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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將首先呈現描述性統計，以說明樣本憂鬱症狀在三個時間點的平均數變

化情形。接著，負向事件、以及來自個人、家庭與學校之共變因子，對於青少年

三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及改變情形的影響，將分別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型詳細陳述

說明。 

第一節 青少年憂鬱症狀 
 

過去研究者在使用整體平均數來看變項之間的關係時，多單採用一個時間點

的橫斷式測量資料，如此作法會致使所獲得的全體截距是靜止、恆定的數值，

雖然能觀察到團體的變化，但是無法清楚地在時間的變化下，去捕捉到個人在

發展結果上的變遷與差異情形，不免會忽略部分在憂鬱症狀發展歷程上，不同

於多數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的「少數」青少年，往往會陷入以偏概全的解釋偏

誤，無法真切地將所有受試青少年的內化症狀與長期的變化情形描述出來。本

研究的首要研究目的，因此在於納入時間面向，瞭解台灣青少年國中三年間，

憂鬱症狀跨時間的個別發展變化軌跡，以呈現所有受試青少年憂鬱症狀，跨時

間的內在成長變化。 

 

 
表 4-1  憂鬱症狀的相關矩陣 

    

項目 國一憂鬱症狀 國二憂鬱症狀 國三憂鬱症狀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憂鬱症狀   

(國一) 
1 

  
1051 60.60 16.84 

2.憂鬱症狀  

(國二) 
.55** 1 

 
1051 61.52 18.71 

3.憂鬱症狀 

(國三) 
.43** .58** 1 1051 65.81 22.1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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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列出國中三年間，樣本青少年憂鬱症狀在國中三年期間，在憂鬱量

表上重複測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大致從表 4-1 可以看出，國中三年期間，國一

至國三呈現逐年增加趨勢，且國二至國三的平均數與標準差皆有快速擴增跡象，

表示大部分青少年在憂鬱症狀的表現上，隨著年齡的增長，呈現逐年嚴重化的傾

向，顯見青少年隨著時間演進在身心健康所產生的變化，應格外注意、並長時期

觀察。 

      所有青少年在國中三年期間，憂鬱症狀重複測量之間的相關係數矩陣，顯

示於表4-1。分析結果發現，連續三年重複測量的憂鬱症狀之間，均具有顯著相

關性(相關係數分別為國一與國二相關為.55、國一與國三相關為.43、國二與國三

相關為.58)，顯示全部樣本在國中三年期間的憂鬱症狀表現，具高且穩定的相關

性，在不同年度三個時間點測量的相關，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對於所有國

中青少年來說，憂鬱症狀在時間的推演下呈現持續存在與平穩的發展趨勢。 

而為瞭解青少年憂鬱症狀長期變化的真實趨勢情形，本研究隨機選取了資料

中的五十個樣本，以個人軌跡的表達方式，描繪出他們每個人在國中三年期間，

個別憂鬱症狀分數的變化情形。 

透過對個別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掌握，從圖4-1中可清楚地看到幾種

發展情形。自憂鬱症狀原始的起始狀態與發展的斜率來看，有一群青少年的憂鬱

分數在平均分數之下，這群青少年展現出平穩(stable)的憂鬱症狀與身心發展，三

年期間並未有太大幅度的改變與升降；而有一大部分的青少年憂鬱症狀，雖然是

依循著持續增加的趨勢成長，但尚未有強烈起降變化的發展情形；有一群人則明

顯地看出，在國一時即呈現較嚴重的起始憂鬱症狀分數，而到了國二，卻顯現出

不同的發展軌跡，有人持續地快速爬升，有愈來愈嚴重的憂鬱症狀分數，有人卻

不升反降，隨著時間的演進，反而有較國一低的憂鬱症狀分數；尚有一群人，在

國一時並無明顯的憂鬱症狀，到了國二卻爬升至嚴重的狀態，到了國三卻又回復

到低於平均憂鬱分數的狀態。圖4-1所描述的現象，即是憂鬱症狀具有個別化的

演變歷程，國中青少年的憂鬱症狀，並非用一條全體平均數的直線，即能表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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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青少年在憂鬱症狀上的動態轉折，亦即，雖然大多數的青少年依循著團體平

均數的憂鬱症狀路徑發展，但是，有一群青少年在憂鬱症狀變化情形確實較為劇

烈，呈現大幅度改善(improved)或惡化(worsen)，以一年的截斷分數的高低分組方

式，是無法將憂鬱症狀變好或變壞的歷程表達出來，而這一群與「眾」不同的青

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情形，則是復原力理論所關心的焦點青少年，圖4-1則證明復

