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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失眠的定義與流行病學研究 

根據國際睡眠疾病分類第二版(AASM, 2005)定義的失眠是指「個體主觀抱怨

有困難進入或維持睡眠，或睡眠無恢復性，此狀況造成臨床上重大痛苦且影響白

天功能」。在上述失眠定義下又可由時間長短將失眠類型分為適應型失眠

(adjustment insomnia/ stress-related insomnia)及生理心理性失眠

(psychophysiological insomnia)，在國際睡眠疾病分類第二版定義下，生理心理性

失眠的概念類似於精神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1999)中的原發

型失眠。適應型失眠是指對可辨識的壓力源適應不良，出現失眠症狀，持續時間

通常不超過三個月，當個體適應壓力源或壓力源已消除後，失眠症狀就會解除。

而生理心理性失眠則被更精細的定義為症狀符合 AASM 失眠定義，持續至少一

個月，且個體會出現下列至少一項的伴隨症狀，(1)對睡眠過度專注或感到焦慮；

(2)在預定睡覺時間難以入睡，但在不想睡覺的單調環境中入睡卻不感到困難；(3)

在其他地方睡的比在家中好；(4)躺在床上會感覺腦中出現很多想法，也對於要

停止這些想法感到無力；(5)在床上身體感到緊張，沒有辦法充分放鬆，好讓自

己盡快進入睡眠。適應型失眠及原發性失眠的失眠症狀皆不能為其他睡眠疾患、

精神疾患、情感疾患、身體疾患、藥物使用、或物質使用疾患之影響所解釋。 

Ohayon(2002)回顧歐美各國超過 50 篇對一般族群失眠盛行率研究歸納出，

各國的失眠流行病學研究由於調查方法及對失眠定義的不同，以致盛行率的差異

很大，從最低的 5%到最高的 48%都有被報告。但細分其內容，約有三分之一的

人出現過至少一項 DSM-Ⅳ所描述的失眠症狀。而失眠連帶影響到白天功能盛行

率則是 8%-18%。但若是根據 DSM-Ⅳ定義原發型失眠疾患來普查，則有

5%-10%(LeBlanc et al., 2007; Morin, LeBlanc, Daley, Gregoire, & Merette, 2006; 

Ohayon, 2002) 符合失眠疾患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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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Nomura、 Yamaoka、Nakao 及Yano(2005)對台灣、日本、韓國成人進

行較具規模抽樣的失眠盛行率調查，於2003年在台灣抽樣785人，結果指出約有

10.3%(年齡校正後數值)的人出現至少一項下列症狀，包括入睡困難、睡眠中斷、

早醒難再入睡；且幾乎每天有此症狀至少持續兩周以上，而報告持續超過兩周以

上失眠症狀的受試者也認為對自己健康狀況較不滿意。 

由上列數據可看到國內失眠的盛行率大致上與其他國家相近。顯示失眠在國

內外都是相當普遍的健康問題，且失眠不但造成晚上的痛苦，也影響白天情緒、

認知相關功能，也耗費甚多醫療資源，因此探討失眠的病因實屬必要。再者，若

能站在預防失眠慢性化的角度切入，找出情境性失眠的高危險族群的心理病理特

性，應可為防治失眠疾患提供更具體的建議。 

 

第二節、慢性失眠的病因理論 

失眠症狀會因持續時間的不同，分別被歸類為情境失眠（少於一個月）、短

期失眠（一～六個月）、及長期失眠（六個月以上）(Spielman, Caruso, & Glovinsky, 

1987)。 Spielman (1986)首先提出失眠三因子模式(Spielman, 1986)，認為同樣是

表現出失眠症狀，不同階段的失眠，會有不同因素參與（見圖 2-1）(Spielman & 

Glovinsky, 1991)，此模式主張看待失眠問題不僅要注意誘發失眠的原因，還需同

時考量個體可能具有易失眠的潛在素質(前置因子)，以及失眠慢性化的持續因素

(持續因子)，以下將詳細說明各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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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pielman 與 Glovinsky 的失眠三因素模式(修改自 Spielman & Glovinsky, 
1991) 
 

