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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青少年吸菸行為現況分析；青少年人格特質、生

活壓力、憂鬱程度之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與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

度、吸菸行為之關係及青少年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

關係。

第一節 青少年吸菸行為現況分析

根據台灣在校青少年吸菸現況調查結果發現男性的吸菸率高過女性四

到五倍之多，隨著年齡的增加，吸菸的盛行率愈高，在 14-17 歲緩緩增加，

到 18歲以上更高達 23.0％。吸菸率逐年上升顯現出台灣在校青少年吸菸

問題日漸嚴重，不但影響國人身心健康並造成環境的污染（周碧瑟、劉美

媛、張鴻仁，1997；林采虹，1999；張富琴，2000；陳霈儒，2000）。

Gilpin,Lee,Evans,and Pierce(1994)指出吸菸者大多是在孩童及青少年

時期開始吸菸，而且 80％的吸菸者於 18 歲時即開始吸菸。

黃蔚綱、譚文海、邱志彥與吳昭原（1988）於 1987 年以台灣地區大專

院校學生為母群體，將吸菸者定義為每天吸一支菸以上者。抽出 1996 份有

效樣本調查發現，有吸菸習慣者佔 18.1％，過去有吸菸習慣，現在已戒菸

者佔 3.2％，男生吸菸之盛行率為 29.9％，女生之吸菸盛行率為 2.9％。

Thornton,Douglas,and Houghton（1999）調查 12-17 歲青少年吸菸行為，

發現 42.8％的女生及 38.3％的男生曾經嘗試過吸菸。周碧瑟（1997）研究

指出台灣地區學生有吸菸習慣者，在國中佔 14.17％，在高中佔 7.1％，在

高職佔 19.2％，在專校佔 15.6％。

陳政友（2001）所做的臺灣地區高中（職）與大專學生健康生活型態

與相關因素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吸菸情形為「總是或經常如此」者有 35

人(占 3.9％);表示「有時如此」者有 22 人(占 2.4％)。嚴道等（1997）針

對台灣都會地區高中職學生之吸菸行為與其心理健康狀況所做的調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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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者佔 19.1％，其中包含幾乎每天吸菸者占 7.2％、偶爾吸菸但不是每天

吸菸者佔 6.5％、過去經常或偶爾吸菸，現在已不再吸菸者佔 5.4％。

游育苓（1998）針對台北縣 1183 名公立高職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其

吸菸盛行率為 10.4％，以性別區分，吸菸者絕大部分是男生，佔 91.1％；

以科別觀之，工科佔 79.7％為多數。馬藹屏（2000）統計，民國八十九年

台灣地區國中、高中職學生有吸菸經驗者高達 46.6％，累計吸菸量超過 100

支的人有 25.5％，目前，每天都有吸菸的人為 13.0％，第一次吸菸的年齡

以國小五、六年級最多，佔 24.8％。

陳怡如（2001）調查台北縣高職學生發現，男生吸菸率為 29.81％，

女生吸菸率為 28.16％。陳秀娟（2002）以桃園縣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

發現，吸菸率為 18.4％，以性別來看，男生吸菸率為 30.0％，女生吸菸率

為 8.0％。而以學制來分，高中（普通科）學生吸菸率為 12.7％，高職（職

業類科）學生吸菸率為 24.1％。若以年級來看，高一學生吸菸率為 18.2

％，高二學生吸菸率為 19.8％，高三學生吸菸率為 17.2％。

張明惠（2002）以台北市某公立高級職業學校教官室登記之吸菸學生

為研究對象發現，九十二學年度一、二年級學生各佔8名，年齡分佈為16-18

歲，性別皆為男性。對照組其中一年級學生有 13 名，二年級有 3名，性別

皆為男性。在養成吸菸習慣的年齡上，本研究結果：實驗組以 15-16 歲

（53.85％）居多，對照組以 13-14 歲（41.67％）居多。

黃素雲、顏啟華、陳宇嘉、蔡崇煌與王雪鳳（2003）發現某學院新生

吸菸率為 17.3％，其中男生吸菸盛行率為 21.2％，遠較女性之 3.5％高出

許多，而在本研究結果發現吸菸 44 名學生中，大部分是高中（職）或專科

以後，其次國中佔 34.1％，有 11.4％從國小即開始吸菸。

姜逸群、黃雅文與黃春太（2003）針對台灣地區國中生物質濫用行為

及相關因素的研究發現，國中生每個月至少吸菸 1至 2次以上的比率為

11.3％；到了高中，吸菸比率有上升傾向。邱鈺雯(2004)研究中以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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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國中及 4所高中高職的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有固定吸菸行為

的國中男生吸菸率為 2.4％，女生吸菸率 3.0％；高中職生有固定吸菸行為

的男生吸菸率 15.1％；女生 1.0％。青少年之父親吸菸率為 48.2％，母親

吸菸率為 2.6％，父母親都不吸菸的比率為 48.7％。

黃松元等（1991）指出以台灣地區國中、高中、及高職學生為母群體，

吸菸者定義為「幾乎每天吸菸或現在經常及偶爾吸菸」，發現高中生與高職

生吸菸率分別為 17.6％、17.8％，且多在國中三年級時開始吸菸

以上大多數研究指出：高中（職）學生吸菸盛行率約為一至兩成之間，

而 Glynn,Greenwald,Mills, and Manley(1993)研究發現，青少年吸菸與

日後成為癮君子之間有極大的關聯性。鑑此，青少年吸菸問題是本世紀國

內外公共衛生界相當重視的課題。

表 2-1-1 高中職學生吸菸行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吸菸行為的定義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台灣地區國中、高

中及高職學生之

藥物濫用認知、態

度及教育需求調

查研究

李景美、

林秀霞、

劉雅馨

/1995

偶爾吸菸和經常

吸菸

台灣地區公私

立國中、高中

和高職學生，

樣本共7856人

吸菸的比率在國中、高

中和高職分別為 3.8

％，4.5％，12.0％；

曾經吸菸的比率則分

別為 37.0％，34.2

％，45.2％。

台灣都會地區高

中高職學生之吸

菸行為與心理健

康狀況調查研究

嚴道、黃

松元等人

/1997

幾乎每天吸菸或

偶爾吸菸

台北縣市、台

中縣市，和高

雄縣市各

公、私立高中

及高職，樣本

共 1585 人

吸菸者佔 19.1％，每

天吸菸者占 7.2％、偶

爾吸菸但不是每天吸

菸佔 6.5％、過去經常

或偶爾吸菸，現在已不

在吸菸吸菸佔 5.4％。

以健康信念模式

探討某高職吸菸

學生之戒菸意向

游育苓

/1998

每天或每週吸菸

至少一支以上

北縣公立高

職學生，樣本

共 1183 人

吸菸盛行率為 10.4

％，男生佔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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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高中職學生吸菸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吸菸行為的定義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台灣地區青少年對

菸害防制法之認

知、遵行意願及遵

行行為之研究

馬藹屏

/2000

曾吸過菸、累計

吸菸量是否超過

一百支、現在之

吸菸行為

民國八十九年

台灣地區國

中、高中職學

生，樣本共

3000 人

吸菸經驗者高達

46.6％，每天都有

吸菸的人比率為

13.0％。

香菸廣告之接觸、

認同與吸菸行為之

關係—以北縣高職

學生為例

陳怡如

/2001

台北縣高職學

生，樣本共

823 人

男生吸菸率為

29.81％，女生吸菸

率為 28.16％。

灣地區高中（職）

與大專學生健康生

活型態與相關因素

研究

陳政友

/2001

總是或經常如

此，有時如此

台灣地區八十

七學年度之高

中(職)學生，

樣本共 900 人

「總是或經常如

此」者有 35 人(占

3.9％);表示「有時

如此」者有 22 人

(占 2.4％)。

臺北縣市高職一年

級學生成癮物質濫

用之危險與保護因

子研究

李景美、張

鳳琴、賴香

如、李碧

霞、陳雯昭

/2002

台北縣、市高

職一年級學生

過去一年曾吸菸的

盛行率為 23.0％。

桃園縣高中職學生

吸菸行為之相關探

討—跨理論模式之

應用

陳秀娟

/2002

有吸菸但並非每

週都吸菸，每週

都吸菸

桃園縣高中職

學生（高一~

高三），樣本共

1026 人

吸菸率為 18.4％。

男生的吸菸率為

30.0％，女生的吸

菸率為 8％。

青少年吸菸及戒菸

之探討-- 以高雄

市八所國中高中職

學校學生為例

邱鈺雯

/2004

4 所高中、高

職的學生

固定吸菸行為的男

性吸菸率 15.1％；

女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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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青少年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之探討

