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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草莓族」、「水蜜桃族」、「柿子族」已然成為一種默許被用來指稱時下青少

年的標籤，這是一個帶有負向批判的圖像描繪，顯示在成人們心目當中的年輕

人，恰如溫室的花朵，不具耐撞性，吃不了苦、也缺乏承受矛盾與衝突的能力與

勇氣。 

諸如行政院衛生署、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年度的調查呈現，近年來青少年

憂鬱症患者比例有節節上升的現象，社會對於當代青少年的身心健康形象建構，

傾向認為，愈來愈多的青少年對於生命的挫折不具備彈性、接受不了生命挑戰。

新聞媒體報導愈來愈多與青少年身心適應相關的事件，許多年輕的生命因為不堪

生活事件的積壓，因承受不了負向情緒困擾而選擇結束生命。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專刊於 2001 年年度的世界

健康報告(The world health report)中，以身心健康(mental health)為題，呼籲各國

與國際組織制定相關計劃與政策，以因應憂鬱症對個人、家庭、社區、以及社會

各階層與國家的影響。WHO 甚至預測，至西元 2020 年，憂鬱症將成二十一世

紀造成人類失能(disability)的第二疾病，而隨之而生的健康受損、自殺、偏差行

為併發等內外化症狀，將引發更多負向的發展結果與社會問題。 

美國兒童及青少年精神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ACAP)根據 1999 年一項 Surgeon General report 調查指出，9-17 歲青

少年身心健康情形發現，青少年重鬱症盛行率界於 5-8.3%，具部份憂鬱症狀的

青少年比率更達 10-15%，18 歲之前的累積發生率甚至達 20%，且憂鬱症一年至

少引發500000個年輕人有輕生念頭。楊浩然(2001)整理Bureau of the Census(1997)

的統計資料顯示，單就女性青少年而言，每年將近一百萬位 15 至 19 歲的青少年

飽受重鬱症之苦。而國內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92 年至 93 年，以 10-18 歲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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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傾向推估的專案研究報告更進一步顯示，國內青少年重鬱症盛行率界於達

8.66%，女生有重鬱症的比率是男生的 2.5 倍，有自殺行為的比率更高達男學生

的 17.6 倍(陳為堅,2005)。比較國內外青少年憂鬱疾患盛行率分佈的情形發現，

國內外的數據於比例有一致的趨向，年輕世代的憂鬱疾患頻率，呈現上揚的趨勢。  

我們因此更擔心的是，這些抗壓性較差的個體，將無法通過危機的考驗，無

法自不利的逆境中存活與成功適應，難以自生命歷程中不斷循環與積累的困頓

中，再次有回復的可能性與最大機會。從防治的角度觀此現象，青少年問題教育

與社會實務工作者，除了思考是哪些原因致使我們的青少年變脆弱了的問題之

外，更正面的思考應是積極思索，如何讓我們的青少年變得更堅毅、更有能力去

承擔生命歷程中(life course)不可避免的重，而能有回復的改善機會？而，當我們

的青少年面對這些生命考驗時，教育與社會相關工作者又能輔以哪些有效的保

護，而非任由青少年朝向內化症狀的憂鬱狀況負向發展？倘若能找出能改變青少

年在心理、或行為症狀上起伏變化的關鍵保護因素，則青少年內化的憂鬱症狀才

能有所出口(way out)。因此，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如何透過介入而獲得緩解，則成

為研究者所應積極探討的面向。  

過去的研究多致力瞭解個人、家庭、與學校中許多變項，對於憂鬱症狀的負

向影響。研究結果揭示諸多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危險因子，諸如

歸因（Masten & Garmezy,1985）、負向情緒經驗、情緒因應失調(楊雅惠,2003)；

負向生活事件、家庭結構改變、失功能父母、不同來源之壓力(Catanzaro,Wasch, 

Kirch, & Mearns,2000；Courbasson,Endler, & Kocovski,2002；Wu, Huang, & Chang, 

2006)、不安全依附(Cicchetti,Rogosch, & Toth,1998；Lopez, Mitchell, & Gormley, 

2002；Vivona,2000)等，並透過關係關聯的檢驗，細緻地將個人的憂鬱症狀與成

長環境之間的關係，做一統整的關聯。這些研究發現確實有助於我們系統地去瞭

解到，在青少年日常所生長的環境脈絡當中，有哪些危險的因素對於憂鬱症狀的

高度預測力。 

    然而，假如那些處於危險因子較多，因而相對較易感(vulnerable)於環境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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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將無可避免地受到憂鬱症的負向影響，只能依循相似的路徑，發展出負

