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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少年憂鬱症狀與復原力 

    本節主要在說明:第一，憂鬱症狀的相關研究，歸納國內外研究結果與發現

的累積，並陳述選擇以青少年憂鬱症狀為題的理由。第二，整理青少年憂鬱症狀

與復原力理論的關係，並依此提出研究的中心主軸。 

 

一、憂鬱症狀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屬的專刊於 2001 年年度

的世界健康報告(The world health report)中，即以身心健康(mental health)為題，

呼籲各國與國際組織針對此議題制定相關計劃與政策，正視憂鬱症對個人、家

庭、社區以及社會各階層與國家的影響，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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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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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浩然，2002)。美國兒童

及青少年精神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ACAP)的估計指出，根據一項 Surgeon General Report 於 1999 年調查 9-17 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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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青少年比率則達 10-15%，18 歲之前的累積發生率甚至到達 20%，顯示青少年

的憂鬱疾患頻率持續增加，且憂鬱症一年至少引發 500000 個年輕人有自殺的念

頭。WHO(2001)報告更指出憂鬱症在復原後兩年內大約有 35%的人會復發

(recurrence)，對認知、社會功能、以至未來生活與適應等，皆有較負向的影響。               

國內行政院衛生署調查則顯示，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有 8.9%有憂鬱症狀，

與憂鬱症息息相關的自殺，也擠入十大死因排行榜(刁曼蓬、陳名君，2004)。楊

浩然(2002)所完成青少年憂鬱症狀及憂鬱疾患追蹤研究，針對台北市 2447 個國

中生所進行的盛行率估計發現，台北市青少年憂鬱疾患盛行率與國外相當。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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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於 2003 年至 2004 年，以 10-18 歲學校學生憂鬱傾向推估的專

案研究報告顯示，國內青少年重鬱症盛行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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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趨向一致，年輕世代的憂鬱疾患頻率，在

青春期呈現上揚的趨勢。 

自防治的角度觀此現象，以一般青少年為對象，研究目前青少年內化的憂鬱

症狀傾向與身心健康的分佈情形，以及早做教育性的預防與介入，實為刻不容緩

的當務之急。憂鬱症的議題一直是國內研究的重點，累積的豐富文獻，指出幾個

助長憂鬱症形成的危險因子，整理如表 2-1。 

 

表 2-1 國內探討憂鬱症狀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究問題 研究發現 

黃子恩 1992 採用實驗設計，比

較憂鬱向與非憂鬱

傾向學生，在負向

想法與正向轉移策

略上，是否有差異

存在。 

1.憂鬱傾向者有較多負向想法。 

2.憂鬱傾向大學生也會選擇正向轉

移策略，不過具憂鬱傾向者無法採

用適當的轉移策略去抑制負向想

法。 

楊順南 1995 整合造成大學生憂

鬱的認知模式，探

討個人對負向事件

的知覺、基模與評

估等，與自尊感、

認知性憂鬱的關

係。 

1.自尊感與認知性憂鬱有負相關。 

2.自尊感對憂鬱具負向的影響力。 

3.負向自我基模對認知性憂鬱有正

向的因果關係，自尊感對認知性憂

鬰亦呈現正向因果關係。  

4.自尊感對認知性憂鬱沒有直接的

因果關係。  

5.負向事件知覺愈多導致負向自我

基模愈強，並導致低自尊、認知性

憂鬱產生。  

6.自尊感與憂鬱的因果路徑有待進

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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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惠萍 2002 以台灣人憂鬱症量

