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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在研究主題內容架構、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假設之基礎上，

針對分析結果所獲得之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

節研究發現，第二節建議，第三節今後研究課題與展望。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高中職階段是人生發展非常重要的階段，高中職學生正處於兩性角

色互動學習的階段，再加上社會風氣開放的影響，高中生談戀愛已是非常

普遍的事實，學習正確的兩性交往變成為此階段重要的必修課程。綜合以

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所獲得之發現如下： 

 

壹、假設一：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會因「個人特質」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經由研究發現，個人特質之不同，在 8 個因素中，性別在自我犧

牲因素中有顯著差異，父親每月所得達到相當顯著差異，科系性質則達到

極顯著差異。家人因素中，失戀次數有顯著差異。失戀次數亦在感情破裂

因素中達到極顯著差異。科系性質在友誼因素中達到相當顯著差異。性

別、學校屬性、年級、失戀次數在愛情專一因素有顯著差異。在親密因素

中，父親每月所得及母親每月所得達到相當顯著差異。失戀次數則達到極

顯著差異。在美貌因素中，性別有顯著差異。最後，學校屬性、母親年齡

在承諾因素有顯著差異，父親教育程度達到相當顯著差異，科系性質則有

極顯著差異。因此，此假設並未完全成立，部分修正。 

 

 

 

 



                                    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之相關研究 

 189

   貳、假設二、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憂鬱情緒」會因「個人特質」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經由研究發現，個人特質之不同，在 3 個因素中，學校屬性及母

親每月所得在自我否定因素有顯著差異。性別在心理鬱鬱因素有顯著差

異。因此，此假設並未完全成立，部分修正。 

 

 

叁、假設三、「分手因應」會因「個人特質」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經由研究發現，個人特質之不同，在 8 個因素中，學校屬性在自

暴自棄因素達到顯著差異、科系性質則達到相當顯著差異。在尋求解決因

素中性別、學校屬性有顯著差異。性別在尋求專業因素中有顯著差異。在

大吃大睡因素中，失戀次數有相當顯著差異。年級、父親年齡在宣洩情緒

因素中有顯著差異，父親職業、母親每月所得有相當顯著差異，科系性質

則達到極顯著差異。在淨化心靈因素中，年級有顯著差異，失戀次數、科

系性質則有極顯著差異。因此，此假設並未完全成立，部分修正。 

 

肆、假設四、「愛情態度」、「憂鬱情緒」與「分手因應」三者之間，

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愛情態度與憂鬱情緒相關係數為正 0.2948，P<0.0001，達到極顯

著相關。愛情態度與分手因應相關係數為正 0.4215，且 P<0.0001，達到

極顯著相關。憂鬱情緒與分手因應相關係數為正 0.3630，且 P<0.0001，

達到極顯著相關。此顯示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三個變項，彼此

互相影響。因此，此假設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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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建議    

由於西風東漸及社會風氣開放的影響，校園中、街道上，處處可見

兩小無猜的小情侶，與異性交往也逐漸變成高中職學生的階段性任務；其

次，高中職學生因感情問題不睦衍生的偏差行為事件也有增加的趨勢，

Ｘ、Ｙ世代的感情世界也因此特別受到重視與探討；為了避免不幸事件再

度發生，以下根據本研究之發現及結論提出幾點建議，希望有助於高中職

學生正確處理感情問題之參考。  

 

一、給高中職學生之建議 

   1.多多學習兩性相處之道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的愛情態度傾向「有伴之愛」，大部分受

訪者均認同愛情來自於良好的友誼，且對現況感到滿意。 

ㄧ般而言，高中職學生相當重視愛情生活，他們重視愛情的程度，

已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為了愛情，學生們可以犧牲自己滿足對方，甚至不

惜做一些傻事，只為了吸引對方注意，甚至因為受到小措折，ㄧ時氣憤，

做出令人遺憾的事。因此建議高中職學生，多多學習兩性相處之道，了解

兩性差異之處，建立正確觀念，在面對異性時，才能正確溝通相處，以降

低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2.多參與校內外社團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在面臨分手壓力時，會以課業、社團、

打工等方式，轉移生活重心，因此建議高中職學生，平日在課餘之際，可

以依本身興趣及能力，多參加校內外社團，學習認識自己，並以關懷、尊

重的態度與人交往，拓展人際關係，更可以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其次，

也可以藉由參加各種課外學習活動，培養第二專長，轉移生活重心，而不

只是追求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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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家長之建議 

   1.多關懷學子交友狀況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在面臨分手壓力時，會向家長傾訴心情或

尋求協助的比例並不高，通常都是學生處理失當發生問題了，面臨校規處

分或法律責任時，家長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早已陷入感情問題中無法自拔。

因此建議高中職學生家長，平日應多關心學生交友狀況，掌握交往對象的

背景，發現異狀時立即介入處理，以免造成遺憾。 

   

 2.健全親子溝通管道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在面臨分手壓力時，會隱藏自己的感受，

默默承受難過的感覺。因此建議高中職學生家長，在平日忙碌工作之餘，

仍應利用時間與子女談心，了解子女內心世界，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管

道，ㄧ旦子女面臨感情問題時，較願意向家長抒發感受或求助，以降低偏

差行為發生機率。 

 

 

三、給學校及教育者之建議 

   1.加強兩性教育宣導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在面臨分手壓力時，會向師長尋求協助的

比例並不高，其比例甚至低於向家長傾訴的比例。因此建議學校及教育

者，在要求學生學業表現之外，應多舉辦有關兩性交往的演講、活動，健

全學生的兩性交往觀念，培養正確的應變能力。 

 

  2.落實輔導機制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會向專業輔導人員傾訴心情或尋求協助的

比例並不高，顯示學校的輔導功能並未完全落實。因此建議學校及教育

者，應有防範未然的準備及作為，加強對學生感情問題的諮商與輔導，減

少學生因感情問題衍生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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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今後研究課題與展望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

應之現況，並嘗試找出可能影響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

應的因素，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幾個未來值得繼續探討的方向： 

 

一、研究地區方面 

      本研究針對高中職學生進行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等面向

之研究，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因素，僅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為研究樣本，無法納入全台灣其他縣市地區，研究結果自然無法推論台北

市以外地區的高中職學生，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地區，以獲得更

完整的結果。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日間部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各

高中職校夜間部、進修補習學校及建教合作班的學生，無法了解各層面之

高中職學生在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方面的看法。另外，研究對

象亦可以推及大學生，了解大學生在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方面

的看法，這一部分也有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資料統計分析等方法，了解台北市

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之影響，只著重在量的研究，

僅能對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之影響有初步、

廣泛的了解，無法深入探討受訪者內心感受，建議未來可以進行質化研

究。另外，也可以固定研究對象，隨著年齡增加，研究其愛情態度、憂鬱

情緒及分手因應等面向的改變，或者也可以針對特殊個案進行長期追蹤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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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在探討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之

現況，研究者欲瞭解高中職學生的愛情觀及面對分手課題的情緒反應及因

應作為，故選擇「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等三項作為主要

變項，希望能藉著這項研究透徹了解三個變項的相關性及影響程度，然

而，在愛情世界中，並非我們想像的如此簡單，還有很多相關變項，彼此

錯綜複雜，環環相扣，希望未來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研究者，能夠繼續在

這個研究主題上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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