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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本章針對研究的分析結果，分別自以下幾個關照面來討論，並與復原力理論

與相關文獻對話。一、國中青少年在國中三年期間的憂鬱症狀截距與斜率的方

向、速率改變；二、家庭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關係；三、

來自個人、家庭、學校脈絡中的預測因子，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變化的影響。 

 

第一節 國中青少年憂鬱症狀跨時間的起始狀態與發展軌跡 
 

    藉由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深入探究「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

狀態與發展軌跡」的個別差異情形，研究的焦點轉為關心到每一個青少年所獨自

擁有的成長發展軌跡。本研究企圖透過三個時間點的重複測量資料，貼近地觀察

青少年隨著時間變遷，而在憂鬱症狀的發展方向、與速率上有多少的變化，以期

能不偏誤地將研究中的青少年受試樣本，不論其憂鬱狀況呈現穩定、改善、或惡

化趨勢，皆能被精確、清楚地描述出來。而針對國中青少年憂鬱症狀長期發展所

做的 LGC Model 模型分析結果，將作為反映復原力理論所預測的趨勢、及與復

原力理論對話的最佳基礎，加入時間動態觀察青少年復原力長時間的發展情形，

以豐富「復原力」的定義與內涵。 

 

一、為什麼研究轉向關注個別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國內外的許多心理衛生組織透過數據的具體呈現，提示積極防治、正向介入

與關注年輕世代身心健康與長期發展方向的關鍵性，其中，內化之憂鬱症狀

(internalizing symptom)是一種青少年對於環境、或個人適應不良的結果映照。過

去實證研究針對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做了許多累積與努力，不論是對於青少年憂鬱

症狀實際現狀、發展調適歷程、或因果關聯、與影響憂鬱機制的探討，學者們皆

希望藉由不同的理論、運用適切的研究方法，企圖去釐清任何一條可以瞭解青少

年憂鬱症狀的路徑。囿於橫斷式研究設計的限制，測量一個時間點的憂鬱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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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入幾個解釋變項去聯結自變項與憂鬱分數之間的關聯，雖然有助於瞭解憂鬱

症狀的高低是受哪些關鍵因素的影響與預測，但是這樣的研究無法全面、系統地

去動態地瞭解憂鬱症狀的「歷程」、「變化」，只能說是短暫的觀察結果，或說是

在某一特定觀察時間點所見之零序相關，無法回答諸如青少年憂鬱症狀是否一旦

呈現嚴重的傾向後即一路飆升，沒有停損點的狀態，亦或有不同演變的過程軌

跡。但倘若每個人皆依循著惡化的憂鬱症狀路徑，那這樣的負向發展一旦出現，

青少年是否就沒有回復的出口與機會。因此，單次的測量只能片面地結論，有哪

些危險的環境會讓青少年易感於結構中的壓力，或者以發展結果來比較差異，可

是如此的作法，仍無法藉著青少年在單一時間點的憂鬱症狀，依全體平均數或某

一標準的截斷點(cutting point)，將青少年分群分類後，去觀察到青少年在憂鬱症

狀分數上的個別變化。而長期且重複測量的貫時性資料，即可藉由起始狀態與斜

率的變化軌跡，說明個別青少年在多個時間點之間，個人內在的成長變化情形或

穩定性，突破單一時間點只看到「當下」的現象或結果，缺乏歷史時空脈絡的困

境。本研究嘗試關照歷史時空的演變，透過對歷史時空脈絡的考察，將青少年展

現在觀察期間分殊的發展路徑與軌跡，以及青少年生命歷程轉折改變的因果關係

機制，具體呈現。 

WHO(2001)的報告指出，憂鬱症在復原後兩年內大約有 35%的人會復發

(recurrence)，顯示確實有一群人在經歷憂鬱症狀的負向影響之後會有復原的可能

性，正向心理學與復原力理論所持的觀點(Elder & Conger,2000；Luthar,2003； 

Rutter,1987； Werner & Smith,1992)，支持即使成長於高危險的環境，孩子並非

只能發展出既定且不樂觀的負向結果，有部分的孩子在挫折情境下，尚能擁有朝

向良好適應發展的機會。也因此，與復原研究相關的研究取向，漸轉而導向對青

少年個別軌跡的關注，並特別注意到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互動、與「資源」

獲取所產生的發展結果差異(Luthar, Cicchetti, & Becker,2000)。此理論的觀點承認

個體有復原的機率(Pollard, Hawkins & Arthur,1999)，這個立論將讓教育有諸多積

極可為之處。而本研究針對青少年個別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結果，正支持復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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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所陳述的正向觀點，顯示，確實有一群青少年，會展現出憂鬱症狀日益改善

的動態轉折，LGC Model 的研究模型更清楚地指出，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