原力理論對於變好、或變壞青少年的理論想像。為了掌握個別青少年憂鬱症狀軌

跡的變化，用傳統的分析方法與資料是無法捕捉到隨時間改變的改變情形，會漏

失掉瞭解真實的復原歷程「真相」，必須藉由長期追蹤的資料、與潛在成長曲線

分析方法的運用，透過模型的適切性，來反映與相互驗證青少年憂鬱症狀在起始

狀態、發展方向與變化速率上所具之個別差異性。 

    就預期的類別來說，如圖4-2所示，受試青少年依憂鬱症狀的變化情形，大

致可略分為四個可能的組合類別。第一個類型是青少年的憂鬱症狀，持續在起始

狀態、與斜率的改變上，皆呈現「高高」的現象；第二個類型則是青少年的憂鬱

症狀，一開始呈現高憂鬱的起始狀態，但斜率的改變則漸漸呈現下降的「高低」

現象；第三個「低高」類型，則是青少年在一開始的起始憂鬱分數低，但逐漸表

現出上升的現象；至於「低低」類型所呈現的，是在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

與斜率變化上，表現皆低於全體平均數、或者呈現平穩的憂鬱症狀表現。在時間

點的推移之下，圖4-2顯示，青少年的憂鬱症狀變化，有幾種不同的發展機制可

能。本研究分析的重心，即在回應復原力的理論，除了欲瞭解憂鬱症狀自第四類

型漸漸移轉至由低轉高、第三類型惡化憂鬱症狀，或甚至由低低類型轉而達到第

一類型憂鬱症狀軌跡，即持續呈現「高高」之「惡化」的影響機制之外，憂鬱症

狀發展軌跡，跨時間而呈現開高走低、即「改善」的第二類青少年，亦是本研究

所欲積極掌握的「改善」、「復原」類群。研究者藉由量化的長期性追蹤資料，

企圖將過去復原力理論對於青少年隨著時間變遷，所展現出的質性觀察復原結果

「具象化」。圖4-2中，落在「對角線」第二、與第三類型的改善、惡化兩類群

青少年，則因此是本研究分析的研究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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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個人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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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四種不同類型的組合 

 

表4-2與圖4-3所呈現的，是本研究根據每個樣本的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與斜

率所做的分群類別分佈。憂鬱分數在國中三年三個時間點的實際變化情形，落入

開高走低之第二類型的人數為39人，而有66人呈現出開低走高的類型三憂鬱軌跡

發展，改善與惡化的百分比分別為3.7%、6.3%。約有90%(946人)的樣本青少年

在憂鬱分數的變化上呈現些微上升(45.8%)、或下降(44.2)的趨勢，而本研究主要

想關注的對象，則是益發回復改善、與愈益惡化的10%。從樣本人數的分佈看來，

這兩群人所佔之全體樣本百分比的比例很小，顯現大部分樣本青少年的身心健

康，是依循著平穩的波動發展，只有少部分的青少年隨著時間的前進而有大幅度

的升降變化、但百分比顯示青少年仍舊擁有機會回復到常態且平穩的身心發展狀

態。成長曲線模型則在時間的變動之下，捕捉在平均數外這兩個惡化、或回復類

群青少年，個別憂鬱症狀的發展，以期正確地描述那些起始平均數不同、相對少

數青少年真實的個人成長變化現象。如此，才不會偏誤地扭曲青少年的憂鬱症



 45

狀，在長時間發展下具個別差異的分佈，而驟下一個失真的描述，結論表示所有

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皆不甚明顯、或依循著同樣的發展趨勢。 

 
表 4-2 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憂鬱症狀 

 類型 樣本數 百分比 國一平均數 國二平均數 國三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差) (標準差) 

第二類型(改善)           

總體 39 3.71% 116.03(23.42) 92.77(28.43) 77.41(20.16) 

男生 18 46.15%     

女生 21 53.85%     

第三類型(惡化)       

總體 66 6.28% 71.50(18.84) 80.74(20.91) 121.02(20.79)

男生 16 24.24%     

女生 50 75.76%     

平穩類型 946 90.01% 57.16(10.20) 57.39(12.51) 59.68(12.41) 

男生 506 53.49%     

女生 440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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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本研究青少年受試憂鬱症狀發展軌跡與不同類型組合 

 

圖 4-4 所示之「憂鬱症狀成長曲線模型」，即在國一到國三不同時間點

(t1,t2,t3)重複測量憂鬱症狀以作為測量指標，並將憂鬱起始狀態(截距)及測量變

項因素間的負荷值(λ11, λ21, λ31)統設為 1，將憂鬱成長速率(斜率)與指標間的負

荷值分別以 0、1、2 的線性組合，作為典型之線性成長軌跡設定。透過模型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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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資料適合度的檢驗，瞭解在三個觀察的時間點下，青少年憂鬱症狀各自的內在

起始狀態以及成長斜率變化。模型的結果顯示，首從模型的 mean structure 來看，

憂鬱症狀截距之平均數(mean vector)為 60.04，斜率的平均數則為 2.24，清楚地

發現到青少年在國一所測量的憂鬱症狀，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有更增加的情形。 

 

圖 4-4 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至於截距與斜率兩者間的係數(β=-.11,p>.05)並不顯著，意味著青少年憂鬱症

狀在國一的起始狀態，並不會影響到青少年在國二、國三憂鬱症狀發展的變化方

向與速率。這個發現對於本研究所依持的復原力理論深具意義，意指青少年的憂

鬱症狀發展軌跡，並非依循著單一方向的直線上升或是下降，即使青少年在國一

階段表徵出較高的憂鬱分數，不代表這個青少年之後一定朝較高憂鬱的預測方向

變化發展，這類青少年還是有機會獲致改善；或者，即使青少年仍然處於相對較

高的憂鬱狀態、但惡化的速率有所減緩。此結果另外也暗示並支持一個觀點，即

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受到外力所影響，而有差異性的變化，這也是為什麼本研究會

接續著探討在國一至國三三年的國中生命歷程中，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

狀發展變化軌跡之間因果關係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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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本研究選擇與父母相關聯的家庭負向生活事件，包括父母婚姻狀態、家庭經