本節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青少年人格特質、第二部份青少年生活

壓力、第三部份青少年憂鬱程度，說明如下。

一、青少年人格特質

陳啟勳(1997)研究指出某些心理特徵，在個人行為中重複且經常的出

現，時間短暫可以當作是一種情緒狀態和心境，但如果成為長期而穩定的

情緒表現時，就可以視為是一種人格特質。根據張春興（2006）在「張氏

心理學辭典」中對人格的定義為個體在其生活歷程中，對人、對事、對己

以至於對整體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此一獨特個性乃是個體在其

遺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需求、動機、興趣、能

力、性向、態度、氣質、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以至於行動等多方面身心

特質所組成。

Allport 於 1961 年，認為人格是個體內部心理及生理系統的動態組

織，其決定個體特有的思想及行為。Pervin 與 John 於 1997 年對人格的定

義為構成個體情感、思想及行為經常模式的某些特性。Phares 與 Chaplin

於 1997 年將人格定義為個體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特有模式，他與另一個體

的形式不相同，且在不同時間和情境中維持一致。Cattell 於 1950 年認為

人格是能預測個體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反應。Eysenck 於 1970 年認為人

格是一個人的性格、氣質、智慧和體質等，一個相當穩定而有持續性的組

織，決定了他對於環境獨特的適應。性格是指他在意願行為方面比較長期

而穩定的型態；氣質乃指他在情感行為方面比較持續而穩定的型態；智慧

乃指他在認知行為方面持續而穩定的型態；體質乃指他在身體型態和神經

及內分泌比較長期而穩定的情況（引自黃堅厚，1999）。以上國內外學者對

人格的定義可見均有異曲同工之處。

Eysenck 於 1967 年本人的圖示顯示他對正常人格特質的觀點（圖

2-1），在外向-內向向度，和穩定-不穩定向度的關係中表現了人的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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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且也把古代四種氣質類型相應的表現出來，而這種人格結構的圖解

為許多心理學家所接受。另外，Eysenck 也指出精神病質向度上分數高者

有孤獨、常惹麻煩、對人存敵視態度、不顧危險、不守社會常規等行為表

現（引自陳仲庚、張雨新，1989）。而「神經質」--即情緒的穩定性及不穩

定性，與自主神經系統的活動性有關；內外向的人格向度具有喚醒、興奮

大腦皮質的功能，所以人格的差異是有生理基礎（引自黃堅厚，1999）。

廖靜芳（2000）研究人格特質與吸菸行為，依據 Eysenck 的架構來進

行，比較高尼古丁依賴、低尼古丁依賴、曾經吸菸與從未吸過菸四組在人

格特質上的差異，結果發現四組在人格特質的三個向度上皆有顯著差異存

在(P <.05)。Francis, Lewis, and Ziebertz（2006）研究發現心理測驗

之題數適宜的狀態下，其研究結果就會受益，但若是題數太冗長，人們便

無法接受，因此無法確切得到研究結果，故 Eysenck and Barrett(1985)

創造簡短的艾森克人格特質量表(EPQR-S)，而此量表包含「外向性」

(extroversion)、「神經質」（neuroticism）、「精神病質」(psychoticism)、

「社會期許測量」（lie）四個向度，分別 12 題，共有 48 題。Chris & Leslie,

(1998)針對「社會期許測量」（lie）此向度指出，每個人在做問卷的時候，

關於自己的態度、行為會不準確，是因為會有想社會期許的趨勢，如符合

社會期許的答案讓結果呈現比較好看或者不想回答心中真正的答案。

廖靜芳（2001）的研究發現，在人格特質方面，青少年的精神病質分

數從 0至 9分，平均分數為 2.95，標準差為 1.57；外向性分數從 0至 12

分，平均分數為 6.45，標準差為 2.93；神經質分數從 0至 12 分，平均分

數為 5.90，標準差為 3.12。

黃碧華（2005）研究對象為台中縣兩所私立高級中學，高中職日間部

一至三年級女學生，針對年齡為 15-18 歲女學生進行調查，共 1230 名，研

究發現人格特質方面，神經質分量表，平均數 12.1，標準差 4.5，最低分

0，最高分 20。外向分量表平均數 13.3，標準差 3.8，最低分 2.0，最高分

22。精神病質分量表平均數 4.7，標準差 1.9，最低分 0，最高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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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人格特質指生活歷程中，在行為、情感、認知、生理各方

面，於長期且穩定的狀態下，為了適應整體環境所顯示的獨特個性。Eysenck

對於人格特質此方面具備完整架構，依據其漸進式發展出問卷四個向度，

包括外向性、神經質、精神病質、社會期許，然而國內研究上，針對高中

職學生運用 Eysenck 人格特質量表鮮少被探討，這是研究者所深感興趣和

好奇的，因此本研究嘗試去探討這個主題。

圖 2-1-1 從兩向度系統來分析的人格結構圖示

（資料來源：Eysenck 原著，1967；陳仲庚、張雨新譯，1989）

二、青少年生活壓力

「生活壓力」是指一種生活刺激或一個事件，強制性的情境下從事某

活動時，它的發生使個體失去原有平衡的狀態，並激發個體內在的適應歷

程以恢復原有的平衡狀態（張春興，2006）。藍采風（2000）認為壓力是指

個人對外界的一種反應，舉凡外界的人、事、物都能造成個人生理與心理

的反應。Ivancevich ＆ Matteson（1980）認為壓力是一種適應的反應，

是外界的動作、情況及事件對個人產生特殊生理或心理的要求而造成的結

果，而且此種反應是以個人特質和心理歷程為中介。

憂鬱質 易怒質

冷淡質 樂觀質

易怒的

不安定的

進攻好鬥

易變的

衝動的

樂觀的

主動的

社會化的
開朗的
健談的

易有反響
悠閒的

活潑的
無憂慮的

善領導的

被動的
謹慎的

有思想的
安寧的

克制的
可靠的

溫和的
鎮靜的

心境波動

焦慮的

嚴峻的

冷靜莊重

悲觀的

保留己見

不好交際

不穩定

穩定

內向 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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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震歐和郭靜晃（1992）在青少年輔導中心需求評估之研究中發現，

青少年常求助之問題以人際關係問題最多，其次為學業問題，再來為家人

關係，生活事件的多寡，生活變動會造成壓力，個人主觀認知亦是青少年

生活壓力的重要因素。根據藍采風（2000）研究青少年期心緒發展常處於

劇烈的變化之中，要因應生長發育壓力帶來的衝擊，還要面對家庭方面、

學業成績、異性交往、同儕關係、環境等生活上的壓力，青少年應用自己

的認知與思考模式處理各種壓力。Armacost（1989）研究青少年日常生活

壓力源以「學業壓力」最大，其次是來自父母與老師的「人際關係壓力」。

Cohen(1981)認為生活壓力的形成，除了在環境中客觀生活事件的發生

外，事件本身是否帶給個體心理及情緒上的衝擊，取決於個體對該事件的

主觀知覺評估。事件本身是中性的，只有當事人將其評估為壓力來源時，

該事件才會具有壓力性。所以，測量壓力，除了重視生活事件的經歷外，

還應分析個人的主觀認知判斷。

Newcomb, Huba, and Bentler(1981)以 7-9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用

自編的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問卷，調查過去一年來經歷的生活壓力事件，

發現主要有七項，分別為家庭與父母、意外與疾病、兩性交往、自主、違

規、遷移、憂鬱，並探討青少年對生活事件所抱持的態度，結果發現當青

少年對事件抱持的是負向態度時，會與生活適應、沮喪有高度的正相關。

鄭照順（1996）以台灣地區 2007 名國二、三到高二、三（14~18 歲）

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其中高中生有 1042 人，國中生 965 人；男生 1033

人，女生 961 人，其將青少年的主要壓力源分為五項，分別為自我期望壓

力、學校教育壓力、家庭管教壓力、同儕情感依賴壓力及青春期壓力，且

從研究結果中得知不同性別、階段、地區在生活壓力上有差異：男生有較

高的青春期壓力，女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壓力；高中生生活壓力大於國中

生，以高三壓力最大、高二壓力次之、再次是國三；台北市地區青少年生

活壓力最大，其次是高雄市，再次是台灣省地區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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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基金會（2002）以台北縣市國、高中職學生為對象所做的調查，

採取立意抽樣法，有效問卷為 2924 件，其中男生佔 50.3％，女生佔 49.7

％。在受訪者中感到會產生壓力或負面情緒的生活事件，以程度而言，時

常或總是成為受訪青少年之主觀生活壓力事件前五項分別為「考試」占

44.4％，「課業的表現」占 37.9％，「金錢」占 26.8％，「與同儕的關係」

占 23.5％，「外表」占 20.3％。

陳佳琪（2000）研究發現「學業壓力」為現代青少年主要生活壓力來

源，其次為青少年「自我認同與期許」，故目前青少年生活中主要壓力為學

業壓力與對自我認同及未來前途的迷惘。青少年前五名生活壓力為：1.成

績退步；2.學校考試很多；3.考試不及格；4.聽不懂老師上課教的內容；

5.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鄒浮安（1997）取自臺灣地區六所著名高中，共得有效樣本 1610 人，