向的情緒、行為、或學習結果(Amato,2006)，那是否意味著，那些曾歷經身心健

康失調的人，只有悲觀的權利，自此沒有自幽谷中走出的可能？假如這個問題的

回答是否定的，那麼，他們的出口與機會又在哪裡(Amato,2006)？藉由對於青少

年生命歷程發展長時期的觀察，並瞭解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將是一個可以找

到協助青少年找到回應生命歷程中變動方法的研究新路徑。在考慮到歷史時間對

於內化狀況「演化」的影響前提之下，研究者才可能一一地推敲造成症狀產生的

前因，以及釐清影響症狀變化的因果關聯與先後次序，如此，才能準確地掌握到

可以改變生命路徑與發展結果的防護因子，亦才能期待青少年尚且有絕佳的機

會，表現地比預期好，並漸能展現在愈來愈好的正向適應結果上(Elder & 

Conger,2000)。 

人格心理學自八零年代起，即針對復原力(resilience)做討論。此研究主題與

利他行為或堅韌 (hardiness) 、 Seligman(2002) 所提及的習得樂觀 (learned 

optimism)、與真實快樂(authentic happiness)相關聯，皆在努力地累積與組織一個

被稱為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理論，以關注能促發個體正向情緒經驗

產生的重要保護因素(Fredrickson,2001)。正向心理學除了強調個人正面功能的價

值，肯定個人所具備的正向性格特質在面對挑戰與挫折之際，仍能發揮運作之

外，持此論者更認為，個人與正向社會環境的互動，將形成一個重要的保護運作

機制，即使青少年仍可能因為易感染於環境脈絡中危險因子的易感性

(vulnerability)，而不免陷入憂鬱的感受與症狀表現，但愈多的保護因子、與相對

愈少的危機因子，將有助於個體復原的機率與具效能的改變(Pollard, Hawkins & 

Arthur,1999)。而 WHO(2001)的報告，亦指出憂鬱症狀確實具有復原的機會，正

作為支持正向心理學對於憂鬱症狀有改善空間與最大可能性論述的具體證據。 

基本上，正向心理學強調如親子互動關係、正確管教方式、安全依附感受等

有利的成長環境，可促成個人正向情緒的培養；也相信在良好關係品質下成長的

孩子，在遭遇負向生命事件時，依然有較大的彈性，能以樂觀的態度，正面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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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人與環境資源，回應與解決挫折困境所帶予生命的歷程考驗(Elder & 

