路徑不符和適合度考驗。 

     

因模式考驗達顯著，因此可做成以下推論：（1）由觀察變項「心理傷

害」、「負向情緒社會化」確實可表徵潛在變項「兒時情緒無效性」之構念

（因素負荷量.63、.64），「情緒抑制」因僅以一項觀察變項推估，故易具

有直接關聯（因素負荷量.67）。（2）心理與行為問題僅憂鬱傾向存在線性

關聯，但在本研究中偏差行為並未通過模式考驗，亦即偏差行為並不透過

情緒抑制調節。（3）在「兒時情緒無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

結構模式，且此關係中存在情緒抑制做為調節變項。（4）線性模式並不存

在與偏差行為間之關聯，在 SEM 路徑分析中，發現存在一路徑直接由心

理傷害指向偏差行為（因素負荷量.64，P＜.05），因此可能存在一發展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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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由兒時心理傷害直接形成偏差行為。 

但在整體路徑中，偏差行為並未與前述潛在變項關聯性或因素負荷量

達顯著（.35，P＞.05），亦即偏差行為並不透過情緒抑制調節，此結果與

國中樣本相同；在 SEM 路徑分析中，發現存在一路徑直接由心理傷害指

向偏差行為（因素負荷量.64，P＜.05），因此，據此可以推論兒時情緒無

效性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確實存在情緒抑制做為調節因素（regression 
weight=.74），個體產生憂鬱傾向確實透過情緒無效性與情緒抑制之路徑。

但同樣的形成偏差行為卻不需經由情緒抑制為調節因子，可直接由心理傷

害引發。 

此模式樣本誤差值未超過顯著水準（RMSEA＝.049，P＜0.5），χ2/df
及誤差均遠較國中樣本小，且誤差達顯著水準，因此可以說明：（1）以SEM
判斷準則，此模式具有相當高的適合度，同時出現誤差的機率低於顯著水

準，故據此推論高中樣本此結構路徑模式成立。（2）高中模式較國中及國
小有更典型的模式存在，因此以此模式推論青春期晚期母群時，有更高的

適合度，此一部份的發現與Krause（2003）相同。以局部模式考驗發現增
加從情緒無效性指向心理與行為問題之直接路徑，SEM模式顯示新的路徑

regression weight＝.23，P＞.05，且模式適合度考驗（CFI＝.997，RMSEA
＝0.1835），與整體模式的差異達顯著（Δχ2＝.41，P＞.05），因此整體模
式較局部模式具有高適合度及較小誤差，此一局部模式不成立。 

 

 

肆、本節結論 

    依據前述模式考驗，本節結論如下： 

    一、本研究證實如 Linehen（1993）提出之兒時情緒無效性與心理與

行為問題之假說，在國小、國中及高中樣本均存在自「兒時情緒無效性」

至「憂鬱傾向」之路徑，但如同 Eisenberg 等（1998）、Krause（2003）所
指稱「情緒抑制」在此路徑中為調節變項，說明個體形成兒時情緒無效性

確實與憂鬱傾向之形成有關。但是個體在發展為憂鬱傾向之前，會先形成

情緒抑制之因應策略，當個體過度運用或依賴情緒抑制作為因應情緒策略

時，即可能形成憂鬱傾向。 

 

    二、此一模式適用於憂鬱傾向心理與行為問題形成之模式推論，但對

偏差行為則不符合此一模式。根據 SEM 模式建議及路徑分析顯示，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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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變項「心理傷害」與「偏差行為」間存在一條直接路徑，亦即可能存在

由心理傷害直接導致個體偏差行為出現之路徑，此一現象普遍存在國小、

國中及高中樣本，因此對個體造成內在心理傷害的事件可能不經情緒抑制

直接導致偏差行為之出現。但因此路徑並非本研究模式假設建構，若需進

一步確立是否存在此一路徑，則需進一步之研究設計。 

 

    三、此一模式雖然存在，但對國小樣本並不鎮定，亦即在國小階段使

用此一模式進行推論仍存在相當程度之誤差，此一誤差足以威脅推論之成

立，雖然 SEM 適合度考驗達顯著，但因誤差值過高，此一模式在本研究

的國小中未獲得支持，因此可能存在線性模式，但以此模式應用於兒童樣

本時可能出現較大的偏誤。此一偏誤可能與兒童情緒仍處於發展階段，在

此一時期仍透過與環境互動形成情緒調節功能，因此仍存在較大的變異

性。研究者認為，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確實存

在結構模式，但此一關係在兒童階段尚未穩定，隨年齡增長，此模式解釋

力越強，顯示個體在國小情緒因應策略仍處於分化及形成階段，自國小進

入國中及高中階段此一策略逐漸穩定，並逐漸衍生出相關心理與行為問題

症狀。 

    相對於國小樣本，國中樣本模式符合 SEM 適合度考驗，且因素負荷

與誤差值均小於.05 的水準，因此足以推論在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

與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線性模式，且心理傷害與負向情緒社會化歷程與

兒時情緒無效性間存在合理路徑，心理與行為問題與憂鬱傾向間亦存在顯

著路徑。在此模式中，出現憂鬱傾向前則會先形成情緒抑制的因應模式，

當個體長期依賴此一抑制策略時，才會進一步引發憂鬱傾向。與兒童樣本

不同，此一模式獲得支持，顯示個體進入青春期早期可能已完成情緒的學

習與發展，達到較穩定的情緒狀態，此時個體因應的模式已然形成，且受

家庭影響已逐漸減小。 

    在高中樣本中，結構方程模式符合 SEM 適合度考驗，且因素負荷與

誤差值均小於.05 的水準，因此足以推論在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

心理與行為問題間存在線性模式，且心理傷害與負向情緒社會化歷程與兒

時情緒無效性間存在結構模式，心理與行為問題與憂鬱傾向間亦存在顯著

路徑。與國中樣本相同，偏差行為排除於模式之外，由 SEM 建議路徑發

現在心理傷害與偏差行為間具有結構模式，因此可以推論個體可能因早期

心理傷害直接引發偏差行為，但在出現憂鬱傾向前則會先形成情緒抑制的

因應模式，一旦個體長期依賴情緒抑制策略，才會進一步引發憂鬱傾向。

與兒童樣本不同，此一模式獲得支持，且模式各項考驗值均較國中樣本顯

著，顯示個體進入青春期晚期已完成情緒發展，達到較穩定的情緒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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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因應模式，受家庭影響較小，其行為模式與心理問題已逐漸形成。 

    四、如同 Izard、Schultz及 Ackerman（1999）所稱在兒童至青少年情

緒發展過程中，兒童必須透過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形塑情緒發展與分化，個

體必須完成區辨、體驗、及因應等情緒發展任務。本研究進一步證實，此

一情緒任務應包含情緒調節、負向情緒社會化等範疇，且必須在進入青春

期前協助孩子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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