整體著名高中生的高壓力源，屬於學校生活壓力類居多；著名高中女生的

生活壓力顯著高於男生，只限於同儕壓力、學校壓力與個人壓力。

屈寧英（2004）以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讀於台北市立某女子高級

中學一至三年級的全體女生共 2744 人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集束抽樣，利用

自填式問卷方法進行資料收集，取得 786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如下：研

究對象生活壓力，介於「有時如此」、「很少如此」之間，其最感壓力的事

件依序為「升學壓力」、「學習因素」、「自我覺知」、「家庭溝通」與「人際

關係」。與蔣桂嫚（1993）研究發現，高中生生活壓力主要來源為學校事件

和個人身心事件，其次是家庭事件與異性交往事件等結果相仿。

崔珮玲（2004）以新竹縣市公立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713 人，

研究結果中發現青少年面臨最多的生活壓力事件，依序為：「自我期望事

件」、「課業與溝通事件」、「自我表現事件」、「生活環境與人際關係事件」。

郭靜靜（2004）研究指出受試者在「生活壓力」五點式量表之平均值

為 1.77，即生活壓力影響程度係介於「沒有困擾」與「很少困擾」之間，

顯示青少年其生活壓力影響程度傾向「很少困擾」的情況，其中高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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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方面」與「自我方面」生活壓力影響程度較大。受試者之「生活

壓力」平均值最高的前十項依序為：對某科課業不感興趣最大，其他依序

為有些科目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內容，擔心學校考試，覺得自己的外表（相

貌、身材）比不上別人，懷疑自己的能力不足，學校管教太嚴格，沒有足

夠的零用錢或物質享受，壞習慣無法改掉，一犯再犯，家庭經濟有困難，

與父母發生爭執或衝突。

綜合上述，生活壓力指面對外界人、事、物的刺激，使得個體生理與

心理產生失衡的狀態，此反應以個人特質和心理歷程為中介，激發個體內

在的適應歷程，進而恢復原有的平衡。統整各相關文獻（見表 2-2-1），歸

納出影響高中職學生之生活壓力事件包括校園生活壓力、人際互動壓力、

兩性情感壓力、學習壓力、家庭及家人相處壓力、自我期許壓力、生長發

育壓力、經濟壓力共八個向度，本研究將針對此做深入的調查與探討。

表 2-2-1 高中職學生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台北地區高職

學生生活壓力

與適應之研究

廖淳婉/1985 台北地區高職

學生共 885 人

1.將生活事件分為家庭、課業、

學校、人際關係、兩性關係、生

涯發展、經濟、身體、自我與時

間方面。

2.多數高職學生經驗過的生活

事件中，比較有壓力的事件是對

未來要升學或就業感到茫然、不

能達到自己的預定目標、擔心將

來找不到工作、學業成績不理

想、擔心考試、父母親與我的意

見發生衝突、父母親發生爭吵、

準備將來參加升學考試。

高中學生生活

壓力、因應方

式與身心健康

關係之研究

蔣桂嫚/1993 高雄縣市一至

三年級高中生

714 人

1.高中學生生活壓力源依序

為：學校事件、個人身心事件、

家庭事件、異性交往事件。

2.主觀生活壓力比客觀生活壓

力能有效地預測身心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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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高中職學生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青少年的日常

生活壓力、社

會支持與因應

策略之探討:

以高中職學生

為例。

吳宜寧/1996 台北市高中、

高職學生共

985 人

1.將日常生活壓力分為五個類

別：課業、考試、學校生活；人

際關係；職業前途、生涯發展；

家庭事件；自我相關部分。

2.以擔心職業前途、生涯發展的

頻率為最高，其次以課業、考試

學校生活；自我相關較常發生。

著名高中學生

生活壓力及其

相關因素之研

究

鄒浮安/1996 臺灣地區六所

著名高中，共

得有效樣本

1610 人，包括

男生 792 人、

女生 818 人。

1.整體著名高中學生的高壓力

源，屬於學校生活壓力類居多。

2.著名高中女生的生活壓力顯

著高於男生，只限於同儕壓力、

學校壓力與個人壓力。

3.著名高中二年級學生的家庭

生活壓力高於一年級與三年級

學生。

父母失業與高

中職學生憂鬱

程度之相關探

討。

黃曉瑜/2004 基隆七所公私

立高中職學生

共1447名

1.將生活事件分為家庭、個人生

理狀態、學業、同儕、經濟、兩

性關係和未來生涯。

2.家庭因素中以「家人間會吵

架」佔57.29％，個人生理狀態

以「臉上有青春痘」佔67.59％、

學業以「聽不懂上課內容」佔

63.99％、同儕以「知心朋友或

同學很少」佔31.44％、經濟以

「自己零用錢不夠花」佔46.44

％、兩性關係以「自己不夠吸引

人」佔37.6％、未來生涯以「對

未來茫然無所適從」佔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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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高中職學生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青少年網路沉

迷現象與生活

壓力、負面情

緒之相關研究

以台中市高中

生為例

盧浩權/2005 台中市高中生

共435人

1.將青少年常見的生活壓力事

件分為「學校生活壓力」、「家庭

生活壓力」、「人際相處壓力」、

「負面生活事件」、「生理發育壓

力」五個向度。

2.得分最高者依序為：

「學校生活壓力」（平均數

=2.37）、「生理發育壓力」（平均

數=2.28）、「家庭

活壓力」（平均數=1.87）、「人際

相處壓力」（平均數=1.80）、「負

面生活事件」（平均數=1.09）。

3.學校的考試與課業、對未來升

學或就業等有關生涯發展規劃

的事件，幾乎成為青少年最主要

的壓力來源。

高中生生活壓

力、社會支

持、行為模式

與幸福感相關

性之研究

-----以台北

市立某女子高

級中學為例。

屈寧英/2004 台北市立某女

子高級中學一

至三年級共

882人

1.其分量表包括學習因素、升學

的壓力、人際關係、家庭溝通、

自我覺知。

2.各部份之平均數以「升學壓

力」3.60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學

習因素」3.06、「自我覺知」

2.53、「家庭溝通」2.51 以及「人

際關係」2.44；升學壓力與學習

因素是研究對象主要壓力來源。

生活壓力、因

應方式與身心

健康之相關研

究~以高中多

元入學方案為

背景。

蔡婉莉/2002 以高雄市國三

學生為研究對

象，前述對象

為目前就讀於

高雄市內市

立、私立與國

立高中的一年

級新生共694

人

1.將量表分為五個因素：自我期

望壓力、溝通及情感依賴壓力、

學校教育文化期望壓力、家庭管

教壓力、青春期情感壓力

2.國三學生在各層面生活事件

遭遇次數的多寡，依序為：「自

我期望壓力」、「學校教育文化壓

力」、「溝通及情感依賴壓力」、

「家庭管教壓力」，最少遭遇的

則是「青春期情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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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高中職學生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青少年生活壓

力、家庭氣氛

與偏差行為之

關係研究。

陳佳琪/2002 中部地區台中

縣、台中市、

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之

公私立國、高

中職學校，共

905份。

1.將量表分為四個因素：自我認

同與期許、異性關係發展、同儕

人際關係、學業壓力。

2.全量表之各題項平均得分高

低看來，青少年前五名生活壓力

為：1.成績退步（平均數3.05）；

2.學校考試很多（3.00）；3.考

試不及格（2.90）；4.聽不懂老

師上課教的內容（2.70）；5.很

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2.66）。

青少年憂鬱傾

向、生活壓

力、冒險行為

對其婚前性行

為影響之研究

郭靜靜/2004 台北市公私立

高級職業學校

日間部一到三

年級的學生，

共計1,401

名。

1.本量表將青少年之生活壓力

事件分為五類，包括：家庭方

面、學校方面、人際交友方面、

自我方面以及異性交往方面。

2.以「學校方面」生活壓力影響

程度最大；其他依序為：「自

我方面」、「家庭方面」、「人際交

友」、「異性交往」。

3.壓力最高的前十項依序為：

「對某科課業不感興趣」、「有些

科目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內容」、

「擔心學校考試」、「覺得自己的

外表（相貌、身材）比不上別

人」、「懷疑自己的能力不足」、

「學校管教太嚴格」、「沒有足夠

的零用錢或物質享受」、「壞習慣

無法改掉，一犯再犯」、「家庭經

濟有困難」、「與父母發生爭執或

衝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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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憂鬱程度

按照美國精神病學協會（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出版之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ignostic and Statestical Manual ；