跡，起始狀態並不預測一條變好或變壞的斜率變化，青少年個人生命歷程無法以

一條單一的生命路徑與際遇，被「歸結」出來。 

過去處理單一時間點的資料，常採用全體樣本的平均數來描述整體的樣本特

性與團體變化情形，或者以一條固定的迴歸線，來預測變項的線性關聯與單一趨

向，可是依據這樣的結果去推論說，所有的青少年皆展現雷同的憂鬱症狀發展路

徑，朝著一致的低憂鬱症狀、或者統一地集中在某範圍分數的憂鬱症狀，依此去

解釋樣本青少年的共同身心發展，恐怕會獲得一個以偏概全的結論。 

本研究所提問的第一個研究目的，即在說明青少年的憂鬱症狀並非只有一種

發展的方向，並藉由資料與模型的驗證，去關懷那群過去可能被一個團體平均數

解釋掉、甚至被當做極端值(outlier)而忽略掉的相對少數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動

態發展。當研究的發現可以正確地將這群憂鬱症狀發展與「眾」不同但實則具影

響力(influential)的青少年憂鬱症狀描述出來，研究者才能更有信心地將當代青少

年憂鬱症狀的情況與變化軌跡真實地呈現，也在這樣的基礎下可以更準確地掌握

憂鬱症狀演變不同青少年獨特的基本特性。 

 

二、擴增且賦予復原力定義動態意涵 

    研究者使用貫時性的三年青少年追蹤研究資料，順序地探討受試青少年的總

體憂鬱症狀表現、個別青少年在國中三年觀察期間，憂鬱症狀的發展軌跡與變化

趨勢。綜合表 4-1 團體變化，與圖 4-1、表 4-2 個人發展軌跡的分析結果可以發

現，(1)大部分的青少年受試仍擁有平穩、未有太大幅波動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

(2)確實有一群青少年的憂鬱症狀起始與斜率的變化異於全體青少年平均數所畫

出的直線，一條線可能自低點拉向日益惡化的憂鬱成長線，一條線可能代表著樂

觀的憂鬱症狀急速獲得改善，一條線可能悲觀地在憂鬱分數的高點盤旋不下。研

究者們在描述青少年身心健康發展時，在集體描述多數青少年的當代圖像之外，



 69

亦應關懷這些在生命歷程中承受較多變動經驗、相對少數的青少年；(3)青少年

的起始憂鬱症狀與憂鬱斜率的變化並未有顯著的關聯，顯示每個青少年皆有可能

隨時在身心發展歷程中產生變動，憂鬱症狀在國一初期的顯現，可能只是反映青

少年進入國中這個新環境的調適過渡期，而憂鬱分數的起始狀態，正反映了青少

年個別的適應能力差異，加入多個時間點的研究設計，正好可以藉由斜率的變化

方向與速率去補捉到每個個體成長發展軌跡的獨特動態轉折。 

這幾個研究發現正回應了 Elder & Conger(2000)長期觀察到一群「表現地預

期好」與一群「表現比預期差」青少年的質性結果，並做為能支持且豐富過去多

以小樣本實驗設計、或教育訓練計劃研究復原力理論的實證基礎。藉由「憂鬱症

狀成長曲線模型」的分析結果，研究者結論，個人是否能在歷經起始較為嚴重的

憂鬱症狀中獲致改善、或說復原，並未依循著既定的固定路徑而沒有任何的變動

可能，所謂變得更憂鬱或者變得較不憂鬱，應是相對且個別的程度差異，且這種

歷程的發展軌跡並非絕對二分的全有或全無。過去綜合概念測量與操作型定義

(Garmezy,1985；Grotberg,1993；Luthar,2004)，學者們多同意復原力主要源自於

個人內在心靈力量與外在環境資源，本研究進一步證實復原力尚是一種流動的、

與時間空間互動而產生發展結果各異的動態歷程。這亦是為什麼在討論復原力

時，研究者嘗試著不在復原力概念的建構上打轉，轉而結合推衍自生命歷程理論

的概念(Elder et al., 2002)，去瞭解青少年身心健康發展與所處生活環境之間的交

鎖關係(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以期望能透過憂鬱症狀的分數起伏，將青少年

健康行為研究資料庫(吳齊殷，1996-1999)中，每個青少年透過不同時間點追蹤問

卷所表達出當下身心狀況的評估、及內心最細緻的轉變，具體而微地輪廓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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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狀態與發展軌跡 
 