Conger,2000)。 

Gramezy(1987)、Grotberg(1997)、 Rutter(1982)、 Werner & Smith(1992)認

為，擁有復原力，顯示個體具備不屈服於困境，即使遇逆境仍能復原至良好適應

的長處(strength)與能力(competence)，諸如自尊、具生活控制感、進取心、問題

解決技巧、社會能力與責任感等。而學者們認為，這些有助於個體即使在挫折中

仍具堅毅、與應變潛力的內在特質，可透過教育與練習，而逐漸培養獲得

(Grotberg,1993)，並且能逐漸成為孩子所能擁有的重要內在資產 (internal 

assets)(Gramezy,1985)，其並假定，個體在獲致這些特質或說資源之後，能循環

地轉化而成為一種不斷強化自尊與自我效能感的能量，進而作為提昇個人在遭受

挫折或負向生活經驗之際與之後，願意改變、且保持希望，而能有機會及早回復、

獲致改善結果與發展的內在強韌基礎。 

也就是說，復原力被視為一種，可以作為緩衝個人在面對生命歷程所遇及之

負向挫折、或生活事件所直接或間接造成衝擊的內在力量，而這將被視為可以協

助個體面對不同程度壓力、能堅定地支撐下去，以及在面對生命挫折時，依舊能

靠著個人長久所累積的個人資源，彈性且成功因應壓力的基礎 (Brooks & 

Goldstein,2004)。為減少個體在危機中易感染性的可能，且瞭解復原力所能賦予

給危機中孩子們的力量，持相關觀點的危機研究認為，透過教育計劃、與階段性

地設計培養，青少年漸漸能擁有抵抗危險、與因應壓力的能力，採此觀點的研究

者並且暗示，早先階段對於復原能力的促成，為避免與防治個體，在青少年發展

階段易感於環境不利因素負向影響的重要關鍵。 

Benard(1995)、Grotberg(1993、1995)、Rutter(1987)等人則認為，復原力是

一種個體與環境交互而獲得調適的歷程，在個體處於危機時，復原力能緩和危

險因子對個體成功適應結果的損害。亦即，視成長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

會所能提供的外在資產(external assets)，是保護個體免於長期困頓於危機當中、

並能做為減緩孩子受到壓力直接衝突的重要運作機制，其中，諸如上下垂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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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親子關係(Marchard & Hock, 2003)、師生關係滿意感受、與來自教師提供

的情緒支持(Brooks & Goldstein,2003)、及平行的同儕支持(Luthar,2004)等，皆能

做為影響孩子在受挫後，不一定只能獲致不良適應與發展的關鍵社會支持與力

量。 

Garmezy(1991)、Luthar, Cicchetti,& Becker(2000)、Luthar(2003、2004)以個

體在克服困境後所獲致的改變、與良好適應結果來定義復原力。他們認為，復

原力所指涉的，是一種動態的歷程（dynamic process），指的是生活在高度危機

情境或困境（adversity）之中的個體，透過內外在資源的機制運作與保護，可以

將危機對個體發展的負向影響減至最小，而且，有正向調適（positive adaptation）

的機會。Elder& Conger(2000)更因此將復原力定義為個體在挫折環境中所展現的

獨特發展軌跡，擁有復原力的人，常在危機中或歷經危機事件後，表現地比預

期的結果還好(doing better than expected)。 

歸納學者們對於復原力的發展來源與內涵，包括(1)孩子本身的能力；(2)來

自家庭的關係與資源；(3)外在社會環境(wider social environments)所能提供的支

持。而具備高挫折復原力的孩子圖像，綜合復原力相關文獻的整理，部份的形象

可以被描繪出來，即這些孩子們多能藉由成長階段中，在學習歷程裡所不斷生

成、累積的個人與脈絡資本，而漸能以足夠的自信與能力運作，去接受生命歷程

中各式各樣的挑戰與挫折。那些能自挫折中逐漸復原的孩子們，多半在壓力中，

知曉如何善用個人所持有的長處、技巧、與關係為解決問題的資源，一步一步地

調整個人對於困境的理解與感受，並能在挫折的衝擊之後，以正向、積極的態度

去面對生活中不斷的變動。也因此，隨著時間的前進，這些孩子們能依持著自己

的個人力量與環境資源，而漸漸展現回復，並能自長久的不利困境中彈回(bounce 

back from disadvantages)，而展現成功的身心、家庭、學校、與社會適應結果。

而這些復原的結果(resilient outcome)，正清楚地說明，孩子們的發展軌跡並非只

有單一路徑，每個孩子的生命發展皆有轉變的機會。 

正向心理學者們莫不積極地希冀透過實證研究結果、與臨床上所積累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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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瞭解復原力理論的內涵，更重要的是，希冀能藉由研究發現的演進，掌握個