表，探討高三學生

個人背景變項、雙

親教養、人格特

質、社會支持、生

活事件與青少年心

理健康之間的關

係。 

1.16 歲以前感受到關懷的雙親教養

態度，青少年有較好的心理健康。

2.負向生活事件數目愈多的青少

年，憂鬱狀況愈嚴重。  

3.社會支持情形愈好，憂鬱狀況愈

少。 

4.雙親教養態度以人格特質為中

介，影響青少年憂鬱。  

5.女性、社會支持少、負向生活事件

多者可用來預測青少年憂鬱狀況。

6.負向生活事件直接影響青少年憂

鬱，少部分藉由社會支持影響青少

年心理健康。 

廖文慈 1997 探討依賴與自我

評評型憂鬱症狀

大學生，對負向事

件的反應，以及認

知型態、社會支持

與憂鬱程度之間

的關係。 

1.情緒支持和陪伴等社會支持有助

於減輕依賴性格大學生的憂鬱情

緒。  

2.訊息支持能有效降低自我批評性

格大學生的憂鬱程度。 

3.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認知型態等

心理社會因素皆為憂鬱的良好預

測因子。  

4.家人給予的訊息與成長支持，對依

賴性格者具良好保護作用。  

5.社會支持對自我批評型憂鬱症狀

較具解釋力，且在遭遇不同類別困

擾時，朋友支持滿意度的解釋力高

於家人。 

李素芬 2002 以質性研究瞭解早

年家庭經驗，對於

就診中憂鬱患者的

關聯與影響。 

1.重要他人的負向對待，造成負向與

悲觀自我概念，在生活壓力事件產

生後，促成憂鬱症形成。  

2.受早年家庭經驗影響所產生的自

卑、沒自信自我特質，致使產生無

法解決問題與害怕失去控制的不

安全感，引發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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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鈺菇 1999 以社區樣本的國中

生為樣本，採取二

年的縱貫研究設計

探討負向事件跟青

少年憂鬱症的關

係。 

1.青少年平均遭遇 4.5 件生活事件，

負向事件與負向衍生事件與青少

年憂鬱症狀有顯著相關。  

2.第二年的憂鬱症狀可由第一年之

憂鬱症狀、負向衍生事件、及人格

之神經質來預測。 

楊浩然 2001 探討台北市國中生

憂鬱疾患的發生率

及探究造成憂鬱的

危險因子，並探討

生活事件與憂鬱症

中的中介因子及調

節因子。 

1.女孩重鬱及輕鬱症的盛行率，顯著

高於男孩。  

2.具內向人格、早熟或低成就青少

年，傾向遭遇較多負向生活事件，

而有較高憂鬱傾向的危險。  

3.自我概念、與自我知覺能力，為負

向衍生事件與憂鬱症狀關係中的

中介因子。 

陳柏齡 2000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

的青少年，在生活

壓力事件、學業失

敗容忍力與憂鬱傾

向上的差異。 

1.國中女生憂鬱傾向高於國中男生。

2.生活壓力愈高的國中生，憂鬱傾向

愈高。  

3.學業失敗容忍力愈高者，有愈低的

憂鬱傾向。  

4.生活壓力與失敗容忍力，並不會交

互影響國中生的憂鬱傾向。 

徐世杰 2003 以高中在學生為受

試，研究不同背景

變項、不同雙親教

養類型對青少年憂

鬱之影響。 

1.年級愈高、學業表現愈差、生活滿

意度愈低之青少年，憂鬱程度愈

高。 

2.憂鬱青少年所知覺的雙親教養態

度，以低關懷、高保護的低情感控

制型為主。  

3.青少年憂鬱與所知覺之保護教養

程度為正相關；而與知覺之關懷教

養程度呈負相關。  

4.保護教養因子得分愈高，即過度保

護、控制與情感過深的連結，與憂

鬱程度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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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惠 2003 以面臨生涯抉擇壓

力的大四生為受

試，探討依附、負

向情緒調適、壓力

因應對情緒經驗的

影響。 

1.壓力非常大的大四學生比壓力大

者憂鬱。  

2.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快樂與憂

鬱上有顯著差異存在，安全依附型

態的大四學生較逃避與焦慮依附

型態者不憂鬱。  

3.個人的依附關係，會透過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和情緒焦點壓力因應的

中介而間接影響快樂、憂鬱的情緒

經驗。 

 

細究目前國內研究憂鬱主題發現，研究變項方面，國內針對憂鬱症的關注焦

點，主要在瞭解造成個人有憂鬱傾向與疾患的危險因子，包括個人(性別、年齡、

自尊、歸因組型、壓力知覺與因應策略、自我效能)、家庭變項(家庭結構、社經

地位、負向生活事件、雙親教養方式與態度、依附情感)、學校或社會變項(學業

挫折力、朋友支持滿意度)等層面對於個人身心健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這

些研究發現，多以壓力因應、認知行為、發展理論等觀點，來解釋個人對於壓力

的評估與因應，多在「負向生活事件—對事件負向的知覺或扭曲—認知評估或歸

因—對內外在效能評估—憂鬱」的因果鏈上，各有著重地在解釋憂鬱症狀的形成

機制及後續影響。藉由這些理論與實證結果的對話累積，確實有助益於對關鍵影

響與預測憂鬱症狀因子的掌握，亦愈能瞭解憂鬱症狀所能帶引起的負向影響及其

損害。 

    這些豐富的研究結果所延伸的重要思考在於，這些易感染(vulnerable)於環境

中危險因子的個人，在憂鬱這個世紀病的襲擊下，是否仍有出口？那些在青少年

時期即經歷憂鬱疾患發作(episode)的青少年，有無復原的回復可能？亦即，在先

天的限制之下，這些長期暴露於高危險情境(at risk)或因此暫時無法擁有良好適

應結果的青少年，他們所擁有的機會在哪裡？同受憂鬱症狀困擾的青少年，造成

有些人能抵抗生命危機，而有些人卻持續低潮的重要差異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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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統計數據與研究發現顯示，憂鬱症的普及率愈來愈高，研究對象除了以