   Amato & Cheadle ( 2005)、Amato, & Sobolewski(2001)、Amato(2000)、吳齊殷

(2000)等人的研究，結論出代間問題諸如父母的離婚、爭吵衝突、家庭經濟不利，

所傳遞的負向限制。過去的文獻認為來自家庭的問題可預測未來較多的情緒失調

或憂鬱症狀問題(Phillips, Hammen, Brennan, Najman & Bor,2005)，但是愈來愈多

的實證研究也顯示，不論出身何種家庭結構的孩子，他們大多數都能有展現適應

良好的身心健康與行為(吳齊殷，2000；Wu, Huang, & Chang,2006)，這些對於負

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的憂鬱症狀關聯不再依持著一種絕對悲觀的因果關係，也就

是說，研究者們試圖正向地回應復原力的理論陳述，認為即使青少年在成長歷程

中不可避免地處於相對較多負向事件的狀況下，甚至這些負向生活事件是相生相

成且有累積加乘的效果，但是，學者們透過研究的發現亦較為樂觀地結論，來自

家庭中的問題，確實讓經歷這些危機的青少年有朝向較嚴重內化憂鬱症狀發展的

機會與風險，但是，一個危險因子(X)並不見得只循著同一條的影響路線連結到

同一個發展結果(Y)；反而，可能會有不同的個別發展路徑，這些研究發現對於

研究假設的進一步思考是一個很珍貴的起點；當研究問題在問及自變項與依變項

的關係時，應考慮到每個孩子皆是一個獨特的個體，都擁有屬於自己的生命歷

程，或許會有一群人會順著眾人所期待預期的「平均數」結果發展，但是其他有

不一樣故事發展途徑的人，更是研究者所應積極關心的對象。 

這也就是為什麼本研究認為，採用長期且重複量測的青少年資料去檢視來自

家庭的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變化之間的關聯，有其必要性的原

因，透過成長曲線模型的驗證，才得以確認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起始

與長久變化的準確預測。本研究的結果發現：(1)歷經家庭系統負向事件，青少

年憂鬱症狀的平均數呈現逐年增加，並且高於全體青少年的平均數；(2)從 LGC 

Model 模型的分析來說明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跨時間在憂鬱分數截距、與斜率

的變化關聯，只有家庭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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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父母離婚或分居、家庭經濟不利、與父母爭吵衝突負向生活事件，對於

青少年憂鬱症狀斜率皆無影響；(3)憂鬱症狀發展軌跡呈現改善的青少年，多數

經歷家裡愈來愈沒錢這個負向生活事件。 

本研究的發現正好能與正向心理學的觀點相互聯結與印證；也就是說，負向

生活事件本身，確實是一個致使青少年起始憂鬱平均數高於全體平均數的預測因

子，顯見生命歷程中所遭遇的負向經驗，對青少年來說，確實是一個可能致使他

們自此陷入脆弱易感狀況的危機。但是，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家庭經濟不利這個

負向生活事件的經歷，對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發展軌跡最多只有短暫的影響，這個

結論亦進一步支持復原力理論的正面觀點轉向。青少年在歷經負向生活事件之後

所展現的憂鬱症狀波動，只是短暫對家庭負向事件的當下反應，事件本身雖然可

能仍會一直持續地重複發生，但是本研究結果暗示，青少年對於負向事件的感受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淡化，成為一個經年累月的穩定「常數」，而不會明顯地

顯現在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變化幅度上。因此，當討論負向生活事件對於青少年憂

鬱症狀的影響時，除了找出哪些是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產生的關鍵事件之外，接

續去討論如何在青少年的生活場域脈絡中，找出能關鍵改變青少年憂鬱症狀不致

朝惡化軌跡發展的機制，以期積極有效改善青少年的身心健康發展，研究者認

為，才是最能切合實際，並能回應復原力理論重要論述的研究焦點。 

本研究所探討的負向生活事件，範圍限制在與父母相關聯的三個事件，由於

青少年主要的生活場域除了家庭脈絡這個重要系統之外，尚擴增至學校脈絡，未

來在討論負向生活事件時，可以嘗試擴增對於家庭生活事件以外負向生活經驗的

探究，如來自於青少年與學校環境或關係互動的負向事件，應該是更能適切釐清

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關係的作法。 

藉由負向事件與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關係探討，本研究認為，兩者間

的發展機制確實存在著起始的個別差異性。而負向生活事件本身可被視為一種每

個人皆有可能感染、遭逢的「結構」、或「脈絡」。既然，青少年皆被鑲嵌(embedded)

於無法事先選擇的家庭環境之中，有些人確實容易受到較深的影響而深陷無法平

順發展，但是本研究卻也清楚地看到，實際上，有部分個人的憂鬱成長線是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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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呈現改善或復原的結果。所謂的易感，並不意謂著永久的脆弱。因此，研

究的問題應超越環境結構對於青少年內化症狀發展軌跡影響的既定限制發現，進

一步地以此為基礎發問：究竟為什麼在同樣的結構限制與生命歷程經驗下，仍然

有一群人可以逐漸表現出比預期好的發展結果？為什麼有些青少年一旦陷入環

境結構的限制，即一直落陷於某種程度的適應問題、與較多憂鬱症狀的結果，無

法消解或改善？將是更有意義且直指核心的復原力研究議題。



 73

第三節  來自個人、家庭、學校脈絡中的保護機制對青少年憂鬱 
    症狀發展軌跡之影響 

 

