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憂鬱症是已被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列

為二十一世紀人類所面臨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的三大疾病之一，（徐世杰，

2003；黃隆正＆李明濱，2003；郭志通，2001；蘇東平，2004a/2004b）。依據世

界衛生組織的估計，至西元 2020 年，憂鬱症所造成的疾病整體負擔，將成為所

有疾病的第二位（楊明仁，2002）。亦即，世界衛生組織以年度失能生命統計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為指標，在估算疾病的全球性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報告中指出，憂鬱症在西元 2020 年將成為全世界所有疾病中

DALY排名第二高負擔的疾病（李欣南、潘志泉 & 廖亞雯，2003；陳蕙雅、丘

亮 & 林忠順，2004）。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及生活步調的加速，罹患憂鬱症的

人口逐漸在增加(李欣南等人，2003)。近年來，根據流行病學的研究顯示，憂鬱

症是大眾健康中受到關切最為嚴重的一者（Beck, Heimberg, & Bellack, 1987）。 

在所有的精神疾病中，憂鬱症是截至目前為止最普遍的，每年有超過一億的

人受到憂鬱症的影響（Gotlib, Lewinsohn, Seeley, Rohde, & Redner, 1993），有人

稱其為「二十一世紀的黑死病」（楊明仁，2002）。依據流行病學的調查研究，全

世界約有 3％的人口罹患各類憂鬱症（柯慧貞＆陸汝斌，2002；楊明仁，2002），

憂鬱症的終身盛行率也高達 15％，也就是說每六個人中就有一人會有罹患憂鬱

症的可能（楊明仁，2002）。就男女來說，發生在女性身上多於男性，也就是罹

患憂鬱症的比例，女性約為男性的 2 倍，因此，女性比男性經歷更高比例的憂鬱

症（柯慧貞 & 陸汝斌，2002 ; Robins, Helzer, Weissman, Orvaschel, Gruenberg, 

Burke, & Regier, 1984 ; Weissman & Klerman, 1977）；依據美國的統計，憂鬱症

發生的機率，一生中男性為 5-12％，女性為 10-20%，女性高於男性（陳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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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憂鬱症發病的高峰期在 25-44歲之間，之後會有些減少（Weissman, Meyer, 