臨床上的嚴重罹患者為受試之外，去關懷從一般母體中所抽出之樣本青少年的憂

鬱症狀分布情形，早期掌握出現部分憂鬱症狀癥兆青少年的發展狀況，應更能有

效地達成早期防治的教育目的。本研究因此欲瞭解，台灣一般青少年在憂鬱症狀

的長期表現情形，並希望找出造成憂鬱症狀結果有所差異的關鍵原因，以積極協

助憂鬱症狀青少年有走出藍色情緒的機會。 

 

二、復原力 

倘若所有曾在心理健康受過損害的青少年，將依循著相同的發展結果而無差

異可言，在憂鬱的循環當中沒有回復的可能，則教育無可施力之處。 

Rutter(1987)、Werner(1989)的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成長於高危險環境之下，

孩子並非只發展出既定且不樂觀的負向結果，仍有部分的孩子在挫折情境下，能

免於身心障礙的危機，即使遭遇挫折仍能有調整至健康情緒的可能，並有朝良好

適應發展的機會。 

正向心理學的觀點對壓力的研究，已逐漸自因果關係的探討，轉向而至對壓

力緩解是否具個別差異這個議題的關注。此學派一方面注意到「個人」與「環境」

的交流互動，所能帶引起的效能改變，一方面在努力找尋那些能降低危機因子影

響、而能提升個人良好適應的保護機制(protective mechanism)。因此，藉由對那

些克服個人困境，而自挫折中復原、獲得成功適應個體，所做的生活情境脈絡與

動態歷程的瞭解，將有助於我們更具體地掌握到青少年發展歷程中，能促成憂鬱

症狀有效改變與復原的能力與保護因子，即使青少年仍可能因易感染性而不免陷

入憂鬱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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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ard, Hawkins& Arthur,1999)，復原力的力量將讓教育有諸多積極可為之

處，毋需悲觀以對。 

針對復原力的建構概念與影響因素的研究，學者們有愈來愈多努力與歸納。

Gramezy(1987)、Grotberg(1997)、Rutter(1982) 、Werner & Smith(1992)等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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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復原力，即顯示個體具備不屈服於困境、在逆境中能復原至正向適應的特質

與能力。諸如對無助免疫的習得、樂觀、對逆境正確的認知歸因、解決問題能力、

創造力、彈性、希望與活力等，皆有助於人們在面臨挫折時，仍能展現高度的個

人動機，以活力與願意改變的力量，轉化挫折逆境為轉機。 

許多學者的研究亦顯示，個人內在所擁有的心靈力量與性格，如對生命充滿

希望、具生活控制感、自律與自制力(Brooks & Goldstein,2004；Grotberg,1997)，

還有紀律與社交能力(Elder & Conger,2000)、同理心、利他、進取心、責任感

(Grotberg,1997；Grotberg,1993)等，皆將有助於個體復原力的培養。這些研究認

為，這些個體應擁有的長處(strength)，是可藉由教育或練習的方式拉引出來，而

一旦累積生成，這些個人屬性與特性，將醖釀與轉化成為孩子所能擁有的重要的

內在資產(internal assets)、或個人資源(Gramezy,1985)，其並假定個體在獲致這些

能力(competence)之後，能強化自尊與提升自我效能感，進而能作為提昇個人在

挫折之際與之後，尚能及早復原的力量。也就是說，復原力被視為一緩衝的內在

力量，能協助個體在不同程度的壓力下，仍能努力地支撐下去，且在面對生命不

斷循環的不確定與不可預測時，還能坦然地在歷練後，轉化為個人未來所能擁有

更多的堅毅心智、與應變潛力(Brooks & Goldstein,2004)。 

Benard(1995)、Rutter(1987)、Grotberg(1993、1995)認為復原力是一種個體

與環境交互而獲得調適的動態歷程，在個體處於危機時，能緩和危險因子對個

體成功適應的損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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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保護個體免於長期危機與不良適應的重要運作機