本研究納入時間的面向，說明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與發展軌跡，並非

是同步同軌的發展。研究的分析顯示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與方向改變、速

率之間並無顯著的關連，亦即，青少年憂鬱症狀上的起始平均數，並不能做為預

測青少年憂鬱症狀隨著時間變化而獲致改善、或惡化的因素。也因此，研究者續

而將此發現連結到復原力理論一直以來所提示的內在(Gramezy,1985)、與外在資

源累積(Marchard & Hock,2003；Brooks & Goldstein,2003；Luthar,2004)，以瞭解

究竟有哪些個人屬性、與來自青少年生命歷程，特別是最主要之生活空間場域中

的重要因素，是造成青少年憂鬱症狀個別差異的關鍵影響變因。 

藉由 LGC Model 重複測量所試合出個別受試樣本之個人成長軌跡總合訊

息，研究者加入來自個人、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共變因子，嘗試去理解影響個

人內在成長狀況的因素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軌跡的預測，以從分析的實證研究結

果中，推論這些因子如何能運作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保護作用

(Luthar2004)，讓每個青少年在生命歷程的轉變中，即使憂鬱症狀的起伏不斷，

仍能期許在保護機制之下終能展現堅毅的正向發展結果，自不利中回彈(bounce 

back from disadvantages)。 

綜合LGC Model的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的自尊、家庭脈絡中的知覺親子

關係滿意度、父親與母親採取負向嚴格管教；學校脈絡中對學校的依附感受、好

朋友關係，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平均數的起始狀態。而個人的自尊、班級凝聚力

與好朋友關係，則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方向改變與速率。總的來說，個人的自

尊與好朋友關係，同時作為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截距與斜率發展軌跡的關鍵因

素。 

就自尊這個因子而言，本研究指稱的是青少年個人對認為自己有能力、對自

我效能具制控感、能積極看待自己，而復原力理論(Gramezy,1987；Grotberg,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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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 Smith,1992)對於復原力的一項重要定義指標，即在於認為復原力的發

展來源與內涵，來自於孩子本身的長處與能力(Competence & Strength)。本項研

究分析的結果顯示，個人的自尊除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平均數之外，尚

會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改變的變化方向與速率。由於自尊在國一的測量階段即顯

示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平均起始分數的影響，可見青少年個人對於自身能力及自

我的看法，在青少年進入國中前期時即已逐漸被形塑。依據部分復原力理論學者

的觀點(Elder & Conger,2000；Brooks,1991；Brooks & Goldstein,2003；Werner & 

Smith,1992)，自尊會在魅力成人所建構的成長環境、在緊密的家庭互動關係中，

亦會在成敗經驗之中，不斷地被累積，而成為在面對生命挫折時的內在資源。這

些學者們認為，在一個温暖且充滿信任的依附關係之中，世代間對於生活價值或

目標感的示範與確定，將有助於孩子發展自主與問題解決能力。而這樣的孩子在

面對未來可能的挑戰與挫折時，將更有彈性，而終能在學業上有所表現(academic 

competence)、能避開困境(avoidance of trouble)，此即顯示，早期家庭系統中的關

係，是孩子在未來是否擁有能力處理、與面對生命歷程中許多關鍵事件的重要基

礎之一。 

自尊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斜率的影響，更明確地反映與提示一個重點，

即青少年的自尊，隨著時間仍長時期地影響憂鬱症狀的後續發展。當青少年擁有

對自己積極樂觀的看法、認為自己具備某些問題解決的能力時，高自尊的青少年

即使面對生命中突如其來的挫折困境，也許在事件發生的起始不免有較多的情緒

起伏，而使青少年可能自評自己在當下有較高的憂鬱症狀，但擁有較高自尊的青

少年，隨著時間的推演，他們一直以來所擁有的能力，將致使他們在衝突逐漸淡

化的情況之下，開始能運用己身的長處去思索問題的因應與解決方式，而漸漸能

緩衝來自環境中的負向生活經驗，跨時間在時空的移轉下，仍有獲致成功與表現

地比預期來得好的正向發展結果產生。也因此，綜合以上的實證研究發現與復原

力理論對自尊的看法，研究者推論，復原力的理論站在正向的心理學角度，肯定

個人自尊對於青少年面對挫折時具跨時間的關鍵影響效果，意指擁有較高自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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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在面對來自生命的挑戰時，仍能自信地顯現出不被黑暗泥沼長久羈絆，

並能有化危機為轉機的自覺與調能力，以致相較於低自尊的青少年，能展現出不

同的後果。也因此，個人自尊，在此能被視為能影響青少年免於朝向「比預期更

壞」負向發展結果的重要保護因子。 

自三個時間點對青少年自尊分數重複測量資料的檢視、及針對自尊與青少年

憂鬱症狀相關文獻的評閱結果，研究者更推測，青少年的自尊累積於青少年的成

長早期，不管自尊被視為一種後天培養的能力、或被認為是一種個人天生即有的

性格特質，亦或被認定為一種內在資源或個人力量，個人的自尊皆是透過與生活

環境脈絡的互動而成，並且會隨著不利環境或生命經歷的外在變動，而在自尊的

分數上表現出起降升跌的變化。而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受到個人自尊的影響，亦會

有各自差異的改善或惡化方向，變化的速度當然也受到個人的自尊起始分數而有

不同。 

因此，當研究者在討論個人自尊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影響時，應特別注意到

自尊本身會隨著時空的演進而持續變動的特性。此外，未來研究的方向，亦可考

慮探討三個時間點個人自尊分數的起始狀態與斜率變化，對青少年憂鬱症狀跨時

間發展軌跡的影響，以更清楚地釐清個人自尊與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之間「內在

自發」的相互因果關係機制。 

復原力理論除了認為復原力的來源來自於個人的自尊之外，更致力於討論來

自環境脈絡中的「關係」，對於青少年發展的重要性。此理論不斷強調，個人在

與環境互動與聯結(tie)歷程之中所獲得的被支持感受 (Brooks,1991；Elder & 

Conger,2000；Conger & Conger, 2002)，能作為個人在面對生命歷程中的挫折或

挑戰時，能否克服困境並及早展現復原結果的關鍵。持復原力觀點的研究者，莫

不努力在尋找能保護個人免於負向情緒經驗不利影響的機制，或者，希望能找到

能緩減個體在挫折之中或之後脆弱易感(vulneralbility)的因子，以回答為什麼同

樣經歷一個相同的負向生活事件，為何在適應上出現顯著個別差異的問題。如

Amato(2000)針對父母離婚對於青少年在事件之後適應情形所做的分析發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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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青少年在事件發生的當時，雖短暫表現出較差的身心健康，但長久來看其發展

