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憂鬱症好發年齡與男女比例的檢視 
 

    （一）在好發年齡方面 

     依據表 3-1 所示，本研究的憂鬱症者的年齡分佈情況，其中 21-30 歲的有

66 人，佔 31.0%；31-40 歲的有 46 人，佔 21.6%；41-50 歲的有 49 人，佔 23.0%。 

 

         1. 從國外文獻來探討 

根據文獻記載，國外的研究憂鬱症發病高峰期在 25-44 歲之間，之後會開始

減少（Weissman et al., 1981）。比本研究結果相比較，因本研究是以 10 歲為一

個年齡的段落，因此若將 21-30 歲與 41-50 歲各取 50%、40%做概估；也就是 25-30

歲取 21-30 歲的一半人數，41-44 歲取 41-50 歲取 40%做估計，則一此估計的結

果本研究 25-44 歲的憂鬱症患者約為 99 人，佔總人數 213 人的 46.5%，在 25-44

歲的約 20 歲年齡差距的憂鬱症者即約 46.5%，顯示本研究在憂鬱症的好發年齡

上與國外研究相符。 

 

    2. 從國內文獻來探討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國人平均發病年齡在 20-40 歲之間 (李欣南等人，

2003)，而且比例高達 50%（何志培，2004）。根據本研究結果在 20-40 歲之間

的憂鬱症者共有 112 人，佔總人數 213 人的 52.6%，在人口的年齡分佈中超過一

半，表示本研究結果與先前國內的研究結果相同。 

 

 83



（二）在男女比例方面 

依據文獻所示就男女來說，罹患憂鬱症的比例為 1：2，女性約為男性的 2

倍（柯慧貞 & 陸汝斌，2002 ； Weissman & Klerman, 1977 ; Robins, et al, 

1984），本研究結果量表的實施對象憂鬱症者 213 位，其中男性 72 人，女生 141

人，女生約為男生的兩倍，就本研究結果在男女罹患憂鬱症而言，與國內外的研

究結果是一致的。  

 

二、自編憂鬱量表的內涵  

   

（一）從 SEM 方法學之模式來看 

本研究除了以 SEM 方法學驗證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外，更進一步對實驗

組與效標組進行多組的共變數結構分析與潛在平均數結構進行考驗。 
    其中，本研究之目的之一在於加入人際向度，並從驗證性因素分析、共變數

結構分析與潛在平均數結構的考驗以驗證其為憂鬱量表的內涵。 

再者，本研究在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可知這四個因素之間具有高相關，且

相關達.05 顯著水準（如表 4-7、4-8 所示），表示在這四個因素背後有一個更高

階的潛在因素－「憂鬱症」的存在，符合當初編製量表時的假設，證明採用驗證

性因素分析是合理的。 

 

（二）從效度來看 

其他從效標關聯效度與建構效度考驗來分析，本研究之效標關聯效度採用

「同時效度」考驗，以CES-D量表作為效標，從考驗的結果來看，達.01顯著水

準，表示本研究所編製的量表，可測得所預測得的特質。 

建構效度考驗所採用的是內部一致性分析法來計算分量表與總分之間的相

關，其相關係數從.836到.903，皆非常良好，表示本自編憂鬱量表具有良好的內

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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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信度來看 

    從信度來看，本研究的自編量表整體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係數

為.965，表示也有良好的信度。 

由上述的說明可知，無論是從信度或效度考驗，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皆具有

良好的信效度指標。 

 

三、適配度的檢驗 
    本研究從基本適配度考驗、整體適配度考驗、比較適配度考驗與內在適配度

考驗等各項指標的考驗來看，本研究模式無論是 CFA，如表 4-7、表 4-9、表 4-10

與表 4-11 所示；多群組共變數結構，如表 4-16、表 4-17、表 4-18、與表 4-19，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如表 4-20、表 4-21、表 4-22、與表 4-23 等，其模式適

配度由前述各表各項指標來看，不是在合理就是尚可接受的範圍。  

整體來說，本研究之模式可稱是在合理的適配度之內。從以上的說明可得知

這三個模式的檢定，是有效且符合研究的預期假設， 表示此量表是有效度且可

善加使用的量表。 

 

四、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與實際資料的適配情況 
    從CFA的考驗結果之模式的整體適合度考驗指標摘要如下：χ2 ＝596.05、df