制，諸如父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與同儕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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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生

活在高度危機情境中的個體，透過內外在資源的機制運作與保護，可以將危機

的負向影響減至最小。 

Elder & Conger(2000)因此將復原力定義為，個體的發展軌跡，在危機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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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之後，仍能表現地比預期結果還好(doing better than expected)。 

在復原力的測量方面，Grotberg(1993)以復原力的來源，包括外在環境特質、

內在心靈力量、與可獲得的因應技巧為主，編制一份包含社會技巧、控制、及情

境因應分量表的挫折忍受力量表，做為個體展現復原力的操作型定義。基於研究

對象為青少年，加上 Grotberg(1993)編製的情境因應分量表問卷信度較低，國內

張明宜(民 89)以受試者對生活的投入取代，修編一份包含社會技巧、控制、投入

的青少年復原力量表。 

綜合 Garmezy(1985)、Grotberg(1993)、Luthar(2004)對復原力內涵廣義的定

義，本研究所聚焦的復原力主要源自於兩方向，包括(1)個人本身的內在資源，

即個體能透過學習而聚成的性格特質，此為個人在面對生命歷程中的壓力衝擊

時，擁有的有利個人內在資產；(2)外在環境(wider social environments)資源，即

包含由家庭、學校所組構成的優良成長環境。而這些內外在資產，則共同交互形

成保護的機制，能成為幫助個體在面對生命歷程中的逆勢時，能以堅毅與彈性回

應挫折的基礎，並能逐漸自不利困境中彈回(bounce back from disadvantages)，並

擁有良好的身心適應與復原結果，而非絕望地習得無助感。 

文獻的評閱讓我們瞭解到，國內針對青少年復原力的努力，雖然有助於我們

瞭解到危機因子對於青少年行為、與身心適應的影響，但由於大部分的研究，主

要以橫斷式的資料，來討論家庭失功能對於青少年發展的影響，較難看出個別青

少年發展結果的變化差異，亦難只以截斷分數的情形，來看出在同一個時間點

內，青少年在憂鬱症狀發展上變好、或變壞的改變情形，如此，將難以作為決定

青少年隨著時間的演進，是否會變得比預期好或比預期不好的判準。因此，為求

動態地捕捉到青少年隨著時間而產生改變的歷程，加入時間因素，由長期追蹤的

資料細部地檢視：(1)青少年於青春期憂鬱症狀的整體變化情形，以及青少年憂

鬱症狀成長發展軌跡的個別差異；(2)負向生活事件對於個人憂鬱症狀的短期與

長期影響，確認造成個人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較嚴重、與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持續

改善或惡化差異的家庭危險因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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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一個研究焦點則聚落在討論青少年在遭遇挫折時，有哪些正向的因

應與保護機制可以運作，以減少危機因子對憂鬱症狀長久且持續的負向影響，以

期能找出造成挫折中青少年憂鬱症狀不同發展軌跡的差異關鍵。透過共變項的置

入，研究者試著更動態地結合青少年生命歷程發展，以瞭解個人憂鬱症狀，究竟

透過哪些個人與環境脈絡中的保護因子，而能有效地減緩與協助青少年有機會回

復至健康身心狀態，獲致適切的調節。最後，又有哪些保護機制，是造成同處挫

折的青少年隨著時間推演而有不同方向的發展結果？憂鬱症狀改善、或惡化這兩

群的青少年，他們的憂鬱症狀隨著時間演進而變好、或變不好的差異關鍵在哪？

這些針對為什麼有些人可以免於憂鬱症狀的長期困擾，而有些人卻無法自幽谷中

爬起的探討，將成為本研究關心的重點。藉由發展軌跡個別差異的比較，我們才

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少年於復原力的展現與發展，證明個體在生命挫敗之後，仍能

有比預期做得更好的希望可期。本研究預期所獲得的研究結果，能實際幫助經歷

較多憂鬱症狀影響的青少年，能有重獲健康心智與回復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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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 

 

當以復原力的理論來探討青少年的憂鬱症狀時，問及哪些孩子易感於危機而

最有可能被預期表現地較差、有較負向發展結果時，因為青少年早期的重要生活

場域為家庭這個系統，因此，源自於家中成人(主要為父母)的問題、或親子關係

互動的生活經驗，多半對青少年孩子來說，是形成壓力或挫折的負向經驗來源。

所以，對於那些經歷家庭負向事件而暫時失功能(dysfunction)、或處於不利

(disadvantage)的青少年，常是研究所欲積極關懷的對象(Amato,2000；Luthar, 

2003)。 

楊浩然(2001)、邱鈺茹(1999)、鄭惠萍(2002)、Wu, Huang, & Chang (2006)的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年早期所經歷的負向事件，如低社經地位(socio economic 

status)、低經濟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對憂鬱症狀的預測具顯著效果，對青少年