濟不利、與父母婚姻衝突，討論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 

由表 4-3 的描述性統計來看，當研究者分別以曾經在三年之中經歷父母離婚

或分居、家裡愈來愈沒錢、父母愈來愈常吵架的青少年為對象，檢視他們在憂鬱

症狀平均數的變化。生命歷程中曾歷經父母離婚或分居的青少年，其憂鬱症狀平

均數分別 66.28(國一)、65.10(國二)、69.22(國三)；身處在父母愈來愈常吵架家庭

的這一組，其平均數分別為 66.53(國一)、71.13(國二)、75.41(國三)；認為家裡遭

遇愈來愈沒錢這個事件的青少年，憂鬱症狀平均數為 65.84(國一)、67.68(國二)、

73.14(國三)。相較於全體樣本的憂鬱症狀平均數(國一 60.60、國二 61.52、國三

65.81)，在三年國中期間曾經歷家庭負向生活事件的青少年，他們的憂鬱症狀在

平均數的表現上，皆呈現比全體樣本憂鬱症狀平均數來得高的分數，並且有逐年

增加的傾向。此項分析結果顯示，青少年對於家庭負向生活事件的感受，反映在

內化症狀的平均數變化之中。那些曾經歷經家庭負向事件的青少年，在家庭脈絡

的限制之下，有較高的憂鬱症狀表現，需要長期關注。 

 

表 4-3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      
  憂鬱症狀(國一) 憂鬱症狀(國二) 憂鬱症狀(國三) 

負向生活事件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父母離婚分居 108 66.28 22.66 129 65.10 19.04 123 69.22 26.10

父母愈常吵架 144 66.53 24.10 191 71.13 23.87 192 75.41 27.65

家庭經濟不利 176 65.84 20.84 218 67.68 21.88 230 73.14 24.60

 

    本研究接著採以LGC Model模型，從憂鬱分數的截距、與斜率關聯係數，來

討論三個負向生活事件對於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圖4-5的分析結果顯示，

只有家庭經濟愈來愈差了這個負向生活事件，對於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有影響

(β=.25,P<.05)。父母親離婚或分居的婚姻狀態(β=-.08,P>.05)、家裡愈來愈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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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5,P>.05)、與父母愈來愈常吵架(.16,>.05)這三個家庭負向生活事件，對於憂

鬱症狀的斜率變化皆無影響。 

.33

.46

.50

 

圖4-5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負向生活事件與三個時間點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關係顯示，家庭經濟不利對

於青少年起始憂鬱的影響為正關聯的關係，表示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負向生活事

件，可以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在起始狀態的差異，經歷家庭經濟愈來愈差狀態的

青少年，傾向展現出較高的憂鬱起始平均數。但憂鬱症狀的變化方向與成長速

率，隨著時間的演進，並未受到家庭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件的影響而有顯著

的改變，對於那些在起始狀態表現出較低憂鬱症狀分數的青少年來說，一旦感受

到家庭經濟的不利，憂鬱的發展速率並不因此變得陡峭快速。 

此項結果暗示，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並非由「發展的時間時序」所

決定，部分則是受到成長歷程之中所遭及的個別生命事件所影響，而且，影響所

及的層面、與層次並不一致。 

與家庭有關的負向生活事件，確實可能成為致使某些青少年在這個負向事件

發生的「當下」易感、且是造成青少年較憂鬱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分析的結果卻

亦顯示，如父母離婚或分居、或是父母爭吵負向事件，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截

距與斜率變化，皆沒有顯著的影響，其中所透露的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在於，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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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狀態本身對青少年來說，確實造成程度上的影響效果，但是，在事件之後，

也許就只是一個事過境遷的生活事件，父母的婚姻狀態實際上是離婚或分居、或

者，家中父母愈來愈常吵架起衝突本身，並不是影響青少年在憂鬱症狀起始平均

分數有所差異、或作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的關鍵原因。造成青

少年表現出較高起始憂鬱症狀、以及致使青少年長久呈現改善或惡化的因素，可

能另有其他，如來自家庭之中、或家庭以外的重要事件，則待未來進一步探討。

至於經濟不利事件，雖然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但並不依隨時間的移

轉，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軌跡的發展，顯示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負向生活事

件，對於青少年來說，並不具長時期的負向預測效果。 

此項研究結果正向地顯示，負向生活事件並非是既定的限制，生活在家庭負

向生活事件當中的青少年，並不一定朝向嚴重內化症狀的生命歷程軌跡發展。此

結果亦反映出一個事實，即對於青少年來說，「學校」這個生活場域，反而可能

變得愈來愈關鍵重要。來自學校脈絡中的生活事件，如升學、友誼關係、學業表

現等，一方面可能是造成他們憂鬱症狀變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學校與班級卻能

成為青少年在家庭系統之外，能提供保謢、並作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變化的「雙重機會」、與「庇護所」。 

 



 50

第三節 來自個人、家庭、學校脈絡中的保護機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

發展軌跡 
 

除了探討負向生活事件、與三個時間點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與斜率改變的

關係之外，本研究進一步想要探討的問題在於，在青少年的發展歷程之中，即使

有來自環境中的危險因子是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各異的原因，但是，究竟有

哪些來自青少年成長脈絡中的保護因子，可以作為青少年在面對負向危機時所能

運作的能力與關係資源，而能成為一股拉力，讓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變化速度或方

向，終究能夠擁有積極的復原結果，展現出生命的堅毅力量？ 

 

一、個人自尊 

首先本研究加入自尊這個潛在變項，討論個人的自尊是否影響青少年起始憂

鬱分數平均數的變動差異，以及是否影響青少年的憂鬱症狀斜率的改變。 

 