＝205、p＝0.00、RMSEA＝0.068、χ2/ df＝2.91、GFI＝0.88、AGFI＝0.86，加上，

從基本適配度考驗、整體適配度考驗、比較適配度考驗與內在適配度考驗等各項

指標的考驗來看，如表 4-7、表 4-9、表 4-10 與表 4-11 所示，模式的其他各項

指標大都十分良好，表示模式的整體情況是合理可接受的，相對地也表示理論模

式與實際收集到的資料是適配的；並驗證這四個取向同時納入憂鬱量表是合理，

即表示使用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可測得填答者在這四取向所呈現的憂鬱症內涵

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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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的因素結構對實驗組與效標組的適

用性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的模型適配度檢定χ2值為 1360.71，自由度為 456，

RMSEA＝0.086，P-value＝0.000，CFI＝.90，GFI＝.67，除了由這些適配度

指標來看，再配合表 4-11 所提供的各項參數估計值來判斷模式，並參酌基

本適配度考驗、整體適配度考驗、比較適配度考驗與內在適配度考驗等各項

指標的考驗，表示模型的適配度尚可，亦即表示兩組在共變數結構上是沒有

差異的，表示此自編憂鬱量表可以同時適用在實驗組與效標組。 

 
六、本研究自編憂鬱量表的因素結構對實驗組與效標組的區

辨性 
 

    （一）t 考驗 

 t 考驗值如表 4-6 所示各單題平均數在實驗組為 1.00 至 2.33 之間，在效標

組為.08至 1.04之間；標準差在實驗組為.738至之間 1.027，在效標組為.374至.770

之間，22 各題雙尾檢定，二組之間的差異皆達.001 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自編

量表的各單題皆能有效區別實驗組與效標組。從分量表的 t 考驗值還來看如表

4-5 所示，所得結果亦是如此，表示本研究自編量表的分量表也能有效區別實驗

組與效標組 

 

（二）區別分析 

再由區別分析來看，Hit Ratio 值為 0.93，表示本研究自編之憂鬱量表具有

良好之區別效度，同樣可以有效地區別出實驗組與效標組。 

 

（三）潛在平均數的考驗 

多群組群組共變結構的均等性檢定成立後，可繼續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的考

驗。在最嚴格的策略下，即在兩組所有參數都均等的情況下，進行潛在平均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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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模型適配度檢定之卡方值為 1474.69，自由度為 474，P-value＝0.000，

RMSEA＝0.090，NCP＝785.139，NNFI＝.891，CFI＝.888，GFI＝.661，模式的

各項參數估計值如表 4-20 所示。 

同樣地再配合基本適配度考驗、整體適配度考驗、比較適配度考驗與內在適

配度考驗這些指標的考驗，模型的適配度尚可。 

此外，由表 4-24 可看出κ1至κ4 的值為負數，可知效標組的分數顯然低於實

驗組的分數，這是本研究期待的結果，表示此量表可有效區辨實驗組與效標組。 

 

七、CFA 模型的結構係數 
    本研究 CFA 模型圖 4-2 與表 4-8 顯示，四個因素預測的兩兩相關，其中有

六個值大於.95，會產生此種情況是因為，憂鬱症的症狀，尤其在發病期，四個

向度的症狀皆會「同時」顯著呈現，而引發四個向度與憂鬱程度彼此之間的相關

性很高。就試題來解釋，表示憂鬱症的患者在四個向度的反映型態或組型是相當

一致的。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 取樣的限制 
本研究礙於樣本特殊性，無法於短時間內收集大樣本資料，實際所蒐集的資

料只以大台北地區的某二醫院的憂鬱症患者為主要收集對象，並未擴大到台灣各

地區（含城市與鄉村），樣本代表性不足，難免資料結構有所偏差，以致於在研

究效果尚有不夠完美之處。 

未來在樣本資料的蒐集上，可蒐集另一批更具代表性的資料，做交叉驗證

（cross-validity），再次驗證本量表的信效度。另外，在樣本資料的蒐集可擴大

到台灣各地區，並納入城鄉的差異考量。尤其是若能在台灣全省取樣，則更具有

 87



外在效度可言。 

 

二、 方法學上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使用不同於傳統的量表統計分析方式，而是使用精確性更高的

SEM 方法學，把觀察變項的誤差排除，獲得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但是仍然

有一些問題存在，例如：分數單位是否屬於等距量尺的問題。因此，未來研究可

改以 IRT 的方式來進行量表的編製與分析工作。 

 