的身心健康、學業、行為發展結果，亦將造成負向影響。 

而對成長於父母婚姻關係品質不佳的青少年來說，較有問題與衝突的家庭關

係狀態、與父母婚姻關係的改變，如離婚，將形成與積累成壓力源，而使他們較

易感於家庭關係與結構的不穩定(Buchanan, Maccoby & Dornbush,1996)，而可以

預測這些家庭系統中的負向生活事件，會致使青少年表現出較多的憂鬱症狀，及

較差的負向發展結果( Davies & Dumenci,1999；Goodman, 2000；Phillips, Hammen, 

Brennan, Najman & Bor, 2005)。   

至於單親母親在離婚之後，通常較常陷入經濟不利的狀態(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對孩子來說，父母婚姻狀態的改變、與家庭經濟資源不足，無

疑是一種累積的負向生活事件，青少年的身心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與學

業結果的發展，因此會受到家庭結構改變的直接衝擊，並且透過隨之而來的經濟

壓力感受、教育機會與資源的不均等、生活環境轉變、親子關係品質變化、社會

與情緒支持的缺乏等影響，成為一種代間傳遞的負向限制(Amato & Chea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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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Amato, 2000)，而在這種家庭系統中成長的青少年，研究發現常預測其在

成人階段，表現出較多情緒失調或憂鬱症狀的問題(Amato & Sobolewski, 2001)。 

    不過，幾篇針對家庭結構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的研究結果亦顯示(Simons & 

Chao,1996；吳齊殷，2000)，不論出身何種家庭結構的孩子，他們大多數都能展

現正常健康的發展模式與身心適應。此些研究正正向地以實證回應復原力的理論

陳述，暗示一個重要的訊息，即，那些成長於不利家庭結構中的青少年，雖然確

實比那些成長於完整家庭中的青少年，面臨更多負向生活事件的累積，有相對較

高歷經負向憂鬱症狀的危機與風險，但是，並非所有負向生活事件皆會造成青少

年陷入永久的壓力而無法掙脫，例如父母在婚姻中的爭吵衝突，有時往往比父母

離婚這個事件本身，帶予孩子更多的負向衝擊與長久影響(Wu, Huang, & Chang, 

2006)。    

愈來愈多的研究支持(Luthar,2003；Marchard & Hock, 2003)，透過保護機制

的調節與運作，如家庭內親子關係滿意度、或正確教養方式、家庭外的師生關係、

與同儕關係的支持等，他們依然能以所擁有的自身能力、與內外在資源，去克服

來自家庭生活中的危機與挫折，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回復正常發展軌跡的最大

機會。來自家庭中的負向生活事件，並非是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產生差異存

在的唯一關鍵，而家庭的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與發展方向

變化的影響層面與因果時序，亦有必要藉由長期的觀察資料，重新做推敲。 

此外，過去國內許多受試對象是臨床上的疾患，而本研究的目的則在透過對

一般青少年的長期縱貫性的追蹤，以瞭解家庭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之

間的關係，藉以說明負向生活事件對青春時期青少年憂鬱症狀所造成的短期、與

長期影響，意即將青少年內化症狀、與環境的因果關聯，論證明白。本研究預期，

有一群青少年，即使歷經負向生活事件的負向影響，而導致憂鬱症狀的顯現，然

而，隨著時間與適應的差異，他們將有不一樣的憂鬱症狀發展路徑，有些人能展

現回復的力量，走出幽谷；有些人卻將自此在挫折感受中不停地徘徊，迷失不知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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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群改善與惡化的青少年，研究者預期，這兩組青少年的人數比例可能

相對少於穩定且平順發展的多數青少年，但是，倘若藉由研究的設計與結果發

現，可以找尋到影響青少年在憂鬱症狀改變差異的重要屬性，那麼，這些關鍵的

改變因素將可以被視為保護的因子，可以幫助更多青少年，在遇及負向生活事

件、或生命歷程不可避免的挫折挑戰時，讓他們相信，其實透過環境中的內外在

資源或關係，自環境的限制下找到出口，獲得復原、並能繼續順利成長發展，絕

對是行得通的一條生命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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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復原力的保護機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 
 