DSM-IV）中的定義，憂鬱是一種徵候群，及許多症狀的複合體（孔繁鍾、

孔繁錦，1997）。換言之，憂鬱是情緒的症狀、症候群或疾病，且以成為日

常生活中的常用術語之一。

袁之琦與游恒山（1993）、藍采風（2000）和魏麗敏（1994）表示憂鬱

指情緒狀態，其特質包括高度的悲傷和頹廢，伴有貶低的自尊，或是對壓

力來源無法應對，以及某種程度的無助和無望感受。大部分人處在此種情

緒狀態是短時間的，憂鬱雖讓人不愉快，但也有正面的效用。輕度的憂鬱

具有適應的功能，使人面對試圖避開的感受、思考和意象，憂鬱通常會自

我設限，在一段強烈的時期會緩和或終止。一般人在一生之中或多或少都

會有憂鬱的經驗，比如失戀、意外事件、失敗、親友死亡、生病等。正常

人在事件發生後短時間內身心恢復正常，但長時間下來，對壓力耐受降低，

嚴重者有自殺意圖及行為產生。

楊明仁（2002）於 2001 年所做的初步調查發現，具有憂鬱症的青少年

為 29.9％。趙芳玫（2003）調查台北縣公、私立職校的學生發現有 35.09

％有輕度憂鬱症、18.90％有中度憂鬱症、4.7％有重度憂鬱症。林美李

（2003）以台北市高中生憂鬱程度及其相關因素為研究內容，憂鬱程度在

公立、私立高中未達顯著差異。張如杏與胡幼慧（1993）以北市高職、五

專 15歲－19 歲學生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女性憂鬱症狀較男性高，其心理

狀況明顯較男性差，生活事件如有男女感情問題憂鬱較嚴重。趙芳玫（2003）

以台北縣公私立高中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年級別在憂鬱傾向之交互

作用有明顯差異，三年級女生大於三年級男生。楊浩然（2002）針對我國

憂鬱症青少年進行長期的追蹤發現，在憂鬱症的分類中，青少年罹患重鬱

症的盛行率男生占 1.5-1.6％，女生占 5.3-5.6％，女生是男生的 3至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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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基金會（2002）針對大台北地區在學青少年調查，以 28 所國中、

高中職學生 2,924 名為研究對象發現，具憂鬱症狀且須專業人員進一步評

估者占 21.8％；亦即平均每五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有憂鬱情緒傾向，已到

需專業輔導程度。青少年鬱卒的壓力來源，依序是考試、課業表現及金錢。

徐世杰（2003）本研究發現青少年憂鬱程度達臨床水準者，佔總樣本

數之 17％。而郭靜靜（2004）研究指出受試者在「憂鬱情緒量表」之平均

值為 11.38，顯示青少年其憂鬱情緒傾向呈現「偏低」的情況。此外受試

者憂鬱程度偏高占 16.1％ 也就是說，已需要專業人士介入評估及給予協

助的約占受試者的六分之一。

張高賓（2000）調查中也顯示，一般而言，有 4％兒童有憂鬱情緒，

到青少年階段則有 10-15％的比例。青少年主要的支持管道是來自同儕，

可是家庭支持與否卻是最能影響其憂鬱程度的多寡，若是家庭對青少年的

支持越高，其憂鬱程度越低。而造成青少年憂鬱之因素包括不切實際與過

於理想化導致認知失調，抗壓性有限，生活壓力事件，重大失落所導致。

董氏基金會所提供之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量表的目的是篩檢出

13 至 18 歲（相當於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中、高憂鬱情緒狀態的青

少年，以便儘早進一步評估該生是否有憂鬱症、或僅是嚴重憂鬱情緒。本

量表將其區分為情緒、認知、行為、生理四個類別。由於黃君瑜及許文耀

所編制的 31 題青少年憂鬱情緒量表當中的題目大都集中在情緒及認知類

別，為了更清楚了解青少年的生理及行為症狀，以便擬定更具體的憂鬱症

預防策略，因此，將題目簡化為 20 題，四個類別的題目平均分佈，每個類

別各 5題的簡式量表，以更利於憂鬱症篩檢之用。

綜合上述，憂鬱傾向可以是一種情緒狀態，也可以是一種情緒異常症

狀的症候群，其特質包括高度的悲傷和頹廢，伴有貶低的自尊，或是對重

大事件無法應對，而產生無助和無望感，短時間是一種情緒的歷程，但若

長時間則會影響到個人生活及身心狀態，目前國內具有憂鬱症的青少年大

約有二成，而自殺又是為青少年十大死因第二位（行政院衛生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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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憂鬱此議題更需被關注；然而憂鬱在國內外都常被探討的議題，使用

的研究工具也不分軒輊，統整國內相關文獻（見表 2-3-1），發現探討高中

職學生憂鬱情緒常使用董氏基金會所提供的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故此，本研究將以此做為進一步調查與探討。

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青少年憂鬱、

依附型態與負

向情緒調節能

力之相關研究

王淑鄉

/2007

台灣地區公、私立

之國三學生和高

三學生共 2101 人

/青少年憂鬱量表

1.不同背景因素之「居住區域」、「學

校類別」、「年齡」、「出生序」、「親子

關係」、「家庭經濟」、「人際關係」及

「課業壓力」在青少年憂鬱上有顯著

差異。

高中職學生 A

型行為特質、

生活壓力及憂

鬱傾向之相關

研究

吳佳蕙

/2005

臺灣地區公私立

高中職一至三年

級的學生，675 名

/青少年憂鬱情緒

自我檢視表

1. 高中職學生整體憂鬱傾向偏低，其

中較常出現的憂鬱傾向，「我非常在乎

別人的反應」。

高中生自尊、

生氣歷程與其

憂鬱情緒關係

之研究

顏姿吟

/2006

台南縣市各五所

高級中學之

1,152 名/青少年

憂鬱情緒自我檢

視表

1.高中生之自尊屬於中上程度；憂鬱

情緒為輕度程度。

2.私立學校高中生的憂鬱情緒顯著高

於公立學校高中生；不同年級高中生

在生氣程度與憂鬱情緒上亦顯著差

異。

青少年憂鬱與

社會畏懼、雙

親教養態度之

相關研究

徐世杰

/2003

台灣地區各公私立

高中職日間部一、

二、三年級計1726

人/青少年憂鬱量

表

1.青少年憂鬱程度會因年級、學業表

現、生活滿意度之不同而有明顯差

異；高年級、學業表現差、生活滿意

度低之青少年憂鬱程度明顯高於低年

級、學業表現佳、生活滿意度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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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高中生完美主

義傾向、解釋

風格與憂鬱程

度之關係--以

台中縣市六所

高中為例

葉真秀

/2004

台中縣市六所

公私立高中之一、

二年級學生為作為

研究樣本，共653

人/青少年憂鬱情

緒自我檢視表

1.全體高中生在憂鬱量表部分得分的

平均數為 11.58，標準差為 6.51。

2.高中生憂鬱程度僅在學業成就上有

顯著差異，在性別、校別與年級上並

無顯著差異。

3.高中生憂鬱反應之主因為「在乎他

人」、「躁動與憂鬱」，並依憂鬱程度增

加，後者之影響力逐漸超越前者。

高中生知覺家

庭氣氛、課業

壓力、同儕關

係與其憂鬱傾

向關係之研究

楊朝旭

/2004

台中市、台中縣、

彰化縣、南投縣等

四縣市公私立高中

一至三年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共計926

人/青少年憂鬱情

緒自我檢視表

1.就個人背景變項來說高中的憂鬱程

度在不同性別、學校類別及出生序上

並無顯著差異，僅在年級方面出現高

三學生的憂鬱程度明顯高於高一的學

生。

2.在相關性方面高中生的家庭氣氛、

課業壓力及同儕關係與憂鬱傾向間都

具有中度的相關。

3.受試者在憂鬱情緒量表之總平均數

為 72.08，顯示高中生其「憂鬱傾向」

屬於「中等憂鬱」的情況。

父母失業與高

中職學生憂鬱

程度之相關探

討

黃曉瑜

/2004

基隆七所公私立

高中職之 1447 名

/青少年憂鬱情緒

自我檢視表

1.高中職三年級的學生騎憂鬱程度高

於其他年級的學生。

2.青少年若有使用菸、酒及成癮性藥

物則其憂鬱程度會高於未使用的青少

年。

3.父親持關懷開明的管教態度，青少

年憂鬱程度低；母親遲乎是冷漠的管

教態度，青少年憂鬱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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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高雄市高職學