結果，他們雖未全然地回復，至少顯現出比預期好的成長軌跡；有些青少年卻自

此適應不良、甚至表現地比預期差。 

    本研究因此主要著重於家庭脈絡與學校脈絡之中的「關係」，視個人與日常

生活時空場域之中「重要他人」互動的個人感受，是否為支持青少年在負向發展

的起始限制之下，尚有改變可能性的外在「資源」與「機會」。分析的結果顯示，

家庭系統中，個人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青少年感受到的父親負向嚴格管教、母

親負向嚴格管教；學校環境之中青少年對學校的依附感受、與好朋友關係，影響

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平均數起始狀態。而惟有班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影響青少

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變化。 

    Wu, Huang & Chang(2006)以青少年對家庭與學校的凝聚力、與關係滿意度

討論離婚、父母吵架、與家庭經濟不利等負向生活事件對於憂鬱症狀的影響做討

論。其結果發現，來自家庭與學校的良好關係互動及感受，尤其對於「重要成人」、

與「同儕關係的滿意」，可減緩家庭結構、與父母婚姻狀態，對於青少年適應不

良(maladjustment)的負向影響。過去類似的研究雖致力於找尋哪些來自家庭、與

學校脈絡的變項，可做為中介、或調節危險因子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保護(徐

世杰，2003；楊雅惠，2003)，但囿限於橫斷式的資料、研究設計、或研究目的

的不同考量，這些研究並未解釋清楚一個更深層的問題，即這些保護機制的影響

效果是短暫亦或是長期的；而，這些保護機制又是如何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

始差異與方向變化；倘若保護因子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影響程度與層次如果一

致，為何「同時」來自不利家庭結構的青少年，有些人能展現出復原的堅毅結果，

但有些人卻持續出現不良的適應發展，甚至有持續惡化的發展傾向？ 

本研究因此以LGC Model，來捕捉這種用單次測量資料、或以觀察團體變化

為主的研究問題，所無法說明的個人「動態」復原與變化歷程，並且，企圖將保

護因子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影響，加入歷史時間的關照，在三個不同

的時間點裡，掌握住真正造成憂鬱症狀原始狀態、與不同成長發展方向與速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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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素，而非在單一個時間點裡，將所有來自家庭內外的影響因素，混為一談。 

    生命中有許多負向經驗與隨之而起的負向影響，其實是無法事先避免的。但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支持復原力理論的觀點，認為個體可將對環境的感受，轉換為