    在找尋保護危機中個體免於憂鬱症狀與適應不良結果，或欲尋求協助困頓

於憂鬱症狀的個人，擁有復原最大機會的歷程中，研究發現大多認為，在青少年

日常所主要成長的環境脈絡下，自個人、家庭、與學校場域中的互動關係觀察青

少年的適應，最能找到關鍵影響青少年在憂鬱症狀上有不同成長軌跡與結果的保

護機制。 

以台灣青少年而言，時值青春期的國中生，基本上，家庭仍是形塑他們價值

觀與個人能力的重要生活場域；至於學校所逐漸擴展與建構的社會關係網絡、以

及青春期對於家人以外之社會關係(主要是友誼關係)的重視，更直接、與間接地

成為影響個人在發展結果有差異存在的重要機制。因此，在談論青少年的復原歷

程與保護機制時，家庭與學校脈絡，則成為個人獲得內外在資產的兩大主要生活

場域。 

「生命歷程理論」從觀察青少年的日常生活與成長歷程(life course)出發，認

為應全面地自家庭與學校生活經驗與關係品質(quality of relationships)，來瞭解青

少年成長的環境、與關係脈絡，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尤其，對那些處於早期環

境不利的青少年來說，關心哪些保護因子可以使他們在危機中仍能朝向更好的發

展結果、而非預期中較易感於危機(increasing vulnerability trajectory to risks)或表

現出比預期較不好(doing worse than expected)的負向結果發展，則顯出預防與補

救的實質意義。 

臨床心理學家 Brooks & Goldstein 的臨床經驗，或是 Conger & Coger(2002)、

Elder & Conger (2000)等人，長期觀察 Iowa 農村一群被視為有復原力、並獲得成

功適應青少年的縱貫研究，以及如 Amato(2000)、Cicchetti, Rogosch, &  

Toth(1998)、Garmezy(1985)、Grotberg(1993)、Luthar(2003)、國內張明宜(2000)、

蔡宜玲(2001)、廖文慈(1997)等人所呈現的實証研究結果，質量分析發現皆強調

早期教養經驗與家庭、學校的關係聯結(Tie)與氣氛、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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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能提供給危機中孩子的保護與積極影響，諸如有較好的彈性與堅毅力

(hardiness)，而能有較佳的適應(Luthar,2004)。 

而針對保護機制的探討，本研究主要在回應正向的復原力理論相關的討論

(Amato,2006)，回答「是否所有危機中的孩子將依循同樣的軌跡」、「所有的孩子

皆有相同的影響？」 (Are all children affected similarly？)、還是仍有機會在保護

機制的影響下，負向結果的持續與嚴重性尚有個別差異？與「我們知道哪些可協

助這些孩子？」 (Do we know what helps？) (Amato, 2000) 等問題。探過探討那

些能影響同具憂鬱症狀青少年在一段時間後，為什麼產生改變與發展各異的關

鍵，本研究預期能找到減少憂鬱症狀惡化，而增加對憂鬱症狀回復的重要變項，

以提供家庭或學校中的重要他人，在面對一群易感脆弱的青少年時，有可著力之

處。 

本小節將整理目前復原力對青少年憂鬱症狀所能運作之保護機制的探討，以

期自個人、與家庭與學校中，歸納出幾個重要的互動關係，續而，以此為基礎，

掌握住家庭與學校脈絡中，可以影響與幫助憂鬱症狀復原之內外在資產來源。這

些整理也將回應一個問題，即對那些家庭不利的孩子來說，除了家庭中所尚可獲

得的正向親子互動關係、與親子關係滿意度之外，學校脈絡會是他們在負向事件

衝擊下，能獲取社會支持、資源、與力量的新路徑(new routes)與雙重機會(dual 

chance)？ 

 

 一、家庭脈絡下的保護因子 

Erikson 的心理社會發展論(張春興，1991)特別關切孩子在發展階段，對照

顧者信任關的係建立、關愛、安全依附、父母鼓勵、與教養方式，對於孩子情緒

與心理發展的重要性。依此作延伸，心理學家席格爾(Julius Segal)所指稱的「魅

力成人」，也在彰顯成人社會支持對於青少年是否能自挫折中復原的重要性。成

人所建構出的成長環境、與成敗經驗的累積，將成為有助於孩子在成長歷程中逐

漸學習、與積蓄能回應挫折負向影響時，所需內在資產(internal assets)與外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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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external assets)的關鍵基礎。 

Brooks(1991)、Werner & Smith(1982)發現，在一個信任、高互動、鼓勵與讚

美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 relationship)下，孩子的自主與自尊(self-esteem)將得以