& Thompson, 1981）。就地區而言，歐美地區罹患憂鬱症的人口較東方高，終身

盛行率約在 4-17％ 之間，可見憂鬱症存在著文化間的差異(李欣南等人， 

2003)。而且，依據生物遺傳學的研究顯示，重鬱症患者一等親以內有 10-15％患

有重鬱症（陳蕙雅等人，2004）。 

自 1970 年代起，大眾開始注意憂鬱症和其他情緒狀況的情形，已經逐漸在

增加中，並學習去瞭解與認識這些精神疾病的狀況，以及其所造成影響（Klerman, 

1987）。由於憂鬱症不僅造成情緒困擾，亦有極高的自殺死亡率，其中 87％自殺

死亡個案生前患有憂鬱症，有 15％死於自殺（楊明仁，2002；Gotlib et al., 1993）。

因此，因為憂鬱症而走向毀滅的例子，比比皆是（郭志通，2001）。經濟發展所

帶來的生活緊張及精神壓力，致使憂鬱症所造成的自殺事件層出不窮，憂鬱症造

成自殺率的提升，相對地加重社會成本（陳蕙雅等人，2004）。 

在台灣方面，隨著社會變遷與生活現代化，台灣憂鬱症盛行率節節升高，每

年因憂鬱症就醫的人口約五十萬人（柯慧貞 & 陸汝斌，2002；楊明仁，2002）。

依據流行病學的統計，國人罹患憂鬱症的比率有逐年增高的趨勢。其中女性與男

性的比率為 2:1，同於前述之流行病學研究中心與美國的研究結果，亦即，台灣

地區憂鬱症之流行，女性偏高現象十分明顯，與西方的情形相似（胡幼慧，1990）。

國人平均發病年齡在 20-40 歲之間，其中以無業、離婚、分居者是高危險群(李

欣南等人，2003)。依據商志雍、廖士程 & 李明濱(2003)的研究結果發現，在精

神科門診近十三年來，不但憂鬱症看診個案數有逐年增加的趨勢，並且在整體精

神科的看診率也有增加的現象。針對上述情況，我國也於 2001 年 12 月 9 日成立

台灣憂鬱症協會，回應世界衛生組織的呼籲（林信男，2002）。 

憂鬱症會對情緒、行為、觀念（張高賓，2001）、認知及維生機能造成負面

干擾（周勵志，2003），也造成患者的失能（disability）（陳蕙雅等人，2004）。

憂鬱症的形成是缺乏因應能力、自我控制、人際技巧及偏差思考交互作用之結果

（阮美蘭，1995）。然而，形成憂鬱症的原因很多，不同的學者，觀點稍有不同，

分述如下。社會、環境因素、偶發因素和不愉快或悲劇的生活事件，都是造成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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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的原因（楊妙芬，1996），而心理壓力一般也被認為是憂鬱症罹患的潛在因

子與惡化因子（蘇宗偉 & 李明濱， 2005）。蘇東平（2004a）也指出憂鬱症的

危險因子，包括：（1）好發年齡在 25-30 歲之間，（2）女性比男性多一倍，（3）

離婚或分居者，（4）有家庭病史者：例如憂鬱症患者之一等親友有 16％患有憂

鬱症，比一般人多 3 倍；同卵雙生者之危險性比異卵雙生者為高，（5）生活壓力

事件，如失去所愛的人，（6）早年精神受創者：如兒童期之身心被侵害者，（7）

身體疾病：如心臟病、呼吸疾病、癌症和嚴重之神經疾患者、精神疾病如焦慮症、

創傷症候群、社交畏懼症、強迫症均為易患憂鬱症之共病症。憂鬱症危險因子包

括有女性、低社經地位、無業、離婚或分居、有家族病史、罹患慢性病、藥物或

毒品濫用、10 歲前失去父母、缺乏社會支持等（陳蕙雅等人，2004）。亦有其他

學者指出罹患憂鬱症者，其相關的危險因素，亦可如表 1-1 所示（何志培，2004）。 

 

表 1-1 憂鬱症危險因子摘要表 

種 類 內 容 摘 要 

性別 女性患病的機率為男性的兩倍 

年齡 50%患者在 20-40 歲之間發病，女性則到更年期較易罹患憂鬱症 

遺傳 家中若父母或手足得病者，患病機率較大 

婚姻狀況 已婚男性患病機率較低，已婚女性得病率則較高 

生產 女性產後會增加憂鬱症的罹患率 

 

在文明與科技的發展帶動下，機器的發明替代人工，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可以

節省時間，在工作符合經濟效益的情形下，理應人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可以從事

休閒活動，相對地，生活應該是比較輕鬆自在的。但事實上卻是相反，文明和科

技的高度發展下，卻使得人們的生活壓力愈來愈大，也使得鬱症成為世界普遍的

文明病（王順民，2004）。在台灣，隨著現代化的加速、加深，工業化、資訊化、

都市化等現代化的歷程，帶來大量壓力，這樣的壓力幾乎襲捲所有人，使大眾在

享受優渥物質生活的同時，也付出身心健康的代價（張典齊，1998）。憂鬱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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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也因此隨著社會的進步而不斷的增加，因此，本研究動機即在此社會脈動下

探討與憂鬱症相關的面向與訊息。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隨著科技及社會腳步快速演進，各領域皆發展出更寬廣的角度。近三十年來

化學、生物精神醫學、精神藥物學、神經精神分泌學、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的快

速發展，將精神醫學帶入了生物－心理－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使學者能以更完整的角度來面對病因、診斷及治療上的問題（陸汝斌，2002）。

而在美國於 1978 年成立美國全人醫治協會（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AHMA），提出全人的醫治方式，它是一種治療的醫術與科學，表