    在 Spielman 的失眠三因素模式中，前置因子是指個體本身具有某些心理或

生理的特質，使得個體在遭遇壓力等促發事件時更容易出現失眠症狀。例如在性

格方面，有研究指出臨床失眠患者的性格特質傾向有較神經質的特性、壓抑情

緒、易反芻負向事件及無法向外抒發憤怒情緒(Edinger et al., 1988; Kales, Caldwell, 

Preston, Healey, & Kales, 1976; Kales et al., 1983; Monroe & Marks, 1977; Shealy, 

Lowe, & Ritzler, 1980) ，然而，Roehrs 等人(1982)比較老年的失眠組及正常組，

發現兩組在明尼蘇達多向人格測驗表現並無顯著差異(Roehrs, Lineback, Zorick, 

& Roth, 1982; Shealy et al., 1980)，顯示不是所有研究都支持人格建構與失眠有顯

著的相關。生理部分，亦發現有較高生理、認知、激發特性的人容易有失眠的困

擾(Coren, 1988; Espie, 1991; Schneider-Helmert, 1987; Vollrath, Wicki, & Angst, 

1989) 。這些脆弱因子雖然不是直接造成失眠的原因，但當個體處於壓力狀態或

干擾睡眠的環境下，具有脆弱因子的人愈容易出現失眠。 

誘發因子是指導致失眠症狀開始的因素，生活壓力事件是最主要的誘發因

子，七成以上的人回憶在睡眠困擾出現之前，曾經經歷過生活壓力事件，諸如家

庭問題、健康問題、工作問題或課業問題(Bastien et al., 2004) 。短暫的壓力會造

成情境性失眠或適應性失眠，但隨著問題解決或發展出適應方法後，失眠應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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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好轉。 

值的注意的是，近來有研究者將壓力對失眠的影響做進一步探討，發現好眠

者與失眠者每天瑣事壓力源的頻率沒有顯著不同，但是失眠者知覺這些事件對自

己的影響高於好眠者；失眠者對重大負向生活事件的強度知覺也比好眠者強烈。

此研究進一步辨識出是「高情緒因應風格」此變項影響壓力的判斷，而對睡眠產

生影響，所以儘管在相同的壓力事件下，個體會因壓力因應風格的差異，而造成

睡眠結果的不同(Morin et al., 2003)。因此，壓力因應風格可以被視為個體的前置

因子，在遇到壓力此誘發事件之後，影響對壓力的判斷，對睡眠造成的影響。下

一節將會有更多篇幅介紹壓力因應的定義及其在失眠病程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何。 

然而，儘管前置因子與誘發因子可能會讓個體出現情境性的失眠，不過有些

人在主要壓力減緩或解除之後，失眠問題並沒有隨之改善，反而成為慢性失眠。

此時要考慮的就是是否有其他因素加入，而使得失眠持續。所謂持續因子是指與

失眠病程長期持續有關的因素，這些因素經常是為因應失眠而展現的認知想法或

行為，多位學者都嘗試提出原發性失眠的持續病因模式(Edinger & Means, 2005; 

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 Yang, Spielman, & Glovinsky, 2006)，這些研

究都一致認為對睡眠不適當的認知(Morin et al., 1993)、為因應睡眠而產生的不當

行為(Harvey, 2002b; Ree & Harvey, 2004)以及過度的身心激發狀態(Bonnet & 

Arand, 1997; Edinger & Means, 2005) 是持續失眠的重要病因。Yang 等人(2006)

提出失眠的持續病因模式(見圖 2-2)，認為失眠患者不良的認知信念會促使個體

做出睡眠干擾行為、造成身心過度激發，導致恆定系統不規律、晝夜節律紊亂，

故而持續失眠症狀。換句話說，個體若將情境性失眠解釋為危險、失去控制、擔

憂睡不好及擔心失眠造成的後果，這些想法將無助於因應睡眠，可能發展不適當

因應行為，也可能造成情緒及生理上過度激發，影響患者的睡眠品質與白天功

能，形成失眠持續的惡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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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心理/行為因素與神經心理系統交互影響睡眠模式(Yang et al., 2006) 

 