三、 文獻資料上的限制 
IPT 學派的發展，雖然是以憂鬱症為研究對象而興起的治療學派，但其發展 

並未如憂鬱症其他取向（因素），例如認知取向、情緒取向與身體取向那麼成熟，

故所蒐集的文獻資料，並未如其他三取向豐富或容易尋得。但相對來說，因為其

未如其他三取向那麼成熟，因此在未來研究上，是可以積極開發的研究範疇，並

做深入的探討。 

此外，本研究的人際取向題數，與其他三個取向相互比較之下，有可再開發

的空間。 

    再者，中文文獻方面，以憂鬱症為題名進行的實證研究且發表在有外審的學

術期刊並不多，這也是期待國內學術界可共同努力的。 

 

四、研究樣本上的限制 
    本研究是以精神科醫師判斷為憂鬱症者作為填答對象，填答者在醫師的診斷

後，通常在服藥後憂鬱症的情況大多會有改善；某些是長期服藥者，其狀況已穩

定；尤其是憂鬱症者常會有睡眠和飲食方面的問題，這些身體上的明顯症狀，在

服藥後，一般來說短期內就會有明顯的改善。 

上述這些情況都使填答效果偏低，造成所得的資料會有誤差，研究結果有混

淆的現象，效果未如預期的有效，這也是未來待改進之處。 

    還有，在憂鬱症的分類上，一般來說分為重鬱症與輕鬱症，原本也期待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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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方面作探討，但有時因為配合診斷與制度的原因，難以收到確實區分的資

料，這也是初次研究時發現實務上的困難之處。 

    針對以上兩點，在未來的研究樣本上，可改用初診病人為樣本，使樣本條件

均維持在某一種條件上，以避免治療與服用藥物後的效果，污染研究結果。在輕

重鬱症的分類這部分，可與參與研究的醫師共尋解決之道。 

 

 

第三節 對未來研究建議 

未來的研究除了可從方法學層面加入其他不同的分析技術外，並參酌現在的

社會脈動與醫師的建議，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 加入 IRT 的分析技術 
本量表因與醫學領域相當有關連，很適合使用 IRT 的方式去編製量表。因

為傳統的法方法學單位形式，都是由李克特式量表計分方式而來，在理論上不能

進行等距量尺以上的統計分析。 

未來可使用 IRT 的技術，將單位轉為等距量尺，以利分數間的比較。 

 

二、嘗試使用李克特式七點量表 
   實務上若改用七點量表，較能區分病人症狀的嚴重情形，能放大憂鬱症程度。

目前尚無任何研究對於李克特式量表的使用，在何種情況下使用何種情況量尺為

最佳。 

實務上，在成就測驗已方面有後設研究分析指出，選項以三個為最佳 

(Rodriguez, 2005)，但在心理測驗上，李克特式的計分方式，採用幾點量表為佳，

仍未有共識，未來是可嘗試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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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現代女性的性別角色做探討 
女性一向比男性更容易得到憂鬱症，尤其是台灣的女性，常在現代與傳統 

兩套不同價值觀壓迫下掙扎。雖然社會的改變給予女性角色更多的詮釋空間，但

在其中如何定位，又社會與家人是否能接受，都是很難有公式般的正確答案。 

尤其是社會文化在女性角色的模塑過程，對於婦女身心健康的影響，是不容

忽視的（羅昭英、李錦虹 ＆ 詹佳貞，2003）。 

 

四、從其他領域研究憂鬱症 
對未來的研究上，可從人格的角度作探討，何種人格類型，較容易產生憂鬱

症人格，或是從手足的排行來看，是排行老大、老么亦或是排行中間的孩子易得

憂鬱症。因為現在家庭中的子女人數都少，有不少的家庭子女只有一位，獨生子

或獨生女的家庭也漸漸多起來。 

因此，針對獨生子女或是家庭中有其他兄弟姊妹者，哪一種手足型態的易得

憂鬱症，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這些研究結果，對諮商實務，亦提供莫大的幫助；也可將這些議題納入量表

的研究範圍。 

 

五、 研發簡式版的憂鬱量表 
可將憂鬱量表修改成 8 到 10 題的簡式量表，以提供迅速且有效的篩選功能。

簡式版的憂鬱量表，運用在門診實務上，當然可以迅速且有效，並協助進行篩選。

但其前提是，即使是簡式版的憂鬱量表，也必須經過嚴謹的編製過程與信效度考

驗的把關。 

 

    以上的建議可提供未來對憂鬱症領域有興趣的研究者一些方向，以更深的期

許對這個現在文明症狀－「憂鬱症」能有更進一步的研究發現，不僅在精神醫學

與心理治療上有學術與實務的貢獻，對憂鬱症者而言更是一大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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