圖4-6 自尊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圖4-6的研究結果顯示，個人的自尊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有影

響，呈現負關聯(β=-.49,P<.05)的關係，亦即，自尊可以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

始平均數。而個人自尊與斜率之間的關係為β=-.48(P<.05)，也顯見自尊這個個人

因子，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改變速率的預測。 

對於擁有有較高自尊的青少年來說，在初始時，即展現出較平均數(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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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得低的起始憂鬱症狀分數，顯示自尊高低對於青少年憂鬱起始狀態的差異具預

測力。此外，自尊同時能成功預測青少年憂鬱的成長與變化速率。針對個人自尊

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關聯反映，個人自尊能做為同時影響青少年憂鬱症

狀起始、與跨時間軌跡變化的一個重要因子。這樣的訊息一方面意味著，每個青

少年皆擁有各自獨特的成長線，有不同的憂鬱症狀起始狀態，亦有發展各異、分

殊的發展方向與改變速率。   

 

二、家庭脈絡中的保護因子 

    本研究以「關係」做為來自家庭脈絡中，所能建構與發展的保護因子考量。

研究者主要意在探討，父母所構築的成長環境，包括親子關係滿意度、親子互動，

是否能成為影響孩子憂鬱症狀軌跡發展有所差異的內在資產或資源基礎。 

 

(一)個人知覺的親子關係滿意度 

關於青少年個人所知覺到，與父母親之間的親子關係滿意度，是否影響青少

年憂鬱分數平均數的起始狀態，以及是否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斜率的改變這個研

究問題，圖4-7的LGC Model模型結果顯示，當個人滿意於與父母的關係時，可

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平均數=59.37)，且對父母的關係滿意度與青少

年憂鬱症狀的截距之間，呈現負關聯(β=-.37,P<.05)的關係。亦即，青少年對於與

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愈滿意，可以預測的是，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會顯

著不同於那些對親子關係較不滿意的青少年。但個人所知覺到對親子關係的滿意

度，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改變速率的預測，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β=-.12,P>.05)，表示憂鬱症狀的斜率改變，並未受到青少年個人所知覺的親子

關係滿意度影響。 

個人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滿意度，對於國一的青少年來說，是一種自過去

以來所累積的內在感受，而這使得在國一所測量的起始憂鬱症狀，迥異於那些較

不滿意於與親子關係的國一青少年，因此顯現在初始的憂鬱症狀平均數差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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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來自家庭脈絡中的親子關係滿意度，隨著青少年進入國中階段，並未顯現出長

期性的負向影響。 

 

圖4-7 親子關係滿意度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二)親子互動 

    本研究分別以青少年自評他們與父親、母親一同互動時所感受到態度，檢視

親子互動對於青少年憂鬱分數起始狀態、與斜率改變的預測。研究者分別以正向

的親子支持、與負向的嚴格管教，做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截距、與跨時間軌跡

變化的兩個潛在變項。 

圖4-8與圖4-9的研究結果顯示，父親、母親的負向嚴格管教，對青少年憂鬱

症狀的截距有預測效果，其餘皆呈現統計上的不顯著。此結果的意義在於暗示，

父親與母親所表現出的支持，其影響效果應該是持續且長久的穩定常數

(constant)，當研究者考量的是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與速率改變時，正向支持的

親子互動，將作為一個穩定且沒有太大差異的常數，並不會造成起始青少年憂鬱

症狀截距、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改變的顯著差別；反而是負向的親子互動，

變成一個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關鍵預測因子。 

此亦暗示，還有其他機制在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與斜率改變，研

究者因此關心學校脈絡中，有哪些因素能預測與解釋青少年跨時間憂鬱症狀起始

平均數、與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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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父親的正向支持與父親負向嚴格管教 

    當同時以父親表現出如聆聽、關心、協助、支持的正向互動關係，與父子或

父女相處是以吵架、生氣、叫罵為互動的負向嚴格管教，做為探討兩者對於青少

年憂鬱症狀起始平均數、與斜率變化的影響時，圖4-8的結果顯示，惟有父親的

負向嚴格管教(β=-.40,P<.05)，對於青少年的起始憂鬱症狀截距有顯著的影響；父

親所展現的正向支持，並未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β=-.06,P>.05)、與斜率

的改變(β=-.03,P>.05)。至於父親的負向嚴格管教，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斜率的變

化，亦沒有顯著的影響(β=.14,P>.05)。 

圖4-8 父親親子互動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模型圖 

 

    2.母親的正向支持與母親的負向嚴格管教 

而同樣的結果顯示於圖4-9。當以母親對青少年表現出如聆聽、關心、協助、

支持的正向互動關係，與母子或母女相處是以吵架、生氣、叫罵為互動的負向嚴

格管教，做為探討兩者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平均數、與斜率變化的影響時，

只有母親的負向嚴格管教(β=-.47,P<.05)，對於青少年的起始憂鬱症狀截距，有顯

著的影響效果；至於母親所展現的正向支持，並未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

(β=-.01,P>.05)、與斜率的改變(β=.04,P>.05)。而母親的負向嚴格管教，對於青少

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的變化，也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β=.20,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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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母親親子互動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模型圖 

 