生生命意義

感、憂鬱情緒

與自殺傾向關

係之研究

李桂仙

/2006

高雄市高職學生

2599 位學生為本

研究之母群/青少

年憂鬱情緒自我

檢視表

1.憂鬱情緒現況分析公立高職學校職

業類科之高一女生，顯示較常感受到

憂鬱情緒，整體層面情緒狀況普遍穩

定，惟「失去精力」是引起中高程度

憂鬱傾向的因素。

憂鬱傾向高中

生核心信念之

分析研究

黃虹菱

/2005

十位憂鬱傾向之

高中生/青少年憂

鬱情緒自我檢視

表

1.本研究為質的研究，研究者以「青

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篩選出十

位憂鬱傾向之高中生，運用認知治療

的技巧進行 4至 5次的訪談。

2.憂鬱傾向高中生對於自我、世界、

及未來充滿了負向的觀點，其認知內

涵包含自動化思考及中介信念，因著

不同的憂鬱核心信念，會出現不同的

中介信念，進而造成個體的情緒困擾。

青少年主觀生

活壓力與憂鬱

傾向之相關性

董氏基金

會/2002

台北縣、市2,924

名國中、高中職學

生為對象/青少年

憂鬱情緒自我檢視

表

1.平均每五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有憂

鬱情緒傾向占21.8％，已到需專業輔導

程度。

2.家中排行順序與憂鬱程度高低有關

連，與性別、年齡、父母親教育程度並

無差異。

台中縣兩所高

中職女學生雙

親教養態度、家

庭功能與憂鬱

症狀之相關研

究

廖秀萍

/2005

台中縣兩所中學女

學生，共1207名/

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憂鬱量表(CES-D)

1.高中職女學生 0.5％為重度憂鬱；

13.6％為中度憂鬱；85.9％為無或輕

度憂鬱。

2.高中職女學生的憂鬱症狀程度會因

「學校、年級、學業表現、家庭經濟」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學校排名後

面、高年級、學業表現差、家庭經濟

差之高中職女學生憂鬱症狀程度，明

顯高於學校排名前面、低年級、學業

表現佳、家庭經濟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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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青少年憂鬱概

念、憂鬱程度

與求助態度之

相關研究

陳玉芳

/2005

台北市、高雄市及

台灣省北、中、

南、東四區，分別

抽取國中、高中、

高職各一所學

校，每校各年級各

抽取一個班級，有

效樣本共計 2036

人/流行病學研究

中心憂鬱量表

(CES-D)

1.不同性别、地區、年級之青少年參

加憂鬱症課程之比例具有顯著差異存

在。

2.不同性別、地區、年級、參加憂鬱

症課程與否、家人有無憂鬱症等背景

變項之青少年，其憂鬱概念具有顯著

差異。

3.不同性別、年級之青少年其憂鬱程

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地區、課業滿

意度之青少年，其憂鬱程度則有顯著

不同。

台中縣兩所高

中職女學生生

活事件、人格

特質與憂鬱症

狀相關之研究

黃碧華

/2005

台中縣兩所中學女

學生，共1207名/

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憂鬱量表(CES-D)

1.輕度憂鬱者佔 85.9％，中度憂鬱者

佔 13.6％，重度憂鬱者佔 0.5％。憂

鬱症狀在年級上有差異性，高中職三

年級學生憂鬱症狀程度較高中職一年

級學生來得高。

2.自評學業表現越差者，憂鬱症狀程

度越高。

3.自評家中經濟狀況越差者，憂鬱症

狀也越高。

4.父母親教育程度、親生父母婚姻狀

態與憂鬱症狀則無顯著差異。

5.神經質人格特質越高、負向衍生性

生活事件越多、外向人格特質越低，

其憂鬱症狀越高。

高職生家庭功

能、依附風格

與憂鬱情緒之

相關性研究

王玉梅

2002

花蓮市三所公立高

職生，有效樣本717

人/流行病學研究

中心憂鬱量表

(CES-D)

1.家庭功能受人口學特性之家庭結

構、父母教育風格、父母健康與家庭

經濟而影響，與高職生之憂鬱情緒呈

明顯負相關（r ＝ -0.325＊＊）。

2.高職生之有憂鬱情緒傾向者佔

53.7﹪，其中 21.8﹪為嚴重憂鬱。

3.女生憂鬱情緒分數高於男生，且人

口比例亦高於男生，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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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台北市高中生

憂鬱程度及其

相關因素

林美李

/2003

台北市四所學校

（公立二所，私立

二所）中的一、

二、三年級，共

779 名/流行病學

研究中心憂鬱量

表(CES-D)、BDI

1.有 53.6﹪台北市高中生的CES-D憂

鬱量表得分超過 16 分。

2.男生和女生間憂鬱程度無差別。

3.高三生憂鬱平均分數高於高一生。

4.高中生的憂鬱程度和其個人因素、

壓力生活事件、無望感與自尊之間有

統計意義上的相關性，5.個人因素、

壓力生活事件、無望感與自尊對高中

生憂鬱程度有 47.8﹪的解釋力。

台北市高中女

校學生休閒參

與與憂鬱程度

相關之研究

楊國隆

/2005

臺北市高中女校共

218人/

BDI-Ⅱ

1.在全體樣本中高中（職）各有 43.60

％及 51.53％的學生有憂鬱傾向

2.女校高中與高職學生在憂鬱程度之

比較達顯著差異

3.成績排名為後 1/4 的女生，其憂鬱

程度分別高於排名為前 1/4、前

2/4-1/4、前 3/4-2/4 的女生。

高職女生自我

分化、人際互

動與憂鬱傾向

之相關研究～

以台北市某高

職為例

胡雅婷

/2005

台北市某綜合高

中二、三年級的學

生，共 244 名/

貝克憂鬱量表第

二版

1.高職女生在貝克憂鬱量表上之整體

得分平均數為 18.30，偏向輕度憂鬱。

2.高職女生之憂鬱傾向與年級無差異

存在。然而在憂鬱傾向概念中的「認

知」分項上有顯著差異，且二年級高

於三年級。

3.高職女生之憂鬱傾向與學業成就無

差異存在。

4.高職女生之憂鬱傾向與家庭社經地

位無差異存在。

5. 高職女生在人際互動總分與憂鬱

傾向總分達顯著負相關，表示高職女

生人際互動的狀況愈好，在憂鬱傾向

方面的得分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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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高中職學生憂鬱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台南縣市高職

男生尼古丁依

賴現況，及其

與人格特質、

憂鬱的相關

2001/

廖靜芳

6所台南縣市高

職學生共抽取 30

班，共 1055 名/

貝氏憂鬱量表

BDI

1.憂鬱方面，51.5％的青少年沒有或

有極低的憂鬱；34.0％的青少年有輕

微至中等的憂鬱；11.5％的青少年有

中等至嚴重的憂鬱；另有 3％的青少

年有嚴重的憂鬱。

2.憂鬱的平均分數為 10.56，標準差

為 7.93。

高中職學生的

焦慮與憂鬱傾

向之探討-以

台北縣地區為

例

趙芳玫

/2003

台北縣地區公、私

立高中、高職學校

一至三年級學

生，有效樣本共計

1254 人（男生 551

人，女生 703 人）

/

曾氏心理健康量

表之焦慮量表

（SAS）、曾氏心理

健康量表之憂鬱

量表（SDS）

1.台北縣地區高中職學生其焦慮傾向

與憂鬱傾向是有顯著差異，女生高於

男生。

2.高中與高職學生的焦慮傾向是沒有

顯著差異。但憂鬱傾向是有顯著差

異，而且是高職大於高中。

3.性別、年級別在焦慮傾向與憂鬱傾

向之交互作用下都是有顯著差異。而

且都是三年級女生大於三年級男生。

4.性別、高中/高職、年級別在焦慮傾

向之交互作用下是沒有顯著差異。在

憂鬱傾向之交互作用是有明顯差異。

差異為高職二年級女生大於高職二年

級男生；高職三年級男生大於高中三

年級男生；高中二年級男生大於高中

三年級男生。

青少年思考傾

向、憂鬱程度

與學習成效間

之關連性研究

張意宏

/2005

台北縣公立高中

及完全中學高三

學生，總計回收有

效樣本 169 份，其

中男生 126 人，女

生 43 人/

財團法人董氏基

金會製作的「台灣

人憂鬱症量表」

1.學校類別、性別與父母的管教方式

與憂鬱程度並無顯著相關。

2.青少年在家中排行與憂鬱程度有顯

著相關，其中以家中排行中間的學生

相關性最高，依序為老大、老么最後

為獨子。

3.青少年的憂鬱程度與學習績效呈現

負相關，顯示憂鬱程度愈高，學習績

效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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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人口學變項與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

吸菸行為之關係

本節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社會人口學變項與人格特質的關係、第

二部份社會人口學變項與生活壓力的關係、第三部份社會人口學變項與憂

鬱程度的關係、第四部份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吸菸行為的關係，說明如下。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與人格特質的關係

林誼杰（2002）以中原大學 559 位受試者為研究對象，使用大陸學者

龔耀先將 Eysenck 的艾森克個性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翻譯後並做修訂的版本，研究中指出男女性別於人