被逐漸建構起來（Masten & Garmezy,1985），而這些能力能促進孩子社會能力與

因應技巧的發展，且自此所衍生的社會技巧、社交表達力、溝通能力、問題解決

能力、正向生命腳本的建立、幽默感、對壓力與情緒的管理技巧等，更將形成一

個可做為孩子對抗憂鬱症狀，而能自困境中回復，並仍有較好調適的重要保護因

子(Moran & Eckenrode,1992；楊順南，1995)。 

Elder & Conger(2000)更指出，家庭價值的分享、與以身作則的示範

(modeling)，以及世代間，包括祖孫、父子、手足之間所能正向互饋的密切聯結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即良好的代間關係，將提供並做為孩子成長中所能

擁有的重要社會資源。孩子對於家庭的深厚聯結，倘若能日漸內化並轉化成為他

們自己所能把握的累積個人資源、與內在力量，將形成支持他們能不斷累積能力

(strength)、能在學業上有成功表現(academic competence)、能避開困境(avoidance 

of trouble)、同時與成功身心適應的重要基礎。 

同時，Elder & Conger (2000)更進一步地肯定緊密的家庭關係、以及孩子與

父親共同分擔責任的做法，對於孩子自信、與自我效能感的建立，也就是源自於

孩子在這些生命經驗與歷程中所培養出的責任、與承諾感，以及對自我在家庭中

重要感的認定，將逐漸地形成一種對生活方式、生活價值、目標感，以及對個人

所擁有資源的確定、與歸屬感，讓在這類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有信心與有能力面

對可能的挫折。此研究發現也進一步回應了相關研究對於溫暖、支持、高度親密

互動家庭關係，對青少年復原力提升之顯著助益的肯定 (Benard,1995；

Grotberg,1995；張明宜，2000)。 

相關的論述與研究發現都在強調，家庭結構的轉變、或負向事件的壓力，

並非決定孩子是否能順利面對生命挫折的主要因素(Simons & chao,1996；吳齊

殷，2000)，個人是否能善用個人所累積的內在力量、與來自家庭脈絡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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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品質及支持(Wu, Huang & Chang, 2006)，去回應生命歷程當中的危機困頓，

才是造成青少年在適應結果、與發展軌跡有所差異的關鍵。 

 

二、學校脈絡下的保護因子 

除了家庭環境之外，Elder & Conger(2000)、Garmezy(1985)、Grotberg(1993)、

Luthar(2003)等人指明，包括孩子對學校環境、與班級氣氛的感受、師生關係互

動、同儕關係等，都可能成為提供個體保護因子的外在資產(external assets)，並

做為個人在面對負向生命事件與壓力時，最充足的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Wu, Huang & Chang(2006)針對家庭結構對青少年憂鬱症狀影響的研究

結果亦顯示，對於那些經歷父母婚姻衝突與離婚事件、家庭經濟不利的青少年來

說，在學校脈絡中，對師生關係感到滿意、及擁有可以相互協助與合作的班級同

儕，將可減緩負向生活事件對憂鬱症狀的直接影響。 

在 Brooks & Goldstein(2003)針對如何培養青少年復原力的專書中，特別提及

教師的角色，強調對於那些成長於家庭父母無法行使正常社會化、或教養功能的

孩子，教師們所可以承擔的責任，包括作為孩子的代理人與重要他人、在孩子們

發展內在資產之際，如自尊，教師能做為適時幫孩子阻擋因不利環境條件所造成

的限制與推力，並能做為孩子發展正向情緒、因應技巧時的良師與模範、做為協

助危機中孩子免於負向發展結果與失調(maladjustment)的一股強大拉力。這些對

於教師任務的提醒，皆在於暗示，一個良好學校環境的建構，對於孩子發展與各

方面適應的重要性，尤其對那些無法自家庭脈絡中獲得必要保護與資源的孩子來

說，學校這個場域中所能提供的關係與資源，正是能帶領他們能否順利發展或改

變的新路徑與最大機會。 

對那些在較不利家庭環境條件下成長的孩子來說，倘若，他們在家庭的脈絡

下，僅有較少的可能去發展他們在面對生命挑戰時所需的內外在資源，那麼，學

校將是他們另一條具決定性的發展路徑。假如這些青少年在學校的環境下能培養

個人長處，並漸而累積可聯結的外在資源，能找到可依附、與增加關係滿意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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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重要關係，諸如有學習面對挫折時必備如自主與自律的機會、有教師能扮演