三、學校脈絡中的保護因子 

    本研究以青少年對於學校脈絡之中對學校依附、班級凝聚力、師生關係、與

同儕關係的感受為主，個別地討論這些來自個人與家庭之外的學校外在資源，如

何影響到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初始的起始狀態、與長期變化方向與改變速率

的差異與改變。研究者在檢視學校脈絡中保護因子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

改變時，尚同時討論學校依附、班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三者，對青少年憂鬱

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 

 

(一) 學校依附 

圖4-10模型的結果顯示，青少年對學校所產生的依附感受，只有影響青少年

憂鬱分數平均數的起始狀態(β=-.35,P<.05)。至於學校依附感，對於青少年憂鬱症

狀斜率的改變，則未達顯著水準(β=-.03,P>.05)。這項分析結果說明的是，青少年

在剛進入國中這個學校環境時，喜愛學校、認為學校中的師生關係親近，對於青

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是有影響的。但是，青少年個人所知覺到對學校環境、

或教師的依附情感，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的方向改變與速率變化之間，並沒有顯著

的影響效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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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學校依附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二) 班級凝聚力 

圖4-11的分析結果顯示，青少年憂鬱分數的平均數起始狀態，受到青少年個

人所感受到的班級凝聚力所影響(β=-.14,P<.05)；憂鬱症狀斜率的改變，亦顯著地

受到青少年個人知覺之班級凝聚力所影響(β=-.17,P<.05)。 

這個研究分析說明的是，青少年所感受到，班級之中同儕之間穩定且緊密相

連、相互支援信任的感覺，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截距，與之後三年間憂鬱症狀

發展的變化方向與改變速率，是有顯著影響的。班級凝聚力，可以被視為預測青

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以及未來三年間青少年憂鬱症狀成長速率陡升緩降的重

要因素之一。 

 

圖4-11 班級凝聚力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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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好朋友關係 

    當青少年感受到個人與好朋友關係是親密的、可以依賴且互相關心學習的，

青少年憂鬱分數的平均數起始狀態、與憂鬱症狀斜率的改變，是否會受到好朋友

關係所影響，是此項分析的重點。圖4-12的結果顯示，憂鬱症狀的截距

(β=.05,P>.05)與斜率(β=.05,P>.05)改變，皆不受到個人知覺之好朋友關係所影

響。單獨考慮好朋友關係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時，好朋友關係並未

顯現其影響效果。 

 

圖4-12 好朋友關係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四)三個學校保護因子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當同時把學校依附、班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三者，做為預測青少年憂鬱

症狀截距、與斜率改變的潛在變項時，圖4-13的分析結果顯示，學校依附

(β=-.42,P<.05)、與好朋友關係(β=.17,P<.05)，對於青少年的憂鬱症狀起始平均數

有影響。至於班級凝聚力(β=-.44,P<.05)、與好朋友關係(β=.27,P<.05)，則影響青

少年憂鬱症狀成長方向與速率的改變。 

這樣的結果暗示著，來自學校中的關係感受，可被視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

狀起始與長期變化的重要影響因子。在不同時間點，這些學校脈絡之中的改變因

子，運作的機制則有些微的不同，換句話說，影響的時序有所差異。就青少年起

始憂鬱症狀平均數的影響來說，和前述三個單獨呈現的結果相比較，當只單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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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好朋友關係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影響時，好朋友關係對於青少年憂鬱

症狀的截距，並未有顯著的初始影響，但是，當同時討論三個來自學校脈絡中的

保護因子，與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關聯時，好朋友關係與憂鬱症狀起始平

均數之間則呈現出正關連的因果關係。而班級凝聚力，在加入好朋友關係的影響

之後，反而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在同時加入其他

兩個來自學校的保護因子做為控制後，原本好朋友關係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斜率

的改變並沒有顯著的解釋效果，但當一同探討三個學校保護因子對青少年憂鬱症

狀發展軌跡的影響時，好朋友關係對青少年憂鬱症狀斜率的影響，反而呈現顯著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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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學校脈絡變項與青少年憂鬱症狀三年間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圖 

 

研究的分析顯示，學校變項之間的重疊以及共變的部分，會使得變項間的關

係受到干預(intervening)與控制。以青少年進入到學校場域的歷程來看此結果，

除了對剛進去的學校與教師所產生的學校依附感，對青少年起始的憂鬱症狀有影

響之外，在他們漸漸熟悉班級事務、與逐漸建立起自己的友誼關係之後，班級凝

聚力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平均數的影響，則被好朋友關係所分享(shared)，

好朋友關係則愈來愈能作為能真正影響與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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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純粹由好朋友的關係，可推測青少年的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而因為好朋友

關係與青少年憂鬱症狀截距之間為正關聯的關係，顯見好朋友關係愈親密時，當

好朋友呈現較高憂鬱症狀時，研究者預測青少年的起始憂鬱症狀平均分數亦較

高。至於對青少年憂鬱症狀改變的預測，亦遵循同樣的控制效果，也就是說，班

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皆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變化的長期改變。 

就長遠的學校生活來看，青少年對班級凝聚力的感受、與好朋友之間的親密

關係互動，會比初期對於學校這個大環境脈絡、與教師的依附感受來得更關鍵重

要，也因此，青少年對班級凝聚力的感受愈強，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變化速率將有

趨緩的傾向；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好朋友間的良好關係，

容易使得好朋友之間表現出相同方向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研究者推測，當好朋

友的關係愈緊密時，青少年憂鬱症狀的改變速率與方向將有一致的趨向。不過，

因為本研究所討論的好朋友關係並未深入討論到好朋友的憂鬱症狀分數表現，因

此，關於好朋友關係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改變之間的關係，則有待未來更

進一步的深入探究。 

    綜合上述針對個人、家庭、與學校幾個保護因子，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

狀態、以及斜率變化的影響之討論，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青少年個人的自尊、

知覺到的親子關係滿意度、父親與母親親子互動採取負向嚴格管教、學校依附

感、好朋友關係，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平均數起始狀態。而個人的自尊、班級

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則做為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重要因子。 