總結失眠的病因理論以及持續失眠的病因整合模式，可以將失眠的形成視為

一連串不當的壓力因應歷程。在失眠初期，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在知覺到生活壓

力時，就嘗試處理所知覺的需求及資源之間的不一致，當使用不當的因應方式，

就可能會增加激發程度而影響睡眠。而對於慢性失眠患者來說，在因應失眠此一

事件時，可能又有著不適當的因應策略，來因應失眠，失眠因而持續。用此壓力

因應角度可以衍生三個問題深入思考，首先，這些容易因情境壓力而失眠的個體

(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是否在早期即有其特有的因應壓力風格，所以在遭遇壓力

時容易出現失眠症狀；其次，長期失眠患者又是如何因應失眠此項壓力事件，而

使得失眠症狀持續；最後，失眠個體若有其的不適當壓力因應風格，是否會對其

因應失眠的方式造成影響。若研究可呈現這些結果，將可能對於失眠病因有更具

體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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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慢性失眠者對一般壓力的因應 

（一）壓力因應的定義及理論 

當個體伴隨著壓力所產生情緒上或身體上的壓迫狀態是不舒服的，所以人總

會試圖去做些什麼，以期待降低壓力。這些所做的相關事情，就是「因應」（健

康心理學，1997/1990;1994)。Lazarus(1999)認為「因應」應該被視為情緒歷程的

一部份，與「動機」、「評估」、「壓力」、「情緒」間有相互依賴的關係，可結合為

一情緒系統單元。Lazarus 及其同儕將「壓力」定義是個人知覺到情境的要求與

個人的資源之間，不一致的狀態。人們努力的因應，就是想降低這種不一致的狀

態。因此在壓力模式中，「因應」可被定義為當人們衡鑑壓力情境時，他們試圖

處理所知覺的需求及資源間不一致狀態的過程。 

過去探討因應與身心健康的研究，因應的方式分類各異，有的研究會因壓力

事件或目的的不同將向度切分的特別細，所以，要做個別研究的比較並不容易，

不過大多討論因應的研究，仍多是以 Lazarus 及 Folkman(1984)的分類方式為基

礎，主張「因應」可被分為兩大類，一為著重控制壓力下所產生的情緒反應，被

稱為情緒焦點因應(emotion-focus coping)，另一是著重針對沮喪的問題，嘗試降

低情境要求或擴充處理問題的資源，稱為問題解決焦點因應(problem-focus 

coping)。兩個觀念是彼此相關連的想法與行動，很少是單獨作用。通常，當個體

評估對於傷害性的、威脅性的、挑戰性的環境情形無法加以改變時，較容易採取

情緒焦點因應；當個體評估情況可能改變時，較容易採取問題解決焦點因應。 

回顧過去壓力因應的相關研究，許多研究支持不同因應方式會造成不同健康

結果(林彥妤，1988；呂敏昌，1993；陳綱華，1995；鄭幸宜，1998，(Aneshensel, 

1999)，且認為當個體面對負向或有壓力的生活事件，因應策略（或風格）為影

響個體身心健康的重要因子(Endler & Parker, 1989; McCrae & Costa, 1986; Miller, 

Brody, & Summerton, 1988) 。有多項的實證研究已證實「因應」在壓力與個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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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如焦慮、憂鬱、情緒痛苦與身體抱怨之中扮演調節的角色(Billings & Moos, 

1981, 1984; Coyne, Aldwin, & Lazarus, 1981; Endler & Parker, 1989; Pearlin & 

Schooler, 1978) 。也就是說當個體遭遇壓力或負向事件之時，若採用不適當的方

式因應，可能會導致焦慮、憂鬱及身體抱怨等結果。過去亦有研究進一步認為情

緒焦點的因應較不有效，也比問題焦點的因應要跟心理不健康，如焦慮、憂鬱、

情緒痛苦、身體症狀等有較大的關連(Billings & Moos, 1984; Cosway, 2000; Endler 

& Parker, 1990; Folkman & Moskowitz, 2004) 。國內邱兆宏(2004)的整合分析研究

結果亦顯示，問題焦點因應方式對健康有正效果，情緒焦點因應方式對健康有負

效果，顯示在國內外因應與身心健康適應結果的相關研究中，多傾向支持情緒焦

點因應可能惡化壓力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在說明因應定義及其與身心健康的關連性後，還有一個長久以來備受爭議的

議題需要討論，究竟「因應」是個歷程(process)還是個風格(style)？Lazarus(1999)