格特質中的內外向、神經質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而精神病質達到顯著差異，

且男生平均值大於女生。而在黃碧華（2005）研究結果中發現，在神經質

分量表上高職學生之分數明顯高於高中學生(t=3.01，P＜0.01)，在外向分

量表上高中學生之分數明顯高於高職學生(t=2.53，P＜0.05)。

林美鳳（2004）以台灣地區公私立高級中學的學生為研究母群體，總

樣本人數為 816 人，以賴氏人格測驗高中生在人格特質的內外向性、情緒

穩定性、心理健康、社會性等各因素。不同年級之高中生在人格各因素，

顯示不同年級之高中生在「內外向性」具有顯著，經雪費事後比較考驗，

一年級高於三年級，一年級高於二年級；不同年級之高中生在「情緒穩定

性」具有顯著，經雪費事後比較考驗，三年級高於一年級，三年級高於二

年級；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高中生在人格特質各因素差異考驗，「內外向性」

達到顯著水準，顯示高中生之家庭社經地位具有顯著差異，經雪費事後比

較考驗後，其結果在中、低家庭社經地位之高中生在內外向性上較接近普

通中等特質，而高家庭社經地位之高中生較趨向於內向性。

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方面，男生比女生較有精神病質；在學

制方面，高中學生比高職學生外向，高職學生比高中學生神經質；在年級

方面，一年級學生比二、三年級學生外向，三年級學生比一、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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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較不穩定；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家庭社經地位高中生比中、低家

庭社經地位高中生較為內向性。故此，本研究將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中的

性別、學制、年級、家庭社經地位與人格特質間的關係。

二、社會人口學變項與生活壓力的關係

郭靜靜（2004）研究指出整體生活壓力不會因「性別」的不同而存在

顯著差異，但是女生在家庭、學校、人際交友、自我方面的壓力大於男生；

而在學校類別、年級、父母親教育程度也與整體生活壓力沒有相關。

廖淳婉（1986）以台北地區高職學生生活壓力與適應之研究，顯示高

職生在學校類別上與生活壓力的大小有顯著差異。蔣桂嫚（1993）研究高

中學生生活壓力，私立高中學生的生活壓力大於公立高中學生。陳佳琪

（2002）以青少年生活壓力、家庭氣氛與偏差行為之關係研究，不同就讀

學校類別之青少年在生活壓力有顯著差異。至於公立、私立高職學生的生

活壓力是否不同，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廖淳婉（1986）以台北地區高職學生生活壓力與適應之研究，高職生

在不同的性別上與生活壓力的大小有顯著差異，高職生壓力愈大，生活適

應愈不良。江承曉（1991）研究青少年生活壓力在性別上女生比男生易感

困擾。蔣桂嫚（1993）研究高中學生生活壓力，男生的異性交往壓力大於

女生，女生家庭壓力大於男生。鄭照順（1997）以台灣地區 2,007 位國二

到高三的青少年為對象，發現不同性別生活壓力有差異。江承曉（1991）

研究青少年生活壓力有年級的差異，年級越高，生活壓力越大；蔣桂嫚

（1993）研究高中學生生活壓力，高三學生生活壓力大於高二、高一。鄭

照順（1997）以台灣地區 2,007 位國二到高三的青少年為研究，高中生活

壓力大於國中生，高三壓力大於高二與國三。

陳佳琪（2000）不同性別之青少年在「學業壓力」、「同儕人際關係」、

「自我認同與期許」與「整體生活壓力」有顯著差異，且女生比男生之生

活壓力為大。不同就讀學校類別之青少年在「學業壓力」、「自我認同與期

許」與「整體生活壓力」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高職學生承受之生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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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較大。

盧浩權（2004）在生活壓力現況調查中，全體研究樣本所經歷的生活

壓力，以「學校生活壓力（平均數=2.37）」的強度最大，亦即全體研究樣

本在其日常生活中經歷較多學校方面的壓力事件。顯見對於高中階段的青

少年而言，校內的課業成績往往決定日後是否繼續升學或從事何種職業，

因此自己追求成功的動機或教師、父母的督促，也常會為他們帶來極大的

壓力。

綜合各相關文獻指出，在性別方面，有研究發現女生的生活壓力大於

男生（江承曉，1991；吳宜寧，1996；陳佳琪，2000），亦有研究發現，男

女生在整體生活壓力上並無顯著差異（李蘭、李明濱、陸玓玲，2000；蔣

桂嫚，1993）；在學制方面，陳佳琪（2000）指出高職學生承受之生活壓力

較大；在年級方面，年級越高，生活壓力越大（江承曉，1991；屈寧英，

2004；鄭照順，1996），亦有研究發現，年級與生活壓力無關（吳宜寧，1996；

蔣桂嫚，1993）；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郭靜靜（2004）指出，父母親教育

程度與整體生活壓力沒有相關。故此，本研究將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中的

性別、學制、年級、家庭社經地位與生活壓力間的關係。

三、社會人口學變項與憂鬱程度的關係

郭靜靜（2004）研究指出性別、學校類別、年級、父親教育程度分別

在「憂鬱傾向」上存在顯著差異性。其中，「女學生」所感受到的「憂鬱傾

向」顯著高於「男學生」；「高職三年級學生」所感受之憂鬱傾向較「高職

一年級學生」來得多；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高職）畢業者所感受之憂鬱

傾向較父親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畢業者來得多。趙芳玫（2003）性別、

年級別在焦慮傾向與憂鬱傾向之交互作用下都是有顯著差異。而且都是三

年級女生大於三年級男生。

林美李（2003）以台北市高中生憂鬱程度及其相關因素為研究，憂鬱

程度在公立、私立高中未達顯著差異。至於公立、私立高職學生的憂鬱傾

向是否不同，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趙芳玫（2003）高中與高職學生的憂



31

鬱傾向是有顯著差異，而且是高職大於高中。

林美李（2003）以台北市 779 名高中生為研究，憂鬱程度在年級上達

顯著差異，呈現三年級高於一年級，可能因為高三面臨大學考試。徐世杰

（2003）結果可發現青少年憂鬱程度在年級之差異情形達顯著，透過進一

步的事後比較結果可發現，年級越高青少年之憂鬱程度通常較高。陳柏齡

（2000）及趙芳玫（2003）的研究中都發現，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及高中生

高年級的憂鬱傾向均高於低年級。而蔡嘉慧（1998）及葉真秀（2004）針

對國中生與高中生的研究中則有不同的發現，不同年級的國中生與高中生

在憂鬱傾向上並無顯著差異。蔣桂嫚（1993）指出高三學生在嚴重憂鬱症

罹患率上，顯著高於高一、高二。其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高三學生面臨大學

聯考，課業壓力太大所致。楊朝旭（2004）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憂鬱傾向

上有明顯差異。事後比較結果顯示，高三比高一有較高憂鬱傾向。

王玉梅（2002）及趙芳玫（2003）針對花蓮市高職生及台北縣高中職

學生焦慮與憂鬱傾向之研究中發現，憂鬱傾向女生高於男生。林美李（2003）

對台北市高中生的研究中發現，男女生間的憂鬱程度無差異。葉真秀（200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後，發現不同性別之憂鬱程度並無顯著差異。董氏

基金會（2002）以台北縣、市 2,924 名國中、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研究發

現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在男女性別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楊朝旭（2004）研

究指出不同性別的高中生在憂鬱傾向上並無明顯差異。

綜合以上文獻，在性別方面，女生較男生有憂鬱傾向（郭靜靜，2004；

趙芳玫，2003；王玉梅，2002），但也有研究表示性別與憂鬱沒有相關（董

氏基金會，2002；林美李，2003；葉真秀，2004；楊朝旭，2004）；在學制

方面，高職學生較高中學生有憂鬱傾向（趙芳玫，2003）；在年級方面，三

年級學生較一、二年級學生有憂鬱傾向（蔣桂嫚，1993；陳柏齡，2000；

林美李，2003；徐世杰，2003；趙芳玫，2003；郭靜靜，2004；）；在家庭

社經地位方面，郭靜靜（2004）指出父親教育程度低者的學生較高者具有

憂鬱傾向。故此，本研究將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中的性別、學制、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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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經地位與憂鬱程度間的關係。

四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吸菸行為的關係

國內針對台灣在校青少年吸菸現況調查結果發現男生吸菸盛行率為

16.6％，女生為 3.7％，男生為女生的 4.5 倍；隨著年齡的增加，吸菸的

盛行率愈高，在 14-17 歲緩緩增加，到 18歲以上(包括 18 歲)更高達 23.0

％(周碧瑟等，1997)。依據董氏基金會 2000 年針對台灣地區國中、高中、

高職學生共 2838 名的調查，發現曾經吸菸者中，曾吸菸者，現在每天吸菸

的人有 13.0％，其中男生 15.3％、女生 9.1％。陳秀娟（2002）研究調查

中，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吸菸的比率為 18.4％。男性學生吸菸率為 30.0