其中，個人的自尊、與好朋友關係二者，則同時作為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截

距與斜率的極關鍵因素。個人對於自己的能力感到自我效能與制控感、能積極地

看待自己，會形成一種拉提的內在資源與力量，而能作為個人在面對生命挑戰與

轉折當下、與長遠的一個保護機制，一方面有較「預期」來得低的憂鬱症狀起始，

長久的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亦將趨向緩和，而這樣的發展軌跡即是本研究所

稱謂「改善」、或「復原」、「有回彈力」、「表現地比預期好」的一群。至於好朋

友的關係，亦將作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截距與斜率變化的重要因素。青少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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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之間的友好、與感到親密的關係感受，可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在國中三年

期間的長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好朋友關係與憂鬱症狀截距、與斜率的關係皆

為正關聯，暗示好朋友之間的憂鬱症狀表現，會展現出類似的發展趨勢。 

    而這個分析結果與發現，亦提供一個與復原力理論對話的一個很好基礎。從

三個時間點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重複測量與觀察顯示，對國中青少年

來說，除了家庭脈絡之外，他們有愈來愈多的時間是待在學校與班上同學相處，

就影響的效果來看，學校生活正提供青少年一個在家庭系統之外，一個可以培養

個人自尊、與擴展「關係」的場域，而這兩者之間，很有可能產生一種互相加乘

的效果，而形成青少年在長久身心的發展歷程中，能提供並增加個人累積內在能

力與外在資源的最佳機會。本研究針對憂鬱症狀斜率改變的結果更暗示，個人自

尊、青少年所感受到與班級同儕之間的信賴感、與好朋友關係，皆是青少年個人

可以透過努力而建構的部分，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亦非命定或不可改變

的，每個青少年都能藉著自己與來自環境脈絡中的資源，轉換成一種能讓自己長

久身心狀況大不同的力量。 

    以上幾項研究結果皆長期觀察青少年在憂鬱症狀上的個人軌跡改變，本研究

以為，這是可以動態檢視青少年、與重要生活環境脈絡之間正向互動的一項重要

嘗試。 

 

四、改善與惡化兩組青少年，基本屬性的差異情形 

    為瞭解憂鬱症狀發展軌跡不同之改善與惡化兩組青少年，有哪些個別差異存

在，本研究首先試圖從性別的觀點來檢視「改善」與「惡化」這兩組青少年，在

憂鬱症狀的分布情形。就表4-2有改善的這一組來看，男生、女生的比例幾乎各

佔五成，；但女生還是比男生更易落入惡化這一類群，亦即，憂鬱症狀呈現開低

走高的惡化組，男生與女生的比例有明顯地差距，女生比男生更容易表現出愈來

愈多、隨著時間迅速爬昇的憂鬱症狀分數。在三年國中期間，不論發展軌跡呈現

改善或惡化，兩組皆反映一個現象，女生憂鬱症狀的變化情形，皆比男生的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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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狀變化來得明顯。 

    單就表4-2惡化這一組青少年於國中三年的憂鬱症狀平均數來看，與全體受

試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平均數相比較(平均數=60.60)，青少年憂鬱症狀發

展軌跡呈現一路惡化的這一群青少年，他們起始的憂鬱症狀平均數，即為71.50

分，意含著這群發展軌跡呈現惡化的青少年，在一開始測量的憂鬱症狀分數，即

較高於全體受試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平均數，與全體受試的起始憂鬱症狀表現在初

始時即有差異存在。 

而憂鬱症狀跨時間而呈現開高走低、下降趨勢的改善類群，這一組青少年憂

鬱症狀的分數雖顯現出隨著時間演進而逐漸降低的傾向，但即使到了國三階段，

表4-2顯示，症狀獲致改善的這一組青少年，在平均憂鬱症狀分數的表現逐漸減

至77.41分，仍與全體受試青少年在國三憂鬱症狀的平均數65.81分之間，有段相

當的距離。 

    藉由表4-2中憂鬱症狀平均數的比較，即可很清楚地觀察到，即使在本研究

的樣本中，有3.7%的青少年隨著時間的變遷，在內化的憂鬱症狀分數上反映出

改善與變動的可能，但是，這一群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平均數與全體平均數相比

較，仍是屬於「高危險」、「易感」的類群，尤其是女性青少年，她們明顯是更

容易在身心的變化軌跡上，被類歸至發展與適應較差的一群。 

    本研究針對兩組的基本背景特性比較發現，確實，青少年的憂鬱症狀依循著

不同的發展路徑，而有惡化、與改善的可能性，但回復的程度仍不及那些持平且

穩定發展的青少年，這也是為什麼研究者欲長時期追蹤青少年身心發展、與憂鬱

症狀長期變化情況的原因。所謂的復原力，雖然暗示青少年的憂鬱症狀有可能「表

現地比預期好」，透露終能獲致改善的正向訊息，但此項分析的結果更暗喻著，

這群在憂鬱症狀上獲致改善的青少年，仍較脆弱易感。復原力雖然正面地意謂

著，青少年在環境的限制之下，永遠絕對有機會可以止跌回升的機會，憂鬱症狀

的起始狀態並不必然地牽引著一條直趨向上或向下的成長線。不過，此結果更積

極地指出，青少年憂鬱症狀的復原狀況仍需長時間持續地觀察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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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改善與惡化這兩群青少年是否曾經歷過父母離婚或分居、家裡愈來愈沒