認為基於個人—環境的關係，「個人特質」會在「環境條件」下做出反應，而影

響因應想法及行動風格。然而，個體的因應方式也會因為不同時間點或不同壓力 

情境而有所變化（因應的歷程觀點）。所以因應是歷程，也可以是特質或風格。

過去研究顯示人們的因應方式，主要有兩種重要組型。首先，當一個人面對某一

類型的壓力時，傾向於會使用相似的因應方式，也就是說，當面對相同問題，人

們傾向於使用過去他們過去所使用的相同方法(Stone & Neale, 1984) 。其次，人

們很少只使用單一方法因應壓力，他們的努力通常都包含許多策略，如大多數人

在面對壓力情境時，大多數人會使用注意力策略，如：直接行動，也會同時採取

逃避方式，如理智化歷程(Holahan & Moos, 1985)。上述的說明，呼應了「因應」

可能既是個風格，也可能是個歷程。 

而本研究對於壓力因應的角度，亦是延續先前研究對「因應」角色的討論，

欲瞭解個體因應壓力的傾向（風格）對於睡眠的影響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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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力因應傾向與失眠 

前面已有討論到「壓力」是常是誘發失眠出現的因素。順著此想法思考，理

應隨著壓力事件愈多、影響愈大，干擾睡眠的程度愈大。有些研究支持這個想法，

發現增加壓力會增加睡前激發程度，並延長入睡時間(Gross & Borkovec, 1982; 

Van Egeren, Haynes, Franzen, & Hamilton, 1983) ，但也有的研究結果沒有看到壓

力對於睡眠的影響(Lavie, Carmeli, Mevorach, & Liberman, 1991) 。嘗試要解釋此

現象的差異，也許可以將「因應」這個調節壓力的變項考慮進來。 

Selye(1983)首先提出認為較高的情緒焦點因應可能會增加個體的警覺度，因

此產生更多的生理激發，因而干擾或減少睡眠(Sadeh et al., 2004)。事實上，目前

討論「因應」與「睡眠」的實證研究並不算多，最早由 Hicks、Marical 及 Conti (1991)

的回溯性研究開始，他們針對大學生使用 Folkman 及 Lazarus(1980)發展的因應

方式測量問卷(Ways of Coping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發現睡眠時間少的受試

比起睡眠時間長的受試有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Sadeh 等人(2004)則用準實驗設

計，以活動腕錶監控一般大學生申請研究所課程前、中的睡眠情形，發現情緒因

應風格較高的受試在申請期間（壓力期）的實際睡眠時間(true sleep time)明顯變

少。Morin 等人(2003)的研究比較好眠者與失眠者生活壓力事件的頻率，發現每

天瑣事壓力源的頻率沒有不同，但是失眠者仰賴更多的情緒焦點因應，也知覺這

些事件對自己的影響高於好眠者；其研究的路徑分析顯示「情緒焦點因應」增加

對壓力影響的知覺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而後惡化睡眠效率。綜合以上研究發現

前述研究者多是支持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確實可能調節壓力影響、身心激發程度

而干擾睡眠。 

然而，以上的研究方式是比較好眠者及慢性失眠者的相關研究或藉由大學生

等年輕族群為樣本瞭解情緒因應對睡眠的影響，這樣的設計在樣本推論上難直接

回答易有情境性失眠的中壯年族群是否亦受此影響。LeBlanc 等人(2007)認為在

短暫失眠者身上若可確知失眠病因的影響，可站在預防角度早期介入處理。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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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研究探討了三群受試者的因應風格與睡眠的關係，分別為(1)好眠者、(2)有

失眠症狀者(未達原發型失眠診斷標準)、(3)失眠持續至少一個月的失眠症候群

組。結果發現「失眠症狀」及「失眠症候群」的兩組比起好眠者有較高的情緒因

應風格。不過，仔細去看其「失眠症狀組」的定義發現篩選的受試者包含三類，

(1)一週至少有三天有失眠困擾但無主觀抱怨，持續時間少於一個月；(2)抱怨睡

眠品質，但沒有入睡、維持或早醒的睡眠困擾；(3)一週超過三天使用醫矚藥物

促進睡眠，顯示失眠症狀組的受試者目前已出現失眠症狀，只是嚴重度較低或失

眠持續時間未達一個月。因此，這些頻繁發生失眠的人，其失眠病程可能已走向

慢性化，與單純情境型失眠較不符合，反而與慢性失眠者(失眠症候群)特性已近

似同一族群，蒐集的資料可能已有持續因子涉入影響。 

所以，若要瞭解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的特性，應要在樣本選擇挑出比已出

現短期失眠更早的族群，例如在日常生活遭遇壓力，睡眠就易被干擾，但目前沒

有睡眠困擾，過去也未有持續超過一個月的失眠症狀者，因此本研究將選擇未有

明顯失眠症狀、但遇壓力易失眠的高危險群，與好眠者、慢性失眠者比較其情緒

因應風格之異同。 

 