人、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資源如何與孩子生命歷程緊密互動，而產生有效能的

保護機制運作歷程，並期能以此為起點，提昇及強化孩子自身對抗逆境、能擁有

逐漸克服困境的能力(Grotberg,1997；Luthar, et al., 2000)，終能使個人有自挫折

中復原，並產生正向結果，不致在負向症狀之中無窮循環，無法自拔。 

本研究主要以復原力理論對個人、環境關係、與資源的觀點為論，以一般青

少年情緒內化症狀的發展與變化為題，研究者嘗試瞭解負向生活事件對於青少年

憂鬱症狀的影響程度與層面，並試圖以「關係」為主軸，自青少年主要的幾個生

活場域，如家庭與學校脈絡，去找尋能做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大不同

的重要因素，以做為能保護孩子回復心理健康，重獲正向適應結果的關鍵。 

而為求捕捉到這個能轉變憂鬱症狀方向或減緩惡化情況的「改變」機制，研

究者的挑戰，即在於能事先將憂鬱症狀的前後變化情形描述清楚。因此，本研究

企圖加入動態的歷史時間概念，以縱深地檢視來自環境中的負向生活事件，對於

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的起始與長期發展軌跡變化之影響，以及青少年跨時間展現

在憂鬱症狀上的變化、與回復改變情形。而這種藉由比較個別發展軌跡差異的研

究設計，才可以更清楚地回答如下問題:即為什麼有些人在生命挫敗之後，仍然

能重拾勇氣與力量，突破生命歷程中的困境，可以比預期做得更好(doing better 

than expected)，能獲得症狀的改善與回復，並再次接受生活中的挑戰？而為什麼

有些人在面對危機時，不但比預期做得更不好(doing worse than expected)，甚而

陷入更大的生命挫折(Elder & Conger, 2000)，自此一蹶不振，甚而發展出持續惡

化的憂鬱症狀？ 

研究者預期，透過關鍵保護機制的運作，藉由個人的能力、與環境之間良好

關係的建構，與正向關係感受的建立，那些即使曾經擁有較多的憂鬱症狀、而在

一開始表現出較嚴重憂鬱傾向的青少年，或者曾經遭逢較多負向生活事件的青少

年，他們並非只有單向且持續惡化的情緒發展趨勢，反而，可期望他們絕對可以

有回復平穩、獲致改善的復原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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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重點，不僅只聚焦於瞭解台灣青少年於憂鬱症狀上整體、且長期的

團體表現與趨勢，更希望能藉著保護機制的探尋，讓相對少數、卻是值得關注的

高易感性憂鬱症狀青少年，在限制 (constrain)之下有找到出口的最大機會

(opportunity)。如此，針對處於高度危機青少年的內化症狀，教育與輔導工作才

有著力之處，才知道透過哪些可為與可具體積極改變的路徑，使得那些易受負向

生活經驗、或困頓經歷，而導致負向症狀產生與惡化的青少年，能夠自個人所擁

有的資源與支持中，找到生命出路，而非只能悲觀以對。 

目前許多復原力的相關討論，多是質性研究的結果，在長期的觀察或以敘事

研究方法所獲得的重要推論(Elder & Conger, 2000；林祐誠，2004)，大樣本的量

化分析部分相對不足。且囿於横斷式資料(cross-sectional data)的限制，國內針對

復原力的努力，仍多著墨於來自個人特質、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危機因子，對於

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影響與預測。不過，當我們欲進一步瞭解在挫折中的個體短

期、與長期內在情緒與憂鬱症狀起伏與發展變化的情形時，並期望藉由長期追蹤

與重複測量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去進一步地瞭解造成個人憂鬱症狀回復、或惡

化影響差異、與動態轉折的重要影響機制為何時，單一時間點的測量資料，將無

法回答這些跨時間(over time)成長的演變情形，亦也較難以深入討論隨著時間推

演，造成個體為何在憂鬱症狀的發展軌跡上具有差異、以及造成差異因素之前因

後果與影響層面的時效性等問題( Singer & Willett, 2003)。因此本研究將採用長

期性的貫時資料(panel study)，加入時間的因素，來討論青少年憂鬱症狀隨著時

間變動而改變的機制、與造成同樣不利環境下卻有發展軌跡差異(改善、惡化、

維持穩定)的問題。 

而結合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長時間的演變探討，本研究其一目的，

除了精準地描述所有受試樣本的憂鬱症狀發展真實的軌跡變化之外，藉由資料與

統計模型的驗證，研究者意圖具體地將過去許多對於青少年復原的理論想像「具

象化」，並將過去理論觀點視家庭、學校脈絡中資源在同一時間點、有同樣影響

力的理論陳述，在拉長觀察時間點的研究設計下，做更深入的前後時序區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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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應理論的重要想法。即，倘若家庭某些因素，是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較嚴