錢、父母愈來愈常吵架等負向生活事件，表4-4的次數分配所顯示的一個有趣現

象是，被類歸至改善這一組別的青少年，勾選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負向生活事件

的人數，相較於其他兩個負向生活事件的次數，相對較高，有26人，暗示著家庭

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件，特別顯現在憂鬱症狀呈現改善軌跡的這一組青少

年。至於被類歸至惡化這一組別的青少年，在三個負向生活事件上的次數差異並

不明顯，勾選在國中三年時期曾經歷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負向生活事件的青少

年，則有12人。改善這一組青少年的發展軌跡的走向，雖然呈現開低走高的趨勢，

但這群青少年在起始平均數基本上即已顯現比其他的青少年較高的分數，而青少

年歷經家庭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件，雖然會影響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的起始狀

態，但是因為改善這一組的斜率變化是一路下降，顯示負向生活事件並不會持續

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的上升或惡化。 

憂鬱症狀發展惡化這一組、與改善這一組青少年針對家庭經濟不利這個負向

生活事件次數分配相比較的結果，與前述顯示只有家庭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

件，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截距的結果一致，亦即暗示一個重要的訊息，即在

討論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事件本身時，可視其為「獨立」發生的事件，並不會隨

著時間，而成為長久影響青少年在憂鬱症狀分數上呈現愈來愈高的原因。 

 
表 4-4 負向生活事件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負向生活事件 

 類型 離婚分居 父母吵架 家庭經濟不利 

第二類型(改善)  
國一 6 5 3 
國二 1 2 13 
國三 5 6 10 
第三類型(惡化)    
國一 5 1 4 
國二 6 6 6 
國三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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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4-5的交叉分析結果可清楚發現，惡化與改善這兩組青少年的自尊分數

平均數，皆低於全體受試的自尊分數平均數，顯示不管是惡化或改善這兩組青少

年，起始的自尊狀態皆較低於多數青少年。而其中，類歸於開低走高、顯示惡化

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青少年，自尊分數明顯地逐年降低，這個現象暗示著，個人

的自尊與憂鬱症狀的惡化之間，似有亦步亦趨的傾向，青少年的自尊分數隨著憂

鬱症狀的惡化情形，一路下降。至於被歸類至改善組青少年的平均自尊分數，雖

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小幅度的些微提升，但仍低於被歸類至低憂鬱症狀或平穩發

展類型、佔90%左右多數青少年的平均自尊分數，此項研究分析，除了意含著，

青少年自尊分數的上升亦顯現在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改善情況上，但是此

發現更重要的暗示則是，所謂復原，仍有程度上的差別，並不意味著永久持續或

不再變動。 

 

表 4-5 青少年自尊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自尊 

 類型 國一平均數(標準差) 國二平均數(標準差) 國三平均數(標準差) 

第二類型(改善) 17.03(4.62) 18.36(4.60) 18.28(4.37) 

第三類型(惡化) 18.33(4.58) 16.79(3.55) 14.95(3.94) 

總體 19.99(4.07) 20.03(4.10) 19.46(4.12) 

 

前述針對父母親子互動、與青少年憂鬱症狀截距與斜率改變關係的研究發

現，父親負向的嚴格管教變成一個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的關鍵因子。本

研究在此因此好奇，惡化與改善這兩類群的青少年，是否分別在父親、母親負向

嚴格管教的平均數表現上即有別於全體青少年的負向嚴格管教平均數(國一平均

數=31.80，國二平均數= 31.99，國三平均數=31.97，分數愈高代表愈不負向嚴格

管教)。 

表4-6的結果顯示，其中，表現出愈來愈多憂鬱症狀的惡化類群，與全體父

親負向嚴格管教平均數之間並未顯現太大的差距，但是三個時間點父親負向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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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的平均數呈現愈來愈嚴的傾向。然而，檢視表4-6中，憂鬱症狀逐漸改善的

這組青少年，在國中三年期間父親負向嚴格管教平均數發現，青少年確實感受到

比多數受試樣本嚴格與負向的父子、父女互動，但這個感受跨時間逐年減少，顯

示憂鬱症狀復原的步調，與負向嚴格的父親管教感受有關聯。 

 

表 4-6 父親負向嚴格管教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父親負向嚴格管教 

 類型 國一平均數(標準差) 國二平均數(標準差) 國三平均數(標準差) 

第二類型(改善) 28.02(8.28) 29.05(6.64) 30.36(4.25) 

第三類型(惡化) 31.92(3.28) 31.40(3.55) 30.34(4.50) 

總體 31.80(4.27) 31.99(3.90) 31.97(3.70) 

 

    至於憂鬱症狀愈發惡化、與獲致改善青少年，在負向嚴格的母親管教平均數

變化情形，相較於全體受試的母親負向嚴格管教感受分數(國一平均數=31.07，

國二平均數= 31.17，國三平均數=31.00)，可以清楚地在表4-7看到，兩組皆顯現

出比全體受試平均來得負向的母親管教感受，尤其是憂鬱症狀惡化的這一組青少

年。其中，憂鬱症狀惡化這一組青少年，在三年國中期間感受到愈來愈不負向與

嚴格的母親管教感受。相反的，憂鬱症狀改善這一組青少年，則隨著時間而自評

愈來愈負向嚴格的母親管教感受，顯見與母親之間的負向親子互動與嚴格管教，

與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的變化之間有相當的聯結。 

 