明身（body）、心（mind）、靈（spirit）的全人照顧（care of the whole person）

（AHMA, 2005）。針對憂鬱症而言，全人的醫治方式需要檢視情緒、人際關係、

身體和心靈等各個層面，從這些因素中來瞭解憂鬱症何以發生，並針對個人獨特

的情況而設計專屬醫療方式（Jantz & Mcmurray, 2003）。 

針對憂鬱症的測量，台灣所使用的量表，多為翻譯國外的量表，未能貼切地

從中翻譯出相對語言的精義，而造成填答者語意上的理解困難。以研究者近半年

來在醫院針對憂鬱症患者蒐集相關資料所使用的工具（憂鬱量表）為例，其中有

一題「你是否覺得自己跟別人沒什麼兩樣」，多數的填答者表示不知道這是什麼

意思，皆需施測者舉例說明，填答者才能瞭解問題到底在問什麼。可見這些翻譯

的語詞常造成填答者的疑惑。在蒐集資料時，從旁觀察醫師對病人問診當中，發

現憂鬱症患者常有自殺的傾向、意念 或行為，但此份量表卻沒有任何自殺的題

目。而國內知名、也是經常使用的憂鬱量表，對人際相關的議題並未涉及；但是，

在憂鬱症者就診與醫師的會談中觀察發現，有時會有憂鬱症者主動表示其有「人

際困難」，或在醫師的問診中表示自己有這方面的困擾。況且，又有許多重要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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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未引進國內，或既有測驗也幾十年未經修訂，其實用性也令人懷疑（連廷嘉，

2005）。因此，針對目前國內臨床與實務的需要，編製適合國內及因應時代變遷

的量表或測驗，是可以努力的方向。 

綜合上述，針對憂鬱症的影響日趨重大，國內量表的使用情況，還有新的診

斷與治療觀點與取向，本研究之目的，即根據上述的原因與觀點，擬以全人取向

為主要架構，歸類為認知、情緒、身體、人際向度，以建構一個全人觀點著眼的

憂鬱量表。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研擬之待答研究問題如下 

一、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的四向度模式是否與實際蒐集的資料能夠適配？ 

二、分量表與總分是否有顯著之相關？ 

三、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與 CES-D 憂鬱量表（當作效標變項）之間是否有顯著

的相關？ 

四、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之因素結構是否能同時適用於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

標組（非憂鬱症者）？ 

五、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是否能有效區別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標組（非憂鬱

症者）？ 

 

再根據上述的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的虛無假設，以進行統計考驗： 

一、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的四向度模式與實際蒐集的資料無法適配。 

二、分量表與總分之間並無相關存在。 

三、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與 CES-D 憂鬱量表（當作效標變項）之間並無相關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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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量表之因素結構無法同時適用於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標組（非憂鬱症

者）。 

五、本量表無法有效區別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標組（非憂鬱症者）。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節茲針對本研究所使用之特殊專有名詞，進行操作型定義式名詞解釋如

下： 

 

一、憂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 
憂鬱症是情感性疾病的一種，在 DSM-IV 中的憂鬱症包含兩種，即重鬱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與輕鬱症(Dysthymic Disorder)。憂鬱症是一種

身心（whole body）的疾病，會影響生理、情緒、認知與人際關係。本研究憂鬱

症的操作型定義為精神科醫師根據就診患者狀況，並依其專業經驗、DSM-IV（精

神疾病診斷與統計分類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Fourth Edition,）與 ICD （國際疾病分類標準，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診斷為憂鬱症者。 

 

二、憂鬱症－全人取向（The Whole Person Approch） 
每個人都是獨特的個人（a unique individual）,而非特定疾病的一個例子。

憂鬱症是認知（ cognitive）、身體（physical）、情緒（ emotional）、人際

（interpersonal）的失衡的結果。因此，診斷與治療憂鬱症需檢視情緒、人際關

係、身體和心靈等各個層面，從這些因素中來瞭解憂鬱症何以發生，並針對個人

獨特的情況而設計專屬的醫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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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ES-D 憂鬱量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CES-D 憂鬱量表是由流行病學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linical Trials and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CCTER)所發展出來的，其內部一致性信度 α 係數與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數為.90，再測信度為.32（間隔 12 個月）到.67（間隔 4 週）；

CES-D 之聚斂效度為.44 至.56，區辨效度則是與社會期許量表之間有一低度負相

關（r＝-.18）。 

 

四、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EM 歸屬於高等統計學，屬多變量統計學的一環，以探討潛在變項間之結

構關係的一種方法學（余民寧，2006；邱皓政，2004）。本研究應用 SEM 的方法

學，對量表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的考驗，並且根據資料與模式的適配情形所獲得

之適配性指標，來判斷本量表的信效度。本研究是以 SIMPLIS 程式語法來撰寫

SEM 的語法檔，並採用適合大樣本分析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來進行參數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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