重的來源，那是否有來自家庭系統之外的因素，是可以讓青少年憂鬱症狀產生不

同變化方向與速率的重要原因？若此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那些處於較多負向生

活事件、或擁有較差家庭資源的青少年，也並不應該是被認定為表現得比預期差

的一群，學校或家庭系統以外的環境脈絡，將是一個可以提供改變因子的關鍵場

域。 

此外，透過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軌跡」的建構，即估測個別青少年在憂

鬱症狀起始狀態(initial level)與經過時間而惡化或改善的改變測量(即變化或斜

率,slope)，本研究除了說明個別青少年在多個時間點之間長期內在的憂鬱變化情

形之外，將特別關注家庭負向生活事件，包括家庭經濟不利、父母婚姻衝突、離

婚等，作用於一般青少年的短期與長期影響(Amato & Cheadle, 2005；Phillips et al., 

2005；Wu, Huang, & Chang, 2006) 。而這樣的研究分析方式，則是在將時間面

向的因素，納入本項復原力研究的架構之中，以進行因果機制與聯結關係的檢視

與解析，瞭解負向生活事件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效果、與預測

力。研究者繼而分析與比較，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不同的青少年，在哪些特

性顯示差異，以確認能影響與預測個人長期在內化症狀成長與變化各異的重要關

係或資源為何。 

藉由個人、以及個人與周遭環境系統關係之間的探討，本研究希望深入去研

究，處於家庭的危機中的孩子，長期且動態的復原力機制運作。研究者也藉著實

證資料與理論的對話，瞭解易感於家庭壓力的高危險青少年，如何自較高的憂鬱

症狀中漸獲復原結果(resilient outcome)的歷程。而這些努力皆是希望能回答如下

發問，諸如，為什麼有些孩子可以處理這些家庭危機而順利成長，而為什麼有些

孩子卻為無順利度過？這些來自個人與環境中的資源，哪些又是影響相同發展條

件的青少年，在三年的時間推演下，在憂鬱症狀的變化結果方面，比預期好、或

比預期差的重要因素？至於這些機制又如何對不利家庭青少年，產生有利的發展

動能(engines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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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一層層地像剝洋蔥似地，本研究將以「個人」內在資產、與外在之「關

係」資產為主，從內而外地檢視這些來自個人內在能力、來自家庭與學校脈絡外

的關係互動與主觀感受、及憂鬱症狀三者間的關係生成與變化，以解釋與說明部

分個體如何在幾個關鍵保護機制的運作之下，逐漸復原並獲得成功改善與變異，

並順利自困境中回復，以致獲得良好適應發展結果的動態歷程。 

本研究的目的與分析策略，因此並不聚焦於青少年復原力的概念建構，而

是，意在將青少年如何在國中階段，接受環境挑戰，並表現得比預期較好、或較

差發展之個別差異的前因後果、與轉折機制說明白，當研究者可以把個人與環境

的交鎖與演變關係，自時間與青少年的生命歷程之中仔細推敲出來，那麼，復原

力的理論框架，將可以更紮實地與真實地貼切、與解釋當代青少年的身心發展軌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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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一、為瞭解青少年於國中三年的青春期時期，憂鬱症狀的團體與個人變化情

形，並以具體地以實證資料，檢證青少年憂鬱症狀是否符合復原力理論對於發展

軌跡，包括回復、惡化、穩定維持的動態轉折想像，一年的橫斷式測量資料，恐

怕無法回答這些跨時間(over time)成長與演變情形。因此，為了捕捉所有青少年

在國中三年期間，憂鬱症狀發展變化軌跡具差異性的真實趨勢，本研究加入時間

的因素，藉由長期且多個時間點重複測量的資料，討論個別青少年在內在憂鬱症

狀的起始狀態，與長期的個人成長變化與發展軌跡差異情形。 

二、以復原力的理論來探討憂鬱症狀時，經歷且易感於負向生活事件，而被

預期有較差發展結果的青少年，常是研究持續關注的對象。而站在教育與防治的

角度，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一，即在瞭解負向生活事件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