因應外在「變動」、相對穩定的外在「資源」，並以此做為自幽谷向上的「雙重機

會」，這裡研究者指稱的即是來自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保護因子。研究者試圖將

「關係」的層次做二分的切割，那些對成人或學校的依附與正向互動感受，為一

種由上而下「垂直」關係；至於那些對同儕或班級凝聚的正向感受與互動，則被

視為一種平行的「水平」關係。從前述的模型結果綜合結論中可以發現，家庭與

學校的關係中，包括對與父母親互動、與負向嚴格管教感受，以及對學校環境本

身與教師的依附情感，只有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狀態有顯著的影響，也就

是說，重要他人、或者魅力成人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影響效果，多半只限於國中

初期階段，並無法長時期地作為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方向與速率的因素。 

    但是，班級凝聚力與好朋友關係，跨時間地預測青少年憂鬱症狀的長期發展

軌跡。這項結果實質上代表著重大的意義與啓示，而這是可以自青少年進入國中

前後的生命歷程來動態想像的。對一個剛進入國中陌生環境的國一青少年來說，

他的憂鬱症狀起始狀態可能高於全體國一青少年的平均數，當然也可能低於全體

國一青少年剛進入國中階段的平均數，而個體之間憂鬱症狀起始平均數的差異，

可能受到國一之前、或國一時期對於家庭親子關係滿意度、或父母管教的感受影

響，也可能受到對剛進去之鉅觀學校系統、與最直接接觸之教師關係的影響。 

隨著青少年漸漸對班級脈絡的熟悉，青少年主要的生活場域轉而以班級為主

軸，並且開始建立起自己的友誼網絡與好朋友關係，國中青少年水平發展的友誼

互動品質、與友誼建立與改變的結構，反而成為決定與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

軌跡的關鍵因子。由於青少年一項重要的成長任務即是發展友誼，憂鬱症狀變化

受到親近的同儕友伴所影響是可以確定的。此外，這個研究結果尚有一個重大的

啓示，在於提示，青少年的憂鬱症狀可以受到個人所「可控制」且「可為」的部

份所影響，而顯現在憂鬱症狀長久的變化方向與速率上。諸如是否滿意於成長的



 78

家庭環境、與父母之間的親子互動、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有時是外控、決定於他

人的，但是，對於班級事務的參與、與同學建立良好互動與信任、得到好朋友的

幫助與忠告、得到同學的關懷與協助，這些皆是只要青少年個人有心、願意努力

去追求，大多的友誼關係與網絡聯結，是可以由青少年自己所決定與掌握的。 

每個青少年或許會在生命歷程之中遭遇到無法選擇、並隨時有跌入谷底的可

能，但是本研究針對影響憂鬱症狀發展軌跡保護因子的幾個重要結果亦明白地顯

示，只要青少年願意去擴展在家庭、或學校脈絡與資源限制之外的友誼關係，藉

著選擇、透過相互影響的友伴力量，青少年個人是可以確切掌握自己在面臨谷底

時的命運，是要繼續縱身躍下，亦或在友伴的支持下，自己一步步地努力往上爬，

青少年並非只能接受一條命定的惡化軌跡，在班級這個脈絡之中，與同儕關係的

感受，將成為朝向改善軌跡發展的契機，。 

本研究結果於此的一個重要暗示，則在於透露，來自家庭與學校的「關係」，

對於青少年憂鬱症狀的影響，是有重疊與時序層次的。研究分析所延伸出的一個

重要理論詮釋與突破，即在一條拉長的青少年生命歷程中，將家庭脈絡中的親子

關係、親子互動對青少年憂鬱症狀的起始影響、以及學校中的水平同儕關係對青

少年憂鬱症狀軌跡變化的影響做一前後時序的區辨。來自家庭中的關係，雖然會

對青少年的憂鬱症狀產生影響，但是其影響效果多只顯現在青少年的初始階段，

而學校中的關係，將逐漸成為影響青少年憂鬱症狀變化的關鍵因素。在討論青少

年復原力的時候，「學校」脈絡，確實是青少年在「個人」與「家庭」脈絡之外，

一條提供身心發展選擇、與出口機會的新路徑(new route)。 

最後，研究者以性別與曾經經歷負向生活事件的次數分配、與青少年分別在

個人自尊、家庭負向嚴格管教、學校好朋友關係上的平均分數，比較分別被類歸

為憂鬱症狀在國中三年期間展現不斷改善、或憂鬱症狀持續惡化兩組青少年之間

的基本屬性差異情形。 

研究結果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1)女性青少年表現較多惡化憂鬱症狀發展

軌跡的情形，暗示男女青少年在身心健康發展上展現性別的分殊跡象，與過去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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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青少年成長發展研究所談論的結果一致，存在著女生傾向以內化表徵不同因應

策略與調適結果的現象。男生與女生在面臨成長變化與調適時，所採取因應措施

的差異，來自於男女有別的社會化途徑，使得青少年男女在處理生命歷程經驗的

反應大不相同，而這樣不同的社會化要求，是致使女性青少年以內斂方式顯現適

應後果的原因之一，且展現在女生有愈來愈惡化憂鬱症狀發展軌跡的結果上。不

過，由於展現惡化軌跡的青少年，在本研究中是相對獨特與少數的一群，關於性

別與憂鬱症狀軌跡發展關係的解釋與推論，仍需要有更針對性的深入研究；(2)

即使分析發現，佔全體受試3.7%的青少年，他們在憂鬱症狀的改善情形，確實

反應在明顯一路下降的憂鬱平均分數上，但是相較於全體青少年的平均起始憂鬱

症狀分數，表現出憂鬱症狀改善回復狀況的這一群青少年，仍然為需要長期觀察

與關注的高危險群；(3)家裡經濟不利這個負向生活事件，是影響國中青少年在

憂鬱症狀起始平均分數上呈現改善趨勢的原因之一；(4)惡化與改善這兩組青少

年，在起始與長期的自尊分數，皆低於全體受試的自尊平均分數；(5)家庭脈絡

下，青少年對於負向親子互動感受的改變，將反應在青少年憂鬱症狀長期發展軌

跡的方向上；(6)互動良好且保持親密的好朋友關係，與憂鬱症狀改變是趨向改

善、或惡化發展，同樣有極大的關聯性。 

藉由比較惡化與改善這兩組青少年在生活負向事件經驗上、與青少年對於自

己、與對家庭、學校關係之感受情形，研究結果所提供的，正是對於青少年所身

處之重要生活脈絡與互動關係的檢視。 

其中，6.3 %的受試在三年的憂鬱症狀發展上展現節節升高的分數，不免讓

研究者悲觀地感受到「結構」的限制無所不在。有的時候，青少年在與環境互動

的歷程之中，所直接感受到的負向感覺，很有可能間接地致使他們對環境中的無

法選擇情形感到無助，進而形成一種交互影響的惡性循環。 

如原本即發展較差的個人自尊，在長時期的挫敗經驗下，讓青少年覺得環境

是無法有效能地被控制、對自己所遇到的問題感到無力解決，這樣的負向情緒與

結果長久累積下來，使自尊起始分數低的青少年對自己愈來愈不滿意，而循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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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在愈來愈低的自尊分數上。當個人的自尊不足以作為保護青少年憂鬱症狀發