第四節、慢性失眠的病因討論 

由上述討論，可以瞭解個體面對壓力事件時，若傾向使用高情緒因應策略來

因應，有可能會影響睡前激發程度，進而影響睡眠。延伸壓力因應的概念，本研

究欲進一步探討一般壓力之因應風格是否可能會影響其對失眠症狀的因應方

式。舉例來說，若個體慣用「逃避」情緒的因應風格來應對壓力事件，在面對失

眠及伴隨其產生的不適症狀是否可能會採用更多的逃避失眠的行為來因應它。

Harvey(2002b)曾指出對失眠採取愈多逃避失眠的行為將可能增加個體的激發程

度，持續失眠症狀，由此看來，不恰當的因應風格應是有可能對失眠症狀的持續

產生影響。根據 Yang 等人(2006)提出失眠的理論模式，亦指出對睡眠不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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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干擾睡眠系統的因應行為以及過高的身心激發程度是長期失眠主要的維持

因子，故本研究將企圖瞭解不同壓力因應風格是否對失眠的維持因子產生影響，

並嘗試討論不同壓力因應風格將如何影響睡眠。以下將對失眠的持續因子，逐項

做一介紹。 

 

（一）對睡眠不適當的認知、信念與失眠 

慢性失眠患者可能在最初是因為一些壓力事件造成暫時性失眠，但在失眠過

程，若患者對於睡眠本身或其相關白天功能的影響做了不當的歸因，將會導致患

者有過多的焦慮感，使激發狀態過高，或者產生不適當的因應行為，惡化原本不

穩定的睡眠(Edinger & Means, 2005; 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過去探

討認知及失眠的相關研究也指出原發型失眠者確實比正常睡眠者有更多關於睡

眠的負向認知信念及災難化想法(Morin et al., 1993)。有研究進行治療前後認知信

念的改變對失眠症狀的改善狀況，發現當患者經由治療改變不適當的認知信念

時，失眠的狀況也可獲得改善(Harvey, Sharpley, Ree, Stinson, & Clark, 2007)。 

Morin 等人據過往臨床治療失眠患者之經驗發展出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

量表（Dysfuncti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sleep questionnaire，簡稱 DBAS），

內容包含慢性失眠者經常出現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信念，此量表總分對慢性失眠者

與正常者有好的區辨力及內部一致性。原始量表共有 30 題，經因素分析後可歸

納出五種類型，分別為失眠造成的影響、對睡眠的控制力與預測力、對睡眠的期

待、失眠的歸因與改善失眠的方式。儘管 DBAS 在整體總分有良好的區辨效度

與內部一致性，但 Morin 等人(1993)也提出此量表各因素只有尚可至不佳的內部

一致性，且在驗證型因素分析下，上述五因素結構只有部份的支持(Espie, Inglis, 

Harvey, & Tessier, 2000; Wright, Lack, Morin, & Edinger, 2000)。因此後續為了睡眠

不適當認知信念有更好的測量概念，Morin,Vallieres 及 Ivers(2007)發展 DBAS-16

簡式作為測量工具，其分量表結構與原來 30 題類似，分別為(1) 知覺失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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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2)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3)對睡眠的期待，以及(4)藥物使用。DBAS-16

顯示有穩定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Chronbach’s α= .79)、再測信度(r= .83)及建構效

度，於此量表理論概念下，亦可區辨失眠者與正常睡眠者的差異。 

在扼要介紹睡眠不適當的認知信念、想法在失眠症狀的持續扮演的角色後，

衍生出一個令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在失眠的研究多將認知信念置於持續因子的

討論，處遇也都將重點置於慢性失眠的治療。但就傳統心理學對認知信念及想法

的定義，其特性應是較穩定，不易變動，因此，是否有個可能性是在失眠慢性化

之前，易失眠的正常人即已潛伏有不適當的睡眠認知信念此一危險因子。根據

Chou、Yang 及 Chen(2007)針對一般大學生進行睡眠認知信念及睡眠狀況的相關

調查顯示，對睡眠有較強控制信念及認為失眠對白天功能影響愈負向、災難化的

人與易失眠的特質成輕至中度的正相關；而睡眠需求及睡眠無效行為的相關信念

則與易失眠特質成低度相關(Chou, Yang, & Chen, 2007)，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可能