％，女性學生為 8.0％；高中（普通科）學生吸菸率為 12.7％，高職（職

業類科）學生為 24.1％；高一學生吸菸率為 18.2％，高二學生為 19.8％，

高三學生為 17.2％。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吸菸率偏高。

柯姍如(2002)在現在沒有吸菸與現在有吸菸兩組中，僅性別與學業成

績兩個變項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P <.05）。在性別方面，男、女生吸菸者

分別為 78 人與 28 人，但因男生研究對象的比例佔了六成，使得男生吸菸

者雖多於女生，但男、女生現在有吸菸的比率均在三成左右，然而在統計

上卻也達到顯著差異，即男生現在有吸菸的比例大於女生。父親教育程度

方面，雖然現在有吸菸組的分布趨勢上，顯示父親教育程度高者比例多，

現沒有吸菸組反之，但這樣平緩的趨勢卻未能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

現在是否吸菸在父親教育程度上的分布沒有差異。Bruce, et al.（1999）

和 Simons, Crump, Haynie, Saylor, Eitel, and Yu (1999)研究中指出

權威式教養且教育程度較低者與青少年(男)吸菸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馬

藹屏、嚴道、黃松元與陳政友(2000)則指出父親教育程度及父親所從事行

業等變項，與受試者是否為吸菸者之間有顯著關聯性。Waldron and

Lye(1990)的研究發現高中高年級生，其父母親教育程度愈低者，愈會嘗試

吸菸與從事吸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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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媛（1995）針對在校青少年所做調查，青少年整體吸菸率約為 10

％，其中高職學生吸菸比例最高，將近 14％；其次為專科生，約佔 13％；

高中生最少，約佔 8％；國中生則居中，吸菸率約為 10％。

黃松元等人（1991）有關台灣地區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中，高中生吸

菸率為 17.6％、高職生吸菸率為 17.8％。李景美等人（1995）針對台灣地

區國中、高中及高職共 7856 名學生所做的調查中發現，目前經常吸菸的比

率則是高中生 3.5％、高職生 9.9％。周碧瑟等人在 1995 年針對 12247 名

台灣在校青少年所做的調查研究中，其中高職生吸菸者佔 13.7％，高中生

6.1％；而在其於 1996 年所做的調查中，12470 名受測學生裡，12.6％有

吸菸習慣，仍以高職生最高 18.8％，高中生 6.2％。

Maziak, Mzayek,和 Devereaux（2001）研究中發現較窮國家的學生因

為經濟因素比較有可能去戒菸，在 Syria，較會賺錢的學生比沒有賺錢的

學生會有吸菸行為(Tamim, Terro, Kassem, Ghazi, Khamis,＆ Abdul et

al,2003)。另外，研究中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吸菸是有關聯性，來自較高

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比較有可能吸菸且較不想去戒菸，其中，高家庭

社經地位的女學生又比高家庭社經地位的男學生較有吸菸行為(Maziak ＆

Mzayek,2000)。

綜合以上的研究發現，在性別方面，男生較女生有吸菸行為（周碧瑟，

1996；董氏基金會，2000；陳秀娟，2002；柯姍如，2002），只有

Thornton,Douglas, and Houghton（1999）和陳怡如（2001）研究顯示男

生與女生吸菸比率相近；在學制方面，高職學生較高中學生有吸菸行為（陳

秀娟，2002；柯姍如，2002）；而在年級方面，陳秀娟（2002）研究中無相

關；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柯姍如（2002）指出吸菸組之父親教育程度高，

Maziak and Mzayek,（2000）指出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較可能有吸菸行為；

故此，本研究將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中的性別、學制、年級、家庭社經地

位與吸菸行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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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青少年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

關係

本節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分青少年人格特質與吸菸行為之關係，第

二部分青少年生活壓力與吸菸行為之關係，第三部分青少年憂鬱程度與吸

菸行為之關係，第四部份青少年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

為之交互關係，說明如下。

一、青少年人格特質與吸菸行為之關係

研究發現人格特質與吸菸行為有很高的相關，吸菸者與非吸菸者比

較，吸菸者是比較神經質和外向的(Spielberger & Jacobs,1982；

Wijatkowski, Forgays, Wrzesniewski & Gorski,1990；廖靜芳，2001)。

Eysenck 認為吸菸者與非吸菸者的差異，吸菸者是比較神經質的，在

神經質與吸菸之關係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結果卻是不一致的，有些研究發現

吸菸者相較於非吸菸者是比較焦慮或神經質的(Patton et

al.,1996/1998；Spielberger & Jacobs,1982；廖靜芳，2001)，但其他的

研究並未發現有差異(McManus & Weeks,1982；Golding, Harpur, &

Brent-Smith,1983)，造成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與抽樣的不同有關，大

多數的研究以男性為研究對象，其他的研究則包含男女生，但是卻沒有報

告性別的差異；有些研究以成年人為研究對象，有些則是以學生為對象(廖

靜芳，2001)。

精神病質可以寬鬆地定義為社會化的缺乏、高度的敵意、反社會的態

度，並且包含不接受社會規範和衝動行為的概念。研究一致地發現到吸菸

者相較於非吸菸者有較高的精神病質(McManus & Weeks,1982；Spielberger

& Jacobs,1982；Wakefield,1989)。在青少年吸菸行為與高精神病質有關，

例如：吸菸的學生不遵守社會規範(Brook, J. S., Whiteman, Scovell, &

Brook, D. W.,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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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芳(2001)以高職在學男生為研究對象，發現高尼古丁依賴者在精

神病質、外向性和神經質的分數都是最高的，相較於從未吸過菸者皆有顯

著的差異，但低尼古丁依賴者只有在外向性上與從未吸過菸者有顯著差

異，顯示高、低尼古丁依賴兩者在人格特質上可能是異質的，尤其是在神

經質上。一般來說，神經質是用來描述情緒不穩定和焦慮的，高神經質的

人可能經常處於焦慮或壓力狀態下，在缺乏良好的因應技巧時，他們可能

持續地利用吸菸來處理本身的焦慮情況及降低壓力，而使得他們有較高的

尼古丁依賴。

依據 Eysenck 的理論，可以發現三個人格基本向度與吸菸行為似乎都

有關聯存在，許多研究發現人格特質與吸菸行為有很高的相關，吸菸者與

非吸菸者比較，吸菸者是比較神經質和外向的(Spielberger & Jacobs,

1982；Patton et al.,1996/1998)。研究也顯示精神病質與吸菸情形有關，

儘管使用不同的人格測量，這樣的關係似乎持續(Spielberger & Jacobs,

1982；Jorm et al.,1999)；廖靜芳(2001)以高職男性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發現高尼古丁依賴者在精神病質、外向性和神經質的分數都是最高的，相

較於從未吸過菸者皆有顯著的差異，但低尼古丁依賴者只有在外向性上與

從未吸過菸者有顯著差異。由於人格特質與維持吸菸習慣的關係在國內鮮

少被探討，這是研究者所深感好奇的，因此本研究嘗試去探討這個主題。

二、青少年生活壓力與吸菸行為之關係

青少年在面對緊張與生活壓力時，很容易因適應不良而出現情緒障礙

及問題行為，而以吸菸、喝酒、打架、物質濫用與逃家等外顯行為來因應

（Selye，1956；蔣貴嫚，1993；李孟智，1998）。江承曉（1991）研究發

現青少年面對生活壓力事件因應行為的類型，依序為：轉移注意力、主動

解決與正向情緒處理、逃避延宕與負向情緒處理、使用菸酒藥物；因應行

為有年級差異，年級越高，使用的因應類型越多；因應也有性別差異，女

生比男生使用較多的因應類型。而壓力和逃避延宕與負向情緒處理，使用

菸酒藥物這兩種因應類型有相關，顯示壓力越大，越傾向使用較不良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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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行為。

Murphy & Price（1988）、張富琴（2000）、黃素雲等人（2003）和黃

璉華等（1996）指出對課業較不關心或成績較差者，吸菸意向較強；好奇、

情緒受限制及受到較多打擊挫折的青春期少男少女，比較會成為嚴重的吸

菸者。多項針對台灣各地區青少年吸菸行為所做之調查研究指出，高中生

易在心煩時、課業壓力太大和疲倦時吸菸。高職生則在心煩時、有人給菸

和被人責備時吸菸(黃松元等，1991；嚴道等，1997；陳隆彬，2001；潘松

義，2001)。黃素雲等（2003）研究發現吸菸者的相關因素包括常翹課及對

於課業越不在乎者，另外發現有挫折感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吸菸者此時

會想吸菸，再者被師長責備後有 18.7％會吸菸，有學生的回答是吸菸可減

輕壓力。余坤煌（1994）、李景美等（2000）、林季宜（1997）和柯姍如（2002）

的研究皆指出吸菸者較非吸菸的青少年學業成績差，且吸菸意向較強。

LeMaster, Connel ,Mitchhell and Manson (2002)的青少年研究亦顯示課

業成就學術導向越高者較少吸菸。

綜合上述影響青少年生活壓力來自課業壓力太大、挫折、心煩、師長

責備、家庭、人際環境、角色的衝突等各種因素，許多研究指出生活壓力

與吸菸行為具有相關性（Selye，1956；江承曉，1991；黃松元等，1991；

蔣貴嫚，1993；余坤煌，1994；林季宜，1997；嚴道等，1997；李孟智，

1998；李景美等，2000；陳隆彬，2001；潘松義，2001；柯姍如，2002），

而本研究也想藉此進一步做歸納性的統整分析。

三、青少年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關係

吸菸與憂鬱和焦慮的關聯也已經在青少年身上被證實，吸菸的青少年

相較於沒有吸菸的青少年報告有較多的憂鬱症狀(Kandel & Davies,1986；

Pullen et al.,2000)。在另一個以社區 14-18 歲青少年為樣本的研究中，

發現吸菸會增加發生重鬱症和藥物濫用/依賴的危險，而且重鬱症的終生盛

行率是開始吸菸的重要預測因子(Brown, Lewinsohn, Seeley, &

Wanger.,1996)。此外，有憂鬱和焦慮症狀的青少年相較於沒有症狀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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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者有較高的危險會開始吸菸(Patton et al.,1996/1998)。