展朝向改善方向的因子時，這些青少年很有可能是那群因適應不良、而顯現愈來

愈多內化症狀的惡化發展軌跡類型，下一階段的更多試煉與負向生活事件的積

累，將使這群青少年陷入表現地比預期更差的境遇。 

又譬如好朋友關係，也許擁有一群可以相互幫助、相處愉快的好朋友可以做

為保護機制，讓青少年可以覺得備感關心與支持，而仍有很大的機會，去突破現

實挫折所帶來的必然負向發展結果。但是，倘若這群青少年在個人自尊與家庭的

限制下，已有低於全體平均數的發展基礎線，他們很有可能也因為較差的社交溝

通技巧，或在友誼行動的發展上，如認識與成為朋友、友誼的變動機會，受到互

動環境的影響(謝雨生、吳齊殷、李文傑，2006)，而因此無法有擁較好的友誼互

動品質與友誼關係建立，也連帶致使無法受益於來自友伴關係的保護效果。當

然，這群展現憂鬱症狀一路惡化青少年，友誼網絡結構與動態的細膩變遷，如何

與憂鬱症狀之間產生交互的影響，本研究因為研究的重點不置於此，而無法有效

地將兩者間的變化關係與理路做詳盡的描述，這些釐清則有待後續研究，藉由併

列青少年友誼網絡與憂鬱症狀變化軌跡兩者的討論，來獲得更具體的解答。 

    不過，在黑暗之中讓研究者尚見一絲光明，在於研究結果發現，有3.7 %的

青少年，隨著時間而在憂鬱症狀的發展軌跡上，呈現逐漸改善，表現出比預期好

的跡象。雖然平均數顯示，這些在憂鬱症狀分數上出現下降現象的青少年，其復

原的程度仍不到「標準」的程度，但是，至少仍舊暗示著復原的機會與可能性。

而且，藉著個人憂鬱症狀成長線截距與斜率的關係，本研究具體地支持復原力理

論一直以來對於復原力的想像，確定有一群青少年確實可以透過自尊、對家庭與

學校脈絡中關係主觀負向感受的緩減、良好互動好朋友關係的支持，而有在人生

挫折處，尚有轉彎時。 

雖然本研究並未細究這些被視為保護因子的變項之間，如何交互影響青少年

憂鬱症狀的起始與斜率改變，但是，研究結果強烈支持青少年復原力的存在，並

且肯定個人透過與環境互動的歷程，能形成一種對於生命挫折的防護。不論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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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是依賴自己的力量、亦或是藉著來自環境的資源重新展現正向發展結果，

研究者或關懷青少年憂鬱症狀發展的教育工作者，實皆毋需過度絕望以對。  

    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更清楚地提醒一個事實，過去談論復原力理論，往往

故事的結局就終止在一個看見永恆希望的描繪。從長期的觀點來看，復原力故事

的終點並不該就此畫下完美的句點，復原力理論最大的挑戰，是在承認，雖然復

原力的展現是確定的，但是，在樂觀的同時尚需注意到，既然這些在憂鬱症狀有

改善改變的青少年，和那些憂鬱症狀變化率沒有特別起伏波動的青少年相比，仍

是相對易感於環境變動的一群人。就像皮球的彈跳一樣，這群展現復原的一群青

少年，在一上一下的返復之間，表現出的並不是全有或全無的絕斷二分結果，所

謂的復原或改善，或許只是暫時的速度緩減，並不代表永久的憂鬱症狀消失與「沒

有問題」。當皮球再度被縱身丟下時，是否會再次遽烈地回彈，則是研究者需靜

心思考的。倘若復原力理論欲擴增其理論的廣度，那實際關注青少年在之後更多

的人生挑戰後，所展現憂鬱症狀的長期發展與變遷，才是一個更完整的研究歷程。 

因此，確實掌握對歷史「時間」的縱深(謝雨生、吳齊殷、李文傑，2006)，

利用長期追蹤觀察資料，討論青少年(行動者)與生命歷程主要生活場域(結構)互

動之間的交鎖關係，是研究復原力議題的一個重要起點。當研究者可精準地掌握

所要觀察變項與發展結果的「起始狀態」時，探討「變化軌跡」才有可能性。而

這樣的研究設計，亦才能回答復原力理論所長久關懷的「回復」、「改善」歷程。

而結合LGC Model的研究方法，去注意到青少年在各自不同的時間與空間浸潤

裡，所獨特構築的生命歷程改變，才能擷取到青少年所歷經的，如動畫式的精華

歲月與動態發展結果演變。站在同樣的人生路口，為什麼有些青少年選擇走向右

邊那條惡化的路徑，為什麼有些青少年選擇走向左邊那條雖然遍布荊棘，卻有機

會峰迴路轉又著村？結合生命歷程理論(Elder et. al.,2002)，跟著青少年去走一遭

他們在身心發展歷程所遇及的挑戰與困境，去檢視個人內在獨特的變化情形，並

以適切的研究方法去回答研究問題，才有助於把個人差異的部分解釋清楚。 

Elder & Conger(2002)在「Children of the Land」專書中，實地觀察一群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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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如何克服困境(adversity)、獲得學業與社會成功(academic and social success)