某些睡眠失功能信念在個體尚未發展成慢性失眠即可能是影響睡眠的危險因

子，而某些信念則是隨病程逐漸發展才逐漸發展，進而持續慢性失眠的病程。此

研究結果尚支持研究者欲提問假設的可能性。只是此結果研究對象為大學生，樣

本推論範圍有限，且缺乏慢性失眠組作為對照，故本研究將擴大樣本的年齡層，

對失功能睡眠信念於好眠者、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及慢性失眠者做更細緻的差異

檢驗及討論。 

 

（二）干擾睡眠的行為與失眠 

如之前所述，長期失眠之所以延續，有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因應睡眠困擾的行

為習慣，也就是對失眠有著不適當的因應行為。而對睡眠不適當的因應行為有可

能來自對睡眠不適當的認知評估所影響(Woodley & Smith, 2006)，舉例來說，若

個體認為一天應該要睡滿八小時，精神才會好，其在失眠後很有可能會用補眠、

賴床等行為來因應不滿意的睡眠狀況。在臨床及研究證據中，我們也會看到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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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短暫失眠的人常會為了改善睡眠而發展出一些因應行為嘗試促進睡眠，但結果

卻往往無法達成目標，甚至惡化睡眠，因而使得失眠病程持續。 

在對睡眠不適當的因應行為做更詳細的介紹之前，要先把前述的高情緒因應

風格與對睡眠不適當的因應行為做一區分。高情緒因應風格是指個體遭遇一般壓

力事件時，傾向控制因壓力所產生的情緒反應而產生的因應行為，例如個體在壓

力下著重於感受壓力帶來的不安情緒，經常將感受表達、宣洩出來。對睡眠不適

當的因應行為則是指針對失眠此特定事件，個體所採取的不適當因應行為，例如

補眠、計算入睡時間及總睡眠時間。所以前者是指對一般壓力的因應風格，後者

則是指對失眠事件的特定因應行為。當然，對一般壓力的因應風格可能影響個體

對特定壓力事件的因應行為，亦是本研究後續會探討的重點。 

Harvey(2002b)借用了「安全行為」(safety behaviours)的概念解釋持續失眠的

行為原因。「安全行為」一詞最初出現在焦慮疾患文獻中，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因

應行為，因為它們阻止個體經驗不實際的信念帶來的模糊、不確定感，但卻也提

高個體經歷害怕發生事件的可能性(Salkovskis, 1991)。舉例來說，一位患有社交

畏懼症的人在宴會中可能會為了預防因飲料灑出而出糗，所以緊握杯子，這時緊

握住杯子被視為一項安全行為，因為它阻止此人去經驗不實際的信念帶來的模

糊、不確定感，但卻無法學習到他是不太可能將杯子的內容物灑出，他也可能因

抓的太緊而使得內容物晃動且不穩定，增加灑出來的可能性(Clark & Wells, 

1995) 。同樣在失眠的病程中，常見慢性失眠患者因腦中有過多的想法，害怕自

己不能入睡，所以躺床上試圖將所有想法趕出腦海，但這樣的行為可能會增加他

認知上的負擔，增加焦慮與床的連結，反而更難入睡，並且讓他無法改變試圖控

制想法可以幫助入睡的不適當信念(Harvey, 2002b)。 

Ree 及 Harvey(2004)的調查研究發現大多數睡眠相關的安全行為與失眠及白

天功能損害有關。Harvey(2007)對 19 位失眠者進行認知治療，並追蹤一年的時

間，發現治療前後不適當認知、安全行為、監控與睡眠相關威脅的強度、頻率次

數均顯著降低，且未再復發為原發性失眠。亦有研究比較失眠者及好眠者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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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的狀況，發現失眠者有更多的負向想法，使用更多的安全行為、且更高頻率