表 4-7 母親負向嚴格管教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母親負向嚴格管教 

 類型 國一平均數(標準差) 國二平均數(標準差) 國三平均數(標準差)

第二類型(改善) 30.97(4.97) 30.44(4.48) 28.77(5.51) 

第三類型(惡化) 26.19(8.69) 26.63(8.30) 28.63(5.92) 

總體 31.07(4.78) 31.17(4.45) 31.00(4.36) 

     

    表4-6與表4-7的結果顯示，憂鬱症狀改善與惡化這兩組青少年在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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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嚴格管教的平均數上，有著相反趨勢的平均數變化。至於為何父親與母親負

向嚴格管教在不同憂鬱症狀發展軌跡青少年上，呈現相反的結果，則有待未來進

一步，在同一個家庭脈絡下，將父親與母親的資料配對之後，才能進一步地去探

究，為何表現出改善這一組的青少年，會隨著時間感受到愈來愈負向嚴格的母親

管教；以及為什麼展現惡化的這一組青少年，反而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感受到愈

來愈不負向嚴格的母親管教。 

比較惡化與改善這兩組的好朋友關係、與全體受試好朋友關係平均數(國一

平均數=15.99，國二平均數=16.17，國三平均數=15.85)的結果則特別顯示，良好

的好朋友關係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的重要影響。 

從前述幾個變項的討論可以發現，不管是自尊分數、負向嚴格管教等，皆顯

示逐年改善或益發惡化嚴重的青少年，在這些重複測量的平均數表現上，呈現出

較差的調應或較多的負向感受，但是，這個傾向並未反映在好朋友關係上。檢視

憂鬱症狀改善這一組的好朋友關係平均數，與全體受試平均數在國一至國三三年

期間的平均分數相比較之下，幾乎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顯現出高於全體受試平

均數的趨勢。至於憂鬱症狀惡化這一組的好朋友關係平均數，亦有類似於改善這

一組青少年的傾向，甚而在三年期間的平均數表現皆高於全體受試平均數。此項

分析顯示，擁有好朋友的關係，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可能呈現一路開高走

低的改善，但擁有好朋友關係，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亦可能呈現日益惡化

的結果。回應前面LGC Model模型針對好朋友關係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

預測，當青少年與好朋友之間的互動關係愈好，有兩種發展結果的方向，一是持

續惡化，一是獲得改善。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青少年的同儕關係與身心發展呈

現「物以類聚」、「亦步亦趨」的聯繫。而另一個可能的推測則是，好朋友關係

可能是一種同類選擇，亦或可能是一種相互影響的歷程，也因此會顯現出改善或

惡化兩種不同發展軌跡，而是否如此，則有待日後更深入加入青少年好朋友憂鬱

症狀發展軌跡的探討來做進一步的研究與印證。 

 



 65

表 4-8 好朋友關係與不同類型組合的交叉分析 
好朋友關係 

 類型 國一平均數(標準差) 國二平均數(標準差) 國三平均數(標準差) 

第二類型(改善) 16.03(3.31) 16.77(2.19) 15.85(2.51) 

第三類型(惡化) 16.29(2.53) 16.30(2.16) 16.08(2.86) 

總體 15.99(2.52) 16.17(2.32) 15.85(2.37) 

 

總結來說，研究者試著從性別、負向生活事件、個人自尊、父親與母親負向

嚴格管教、學校好朋友關係等基本屬性，來比較兩組青少年分別被類歸為憂鬱症

狀改善、憂鬱症狀惡化組別的差異，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1)益發惡化的憂鬱

症狀情形，較普遍發生於女性青少年；(2)青少年憂鬱症狀的長期發展，雖然意

喻著極大的改善的空間，但對於那些在起始憂鬱症狀即高於全體平均數的青少年

來說，即使憂鬱症狀的分數呈現逐年下降的跡象，但回復的程度仍遠不及那些憂

鬱症狀在發展起始即持平、平穩發展的青少年；(3)憂鬱症狀呈現改善發展軌跡

的青少年，較普遍經歷家庭經濟不利的這個負向生活事件；(4)惡化與改善這兩

組青少年的共同特點，是起始自尊分數平均數，皆較低於全體受試的自尊分數平

均數。雖然隨著時間的演進，表現出憂鬱症狀改善的青少年，在自尊的平均數上

有些微的上揚，但是否能持續地保持一路上升，而有愈來愈高的自尊、與愈來愈

低的憂鬱分數，則仍需長時間觀察；(5)憂鬱症狀逐漸改善的青少年，明顯地較

惡化這組，感受到較不負向嚴格的的父親管教，但改善這組青少年隨著時間，確

實亦在負向父親嚴格管教平均分數上有程度上的減緩。而對母親嚴格管教所產生

愈來愈嚴格的感受，則特別反映在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呈現改善的這組青少年。

家庭脈絡下的負向親子互動，父親與母親嚴格管教對青少年憂鬱鬱症狀發展軌跡

的影響方向並不一致；(6)不論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變化是改善或惡化類型，青少

年的好朋友關係平均數幾無異於全體受試青少年的好朋友關係平均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