狀態與變化斜率的影響與預測。源自於家庭系統中的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

鬱症狀成長與發展軌跡的關係，則是本研究問題主要探究的焦點。 

三、為了回答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是否「殊途同歸」、以及造成青少年憂

鬱症狀發展軌跡獲致改善或一路惡化的個別差異問題，自個人、家庭與學校脈絡

等三個青少年主要的生活場中找尋關鍵的保護機制，包括個人自尊、親子關係滿

意度、親子互動，學校依附感、班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逐一探索個人與環

境的因素如何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在起始平均數、與變化率的差異，為本研究所

關心第三個研究問題。 

四、研究問題四即在瞭解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隨時間，而有獲致改善、或愈

來愈惡化差異的基本屬性。本研究主要在解析，造成憂鬱症狀發展軌跡不同之兩

組青少年，在長期憂鬱症狀的變化方向與速率有所差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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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確保研究的重要研究變項，在概念上的意義具明確性，茲將本研究的關

鍵變項，進行定義的說明。 

 

一、復原力(Resilience) 

本研究的復原力，指稱的是個體能藉由內在的個人能力、與來自外在環境脈 

絡中的外在資產(Luthar,2004)，在憂鬱症狀的平均分數上，呈現「表現地比預期

好」、且在憂鬱症狀的分數上表現「改善」的動態轉折情形。 

    為了掌握青少年跨時間在憂鬱症狀發展上的改變情形，以確認青少年在時間

的前進下，憂鬱症狀分數呈現由高到低的變化情形，本研究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LGC Model)，捕捉個別青少年在國一時期的憂鬱症

狀起始「截距」、及國一至國三三個時間點，憂鬱症狀「斜率」的內在成長變化。 

    而那些在國一測量時表現出較高憂鬱起始分數、卻跨時間在憂鬱症狀變化方

向與速率上，展現一路下降之改變軌跡的青少年，即是本研究所謂在憂鬱症狀發

展軌跡上，具復原結果的青少年。 

 

二、保護機制(Protective Mechanism) 

    保護機制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可以作為改變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跨時

間而能致使青少年在內在成長與發展軌跡變化，朝向改善、及復原結果的正向

內、外在資產。 

    本研究自個人自尊、來自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關係」感受與滿意度，來做

為保護機制的具體操作。其中，包括家庭脈絡中，青少年知覺的父母關係滿意度、

親子正向支持及負向嚴格管教，以及學校脈絡中，青少年的學校依附、班級凝聚

力、與好朋友關係感受。 

    而來自青少年重要生活場域的保護因子，除了短暫影響青少年在憂鬱症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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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狀態之外，更作為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的關鍵。擁有個人

自尊、與來自家庭與學校脈絡中良好的關係感受作為保護機制，青少年憂鬱症狀

發展軌跡，傾向逐漸表現出開高走低、表現地比預期好的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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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重要性 
 

一、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一，即在檢驗復原力理論所提出的憂鬱症狀歷程模式 

想像，與大樣本長期性的量化資料是否適配。 

二、藉由三年貫時性的重複追蹤量測資料，青少年個人的成長曲線軌跡提供

迴歸曲線的試合訊息，除了可以真實反映與推估出所有受試青少年(而非以臨床

病例樣本為抽樣基礎)的憂鬱症狀、與個人內在成長的變化情形之外，聯結關鍵

的個人或環境中變項，去探討造成個別差異的機制運作。結合更適切的研究方法

分析資料，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有助於復原力理論深廣度的擴展，並能做為過

去多以橫斷與質性資料做為佐證的理論，有被「具象」、與「動態」操作的證明。 

三、本研究欲建構一個較完整的復原力理論模型，用以解釋與掌握影響青少

年憂鬱症狀，為何、與如何變得更好、或變得更差的重要轉折關鍵。本研究一項

重要性，即在確認影響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與長期預測改善或惡化發展軌跡各異

的保護因子，以積極回應正向心理學對保護機制找尋的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