的監控與睡眠相關的威脅(Semler & Harvey, 2004) ，這說明嘗試要避免失眠的行

為可以是外顯的，也可以是內隱的，他們可能晚上提早躺床、頻頻看鐘、白天補

眠、擔心失眠造成的後果…等，但這些行為卻往往造成其在夜晚的認知活動更加

活躍、干擾睡眠，也讓患者的不適當認知失去澄清或矯正的機會。 

過去對於失眠持續的理論雖會討論行為的影響，但在測量的工具多是採用測

量睡眠衛生習慣的問卷，不見得完全是針對失眠者可能出現的因應行為而設計，

所以這樣的方式會侷限在某些明顯可被指認出的行為，如睡眠時間不規律、喝咖

啡因飲品、補眠…等，較少測量到一些內隱的行為，如看鐘、擔憂失眠造成的後

果、逃避討論或擔心失眠相關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試用「安全行為」的概念建構

失眠者因應失眠之行為，期待較能完整看到失眠因應行為在不同失眠族群的影響

角色為何。 

 

（三）身心激發狀態與失眠 

由前述的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當的認知及對睡眠不適當的因應行為討

論，可以瞭解到它們皆可能造成生理及認知的過度激發而影響睡眠(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 Morin et al., 2003; Yang et al., 2006)，由此可看出個體

的激發狀態相當可能在失眠症狀的發生及持續扮演關鍵的角色。目前多數研究者

將激發狀態從兩個面向進行討論，分別為生理激發及認知激發(Bonnet & Arand, 

1997; Freedman & Sattler, 1982; Lichstein & Rosenthal, 1980)。 

生理激發的部分，可透由生理反應，如腦波、心跳、呼吸速率、膚電阻反應、

肌肉緊張度加以測量，有研究比較失眠者與好眠者的夜間睡眠記錄(PSG)，顯示

失眠者需要更長的入睡時間，在睡眠中有更頻繁的醒來，更多的第二期睡眠(stage 

2)，及較少的快速動眼期(Rapid Eye Movement, REM)(Monroe, 1967)。也有研究

進一步發現失眠者在進入睡眠前，其生理指標，如肌電活動、心跳、指溫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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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man & Sattler, 1982) 。另外，在腦造影的研究中，顯示失眠患者的大腦在

入睡前會有較高的新陳代謝，也表示其激發機制比正常人更不容易降低

(Nofzinger et al., 2004) 。此外，白天利用多重入睡測試(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

的方法比較失眠組及正常睡眠組在非睡眠時間的入睡時間，結果亦顯示失眠者需

要的入睡時間顯著高於正常組，與夜間的睡眠總時數有負相關(Stepanski, Zorick, 

Roehrs, Young, & Roth, 1988) ，這顯示失眠者無論在夜間或白天，其生理激發程

度都較正常人都處於較活躍的狀態，因而影響睡眠。 

認知激發則是指過度的反芻想法，對失眠患者來說，這樣的狀況特別會出現

在睡前(Perlis, Merica, Smith, & Giles, 2001)，特別與焦慮感或不愉快的想法有

關，過度的認知激發與失眠有很大的關係(Lichstein & Rosenthal, 1980)。過度認

知激發通常來說會以兩種形式呈現出來，一是失眠患者表示有過度的、無法控制

的擔憂想法，二是覺得愈接近睡眠時間，會覺得自己愈來愈清醒(Borkovec, 

1982)。在研究中確實是發現失眠患者的睡前認知激發程度顯著高於正常睡眠

者，而且這些認知想法也比正常睡眠者更來的負向(Kuisk, Bertelson, & Walsh, 

1989) ，內容通常表現在擔心與睡眠有關的負向事件、身體感覺或環境線索(Van 

Egeren et al., 1983) 。Tang 及 Harvey(2004)的研究亦操弄無睡眠問題的人在睡前

接受認知激發作業，發現其入睡時間也會顯著增加，睡眠總時數顯著減少。在文

獻回顧中，Bonnet 及 Arand(1997)也進一步指出失眠患者不只在睡前有認知過度

激發情況，甚至在非睡眠時間的激發狀態也高於正常者，因此使得患者抱怨腦中

想法不斷湧出，不容易入睡，也干擾睡眠。 

上述研究的整理發現失眠者比起正常睡眠者在一整天都有較高的生理、認知

激發程度。而 Morin 等人(2003)路徑分析也支持高情緒因應風格會部分影響認知

激發程度而影響失眠嚴重度，前述的失眠持續病因討論亦指出對睡眠不適當的認

知、不適當因應行為是可能升高身心激發程度而影響睡眠，因此，對慢性失眠持

續來說，身心過度激發可被視為相當重要的中介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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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個體因應失眠這項壓力的因應歷程，可以看到個體原先若具有對睡眠不