生命導師(mentor)的角色、在學校孩子能有接近成功經驗、並能適時獲得正向回

饋的機會，當孩子在學校環境若能感受到在家庭環境下所無法獲得的情緒支持與

關照(caring)，他們將對學校中的教師產生一種依賴與信任的感受，而這種源自

於對學校關係的喜歡與所形成的穩定感(stability)，將有助於孩子正向的身心與課

業等適應發展，能避免因不斷挫敗所導致的負向衝擊(Elder & Conger,2000)。國

內胡淑惠(1997)針對復原力與學習動機的研究顯示，挫折與危機中的孩子，將因

擁有學業上的成就，而形成對自我能力表現的滿意與信心，這些學校經驗，將轉

化成為孩子對挫折忍受與回復的重要力量，相對的，也使他們通常表現出比預期

中更佳的適應與發展。因此，在論及負孩子憂鬱症狀的變化受到哪些機制的調節

時，學校環境與教師所能提供的內在資產培養、與外在社會支持，將是孩子能否

自挫折中復原的一個重要來源。 

Luthar(2004)在一篇針對復原力發展議題的回顧報告中，亦視學校依附介入

歷程(attachment-based intervention)、與正向同儕關係(peers)、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情感聯結(ties)，為危機中(at risk)孩子所能持有的重要保護因子。其研

究發現顯示，對於學校關係的聯結，有助處於高度危機孩子免於其他，如來自於

家庭不利條件的威脅，而仍然能擁有成就與成功發展，不致因家庭的失功能而陷

入暴力、偏差、中輟、自殺、藥物濫用、情緒失調等更大的生命挫折與麻煩。    

Howard & Johnson(2000)以質性研究，探討造成同處危機中孩子為何會有不

一樣的路徑發展，其發現在於肯定學校脈絡中，教師、與同儕關係，對於危機中

孩子的保護機制運作。至於孩子對於學校環境的依附、與對學校中關係聯結的滿

意感受(Wu, Huang & Chang,2006)，同樣將能成為那些因為家庭結構限制，而擁

有較少家庭資源的孩子們，在家庭系統之外，所能緊密依附的第二個重要的庇護

(shelter)、與有利的發展動能(engines of development)，這些來自於學校脈絡中的

關係因素，能減少青少年對於家庭危機因子的脆弱易感。諸多的研究發現皆推

測，隨著時間的推演，學校中的保護機制有助於挫折中的孩子，有回復的發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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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本研究因此將延續上述文獻探討的軌跡，以「關係」的概念，做為進一步瞭

解復原力本質的基礎。 

總之，本研究主要將青少年自憂鬱症狀復原的過程，視為一動態(dynamic)

歷程，而研究者環環相扣住來自個人、家庭、學校系統之中的互動關係，以探討

個人、與社會資產，如何影響危機中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演變，以及青少

年如何自症狀之中復原的運作機制。文獻的評閱正提示，一個包含個人、家庭、

學校之保護機制的完整討論，才能清楚地掌握住真正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早期、

與長期發展與變化的保護因子，也才能擴增復原力理論對於青少年復原力，如何

在時間的流動下，變化轉變的全面理解，而能據以做為教育防治的真實基礎，能

透過不同的機制運作，在對的時間、藉由對的介入，階段性且有次序地，有效幫

助生命發展軌跡各不同的青少年，皆能獲得順利的正向發展。 

本研究預期能透過研究過程，一一地去瞭解個人憂鬱症狀與個人、家庭、學

校系統之間的互動與關聯關係，像個人內、到家庭環境內外，一一檢視這些內在

與外在資產在個人遇及挫折、在已然發展負向結果時，如何發揮作用與影響力。

當青少年在面對生命歷程的挑戰時，個人在青少年早期所累積存備的能力與技

巧、以及來自家庭脈絡中所尚能供給的關係與資源、向外推展的學校關係與資

源，如何一一進入或同時影響，做為決定個體是否能順利自困境回復的解釋，是

研究者所感到好奇與有興趣澄清的重要問題。 

簡單來說，本研究想確認面對挫折與困境中的孩子，與所處生活系統，或說

環境之間，複雜的聯結。透過結合個人與系統的綜觀，檢視青少年生活的脈絡與

關係，才能進一步地擴展復原力的理論深廣度，亦才能確定，如何安排三管齊下

的順序，具體地幫助青少年在每次陷入負向的生命困頓與危機時，皆能善用能突

破環境限制的能力與資源，正向迎向生命中不可避免的輕重，最終皆能走向順利

「轉大人」的康莊成人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