的生命歷程，此書是實踐對復原力理論的想像。這些長期生長在農場生活的孩子

們，他們與家庭、學校、社區的「關係」聯結，被視為不順服於挫折、與負向生

活事件的重要社會資源(social capital)；而作者也觀察到，透過與重要成人(特別

是與父親之間強聯結的關係品質)、學校同儕、社區人士的互動、以及來自環境

互動的學習，許多諸如責任感、自尊、自信、樂觀、對生命與生活方式的了解等

特質，以及面對生命所需要的技巧(skill)、與能力(competence)，皆自此而生成累

積。Elder & Conger因此肯定，有機會接觸家庭系統之外的世界，是一種增加復

原機會、減少脆弱易感機率的保證。 

本研究的量化研究發現，亦與質化的觀察之間有相當一致的共識。在2004

年間，本研究所採用研究資料來源的計劃團隊，訪問宜蘭偏遠地區，一群也許曾

經面臨父母失業、母親憂鬱症、本身患有情緒或身體疾病、單親的孩子。這些孩

子們在接受訪問時，多半已進入高中或就業階段，藉由一對一的訪談，他們回顧

他們的國中青春歷程，再度回想對於許多生命歷程經驗的感受，而受訪當時的身

心、學業、生涯發展結果，正好也是將過去與未來聯結起來的一段現在式的重要

紀錄。這些對話的過程，正好是見證青少年早期、至成年早期成長軌跡變化的文

件，更有益於研究者對於當代青少年復原力展現的瞭解。 

這些高中青少年，有些確實表現地「比預期好」，如表現在良好的升學與就

學狀況、或者對未來生涯充滿希望。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這些年輕世代展現出

船過水無痕的雲淡風輕，當再次回想過去的負向經驗時，他們所透露的並非對環

境或己身困境的不滿、無奈、或怨天尤人，展露的是一種再自然也不過的樂觀，

更深刻的則是一種對獨特生命路徑的自覺與頓悟。當問及他們在無法選擇的環境

限制中，有哪些重要的關係或資源來源時，父親角色、學校導師或科任教師的關

心、向心且具凝聚的班級氣氛、以及在課堂與課後能與知心的好友共同活動、相

惜且互助的共享感受，這些皆可作為能描繪這群被視為身處不利環境、卻擁有較

好發展青少年圖像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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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受訪的學生表現，也並非粉飾太平地呈現朝向永久光明的發展。在這

些訪談個案當中，確實也有受制於累積的家庭經濟不利、父母採取負向嚴格的打

罵管教方式、個人身體疾病等生活事件，在情緒、學業、與行為方面，皆表現出

「比預期壞」的惡化軌跡發展。這些被歸類於在不利環境下有適應不良發展的青

少年，從他們的訪談歷程當中，可以感受到是對於環境的抱怨與無力感，如他們

所能擁有的家庭或學校資源、所能擴展的友伴關係少之又少。在多重的環境限制

之下，確實有一股不知如何掙脫既定結構的悲觀瀰漫。 

在復原力理論與質量分析實證的對話過程中，研究者跟隨著青少年生命歷程

的發展步伐走了一小段成長路。這段長大成人的歷程之中，並非只有一條直直通

往光明未來的路徑存在，而這個現實的事實意味著，每一個青少年皆有機會遭遇

來自生命不可避免、無法事先選擇的負向生活經驗。但是，尚有一個值得慶幸的

是，許多實例與實證經驗亦揭示，這些似枷鎖似不利成長的環境限制，其實亦有

幾把鑰匙可以自己打開，或者藉由外力幸運解開，而是否能成長的「契機」，存

在於個人不斷努力累積的能力，亦存在於一些「變動」、「可主動改變」的關係建

構，如前述文獻與研究發現所一再強調的班級同儕、與有三五知心好友相伴的安

心感。 

青少年在成長歷程中，除了有許多生命所賦予的基本身心發展任務需要去完

成之外，每個青少年皆有可能同時面對不利於身心順利發展的挑戰。不論這些青

少年是藉由持續累積的能力與資源能量去面對挫折、是透過認知感受的轉念、亦

或者是善用個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動能去解決所面對的困境，值得肯定的是，

大部分的孩子皆十分努力地展現勇氣去運用所有與所及，克服困生命歷程中持續

的困頓與挑戰。 

過去理論的重心大多放置於討論孩子好壞二分的「單次」發展結果，但是隨

著理論與新穎研究方法的演變，研究者應接受更多的研究挑戰，去回答在快樂結

局或不快樂句點之後的「故事外一章」。研究的分析結果應強調與觀察青少年在

努力、並有起色後果之後的後續變化發展，這是更有意義的學術起點。青少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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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發展軌跡，並不是順著一條大勢抵定的康莊大道順勢走下去，復原力理論研

究的生命力，將展現在對相對少數如何青少年走向惡化、有機會改善動態與保護

機制的掌握上。 

在結構對少數生命路徑迥然不同於大部分青少年的現實限制下，復原力理論

更積極的人道關懷，則應著重在替擁有各異個人成長發展軌跡的青少年，找尋一

個終能順利「轉大人」的生命「出口」(Find a way out)。至於那些陷於結構黑洞

之中暫時無力無法掙脫、展現嚴重惡化傾向的青少年，站在復原力的理論來看，

亦非應該被絕望放棄的一群。對於任何關鍵保護機制的確認，皆是一個希望，一

個敗部復活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