適當的認知、想法評估，是有可能做出不適當的因應行為來因應睡眠，然而無論

是對睡眠不適當的認知或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都可能會透過身心過度激發此變項

影響睡眠結果。 

因此除了本研究的目的一想透過與好眠組、慢性失眠組的比較，討論壓力因

應風格、持續失眠相關病因(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身心激發

程度)在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者的特性為何，是否有所差異。第二個目的

想是瞭解「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與「身心激發狀態」對失

眠嚴重度的影響路徑，並在此模式中也欲檢驗壓力因應風格是否會影響「睡眠相

關安全行為」，因而影響失眠嚴重度，由此方式探討壓力因應風格在失眠持續模

式中的角色為何。 

 

第五節、研究問題與假設 

失眠為國人常見的健康問題，造成患者夜間睡眠的痛苦，對白天生活品質也

有明顯的影響，站在預防失眠慢性化的角度切入，找出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的心

理病理特性，應可為防治失眠疾患提供更積極的建議。 

回顧過去失眠的病因理論以及持續失眠的病因整合模式，本研究認為可以將

失眠症狀視為是一連串不適當壓力因應的結果，在早期未出現失眠症狀時，個體

可能採用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處理壓力，在此可將高的情緒因應風格視為失眠的

前置因子，所以在遭遇壓力此促發因素時，就容易出現短暫情境性的失眠。而在

處理失眠這一項壓力時，可能又有著特有的因應策略，來因應失眠，而使失眠症

狀延續。第四節、第五節文獻整理出慢性失眠族群的情緒因應風格、對睡眠不適

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與睡前身心激發程度都較好眠者高，但這些病因在

失眠高危險族群對睡眠的影響尚未被過去研究重視，因此本研究將比較「壓力因

應風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與「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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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眠組、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組三組的差異，了解失眠高危險

族群的心理病理特性。 

首先，在比較各個變項間差異的研究假設中，「高情緒因應風格」較被視為

是前置因子，因此本研究假設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在較高情緒因應

風格應會顯著高於好眠組，而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則沒有差異。「對

睡眠不適當的信念」、「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可能於失眠尚未慢性化時就已存

在，而隨著失眠慢性化，亦可能發展出更多的不適當信念、更高的身心激發程度，

本研究假設慢性失眠組應會顯著高於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好眠組；情境性失眠

高危險組在信念強度與身心激發程度上也會顯著高於好眠組。「睡眠相關安全行

為」被看作是失眠慢性化之後才會明顯出現的病因及結果，所以在此假設慢性失

眠者應該會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顯著高於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好眠

組。具體假設如下及表 2-1： 

1-1. 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比起好眠者面對一般壓力有較高的情

緒因應風格。 

1-2. 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慢性失眠組比起好眠者面對睡眠有較多不適當的認

知。 

1-3. 慢性失眠組比起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對睡眠有較多不適當的認知。 

1-4. 慢性失眠組比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組及好眠組有更多的睡眠相關安全行

為。 

1-5. 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比起好眠組有更高的睡前激發程度。 

1-6. 慢性失眠組比起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對睡眠有更高的睡前激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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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研究假設一之圖示 

 好眠者 失眠高危險組 慢性失眠組 

情緒因應風格 - + +
不適當睡眠認知 - + ++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 - +
睡前激發程度 - + ++
註：+表示於該變項程度顯著高於對照組，++表示於該變項程度顯著高於+ 

 

先前文獻探討也介紹了失眠者的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前激發程度等

因素持續失眠的可能影響路徑，瞭解失眠患者原有的睡眠不適當認知可能影響到

安全行為及激發程度，且頻繁安全行為亦會升高激發程度(Harvey, 2002a)，所以

持續失眠病程。因此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目的便是試圖想驗證持續失眠的理論模

式。再者，本研究亦想瞭解在壓力因應風格在失眠持續模式中的角色為何，故將

檢驗壓力因應風格是否會調節對睡眠不適當認知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影響

力，進而影響睡前激發程度及失眠嚴重程度。欲驗證模型如圖 2-3，而研究假設

如下： 

2-1. 睡前激發程度可預測失眠嚴重度。 

2-2.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失眠嚴重度。 

2-3.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睡前激發程度。 

2-4. 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2-5. 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前激發程度。 

2-6. 壓力因應風格可調節對睡眠不適當認知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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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研究假設二：壓力因應風格與失眠持續病因模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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