Tsoh,Lam,Delucchi,and Hall（2003）的研究發現憂鬱症狀和無工作、

尼古丁戒斷症狀有顯著的相關，且在負向情緒狀況下會高度引發吸菸。負

面情緒狀態也是影響吸菸或戒菸的重要關鍵之一，然而造成再回復吸菸並

非單一情緒狀態所能解釋，包括憂鬱、壓力、調適和對吸菸正向結果的期

待（李蘭、潘伶燕，2000）。

廖靜芳(2001)研究以青少年為對象，發現高尼古丁依賴者相較於從未

吸過菸者和曾經吸菸者具有較高的憂鬱分數，且尼古丁依賴與憂鬱間有顯

著的劑量反應(dose-response)曲線關係，亦即尼古丁依賴愈高者愈憂鬱。

吸菸與憂鬱的關聯，有證據顯示憂鬱可能為因，如一個縱貫的研究發

現青少年的憂鬱可以預測成年時的吸菸(Kandel & Davies,1986)，另一個

研究發現憂鬱的吸菸者是較不可能戒菸的(Anda et al., 1990)；然而，也

有證據顯示憂鬱可能為果，如研究發現吸菸會增加發生重鬱症的危險

(Brown et al., 1996)。

雖然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無法得知尼古丁依賴與憂鬱的因果關係，但

研究者針對高中職學生憂鬱與吸菸是否有相關，深感到有興趣，因為憂鬱

和吸菸兩者為國內目前常被討論的議題，故此，將進一步深入調查與研究。

四、青少年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交互關係

蔡嘉慧（1998）的研究發現生活壓力愈大的國中生，其憂鬱傾向情形

愈嚴重；且生活壓力能有效地預測憂鬱傾向。陳柏齡（1990）研究結果顯

示出國中生的憂鬱傾向與生活壓力的高低有密切關聯。

在青少年和成年期，隨著年紀增長，人生的困難度越高(Baer, Garmezy,

McLaughlin, Pokomy, & Wemick,1987)，關於吸菸與人格特質和憂鬱之間

的關係，無論是在成年人或青少年，許多的研究都發現吸菸與生活壓力、

吸菸與人格特質、吸菸與憂鬱間是有關聯性存在的(Spielberger &

Jacobs,1982；Patton et al.,1996/1998；Jorm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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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人格特質與生活事件之相關研究顯示，神經質人格特質越強烈

者，導致生活事件數增高及主觀壓力越強，且神經質人格特質與生活事件

呈惡性循環(Buhler,Haltenhof, Geyer & Bardeleben,1999)，負向生活事

件與神經質人格特質是具有交互作用(Kendler et al.,1999/2004)。臨床

工作發現，人格特質中如果出現神經質特質較高者，較容易出現害怕、焦

慮、悲傷、憂鬱、自責等負面情緒，此時若遇到負向生活壓力事件，則容

易罹患憂鬱症（洪錦益，2004）。但亦有研究提出，壓力性生活事件並不會

增加罹患憂鬱症的危險性，甚至沒有生活壓力事件，神經質人格也會增高

其危險性(Ormel 等, 2001)。人格特質在生活事件與憂鬱症狀中非中介因

子，但卻是調節因子，在探討生活事件與憂鬱症關係時，應將此因子納入

考量，避免推論上誤差（楊浩然，2002）。另外，鄭惠萍（2002）表示青少

年憂鬱狀況與神經質人格特質有顯著正相關，與外向性人格特質，有顯著

負相關。

Julie, David, Janet, and AmyKay(2003)研究對象為 16-19 歲的學生

共 98 人，發現其處理無聊和挫折的調適技巧、獲得同儕認同、減少壓力並

增加個人能量、低自我心像，為吸菸者的特質。研究發現吸菸和憂鬱沒有

因果關係，但此議題於青少年教育和社會行為的未來，若要適當介入戒菸

和預防時，可調查憂鬱者扮演重要角色。

Simons, Crump, Eitel and Saylor(2001)研究發現，來自同儕的直接

壓力，包括同儕鼓勵吸菸、同儕遞菸行為、挑戰敢不敢吸菸等；間接影響

則來自於與吸菸同儕交往，因而增加菸品的可近性，提供吸菸之角色模式

降低青少年吸菸時產生之焦慮感，讓青少年覺得吸菸可增加社會接受度。

Conred, Flay and Hill(1992)以後設分析法（meta-analysis）分析

30 項有關青少年開始吸菸的前瞻性研究後，歸納出青少年開始吸菸的社會

與個人因素包括最要好的同儕或父母吸菸、低自尊、學校表現差、或已中

輟、對吸菸抱持正向的態度、喜好冒險的態度、缺乏拒絕的技巧易妥協狀

態及感覺焦慮或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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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芳(2000)研究結果由於尼古丁依賴、精神病質和憂鬱三個分數的

分佈並非呈常態分配，故先將這三個分數進行對數(Log)的轉換，再進行階

層迴歸分析，發現三類人格特質對尼古丁依賴的解釋力為 8％，其中外向

性與神經質對於尼古丁依賴的預測具有顯著性；憂鬱對尼古丁依賴的解釋

力只有 0.9％，未達顯著；菸齡、父親現在吸菸、父親曾經吸菸、吸菸朋

友個數和父親的教育年限五個變項對尼古丁依賴的預測具有顯著性；菸齡

愈長、朋友吸菸人數愈多，青少年尼古丁依賴的程度愈高；相較於父親不

吸菸者，父親曾經吸菸或現在仍吸菸的青少年，其尼古丁依賴程度愈高，

但父親教育年限愈長，則青少年尼古丁依賴的程度愈低。此外，愈外向和

神經質的人，其尼古丁依賴的程度也愈高。

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關係錯綜複雜，且目前

國內外較少針對此變項進而研究。綜合相關研究（表 2-4-1），本研究將進

一步探討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與吸菸行為的關係。

表 2-4-1 青少年生活壓力、人格特質、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台南縣市高職

男生尼古丁依

賴現況，及其

與人格特質、

憂鬱的相關

廖靜芳/2001 6 所台南縣市

高職學生共抽

取 30 班，共

1055 名。

1.結果發現高尼古丁依賴、低尼古

丁依賴、曾經吸菸與從未吸過菸四

組在憂鬱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p<.05)

2.用 S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05 為顯著水準)，結果顯示

(1)高尼古丁依賴者相較於從未吸

過菸者有較高的精神病質；(2)

高、低尼古丁依賴者和曾經吸菸者

相較於從未吸過菸者有較高的外

向性；(3)高尼古丁依賴者相較於

低尼古丁賴及從未吸過菸者是比

較神經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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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青少年生活壓力、人格特質、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尼古丁依賴程

度與 DSM-IV

泛焦慮症症狀

之相關探討：

以某技術學院

吸菸新生為例

蔡崇煌、

陳宇嘉、

黃素雲、

許維中、

劉永昌、

林高德/2005

南投縣草屯鎮

某技術學院九

十一學年度第

一學期註冊體

檢之五專及二

技日間部新

生。

1.泛焦慮症症狀標準化回歸係數

β為 0.217（t=2.587*）表示泛焦

慮症症狀越多者，則尼古丁依賴越

嚴重。

2.本研究結果發現尼古丁依賴程

度與 DSM-IV 泛焦慮症症狀有顯著

相關性。

Stress and

Smoking in

Adolescence

：A Test of

Directional

Hypotheses

Wills,

Sandy,

Yaeger

/2002

七年級到十年

級，平均年齡

12.4±3 歲

1.在消極、負向生活事件、香菸、

酗酒、物質使用的變項中，得知隨

著年級越高，平均數則越高。

2.結果顯示壓力在負向情緒和負

向生活事件時，會隨著吸菸的時間

增加而達到顯著水準，但沒有實證

表示壓力隨著時間增加，導致吸菸

此因果關係的行為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