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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失眠高危險族群與慢性失眠者的心理病理特性 

    根據第一項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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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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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對三組樣本

群根據年齡及教育年數的配對，於每組選出 50 人進行各個變項的分析比較，三

組的人口學變項及其臨床特徵如表 4-1。在人口學變項及臨床特徵之結果顯示三

個組別在性別、年齡、教育年數三個變項於統計考驗沒有顯著差異。而在各組組

內性別比例部分，各組女/男人數比例約在 2-3 之間，根據 Ohayon(2002) 失眠盛

行率研究報告指出男女性之失眠盛行率會隨年齡增長而增加，在 45 歲後女/男罹

患失眠的比率約為 1.7，女性罹患失眠的危險性明顯較高。在台灣方面，蘇東平、

周碧瑟與林燦等人(1998)於台灣的失眠流行病學調查中，發現女性在 45 歲後，

其失眠的危險率為男生的兩倍(參考自蘇東平，2000)。綜合國內外調查女/男失眠

的罹病率看來，本研究三組內女/男比例尚與上述流行病學女/男罹患失眠之比率

類似。 

    而三組於壓力下失眠反應量表得分達統計顯著(F(2,143)= 75.035, p<.001)，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示情境失眠高危險組(M±SD= 22.460±4.027)及慢性失

眠組(22.326±6.573)在 FIRST 量表沒有差異，但都顯著高於好眠組

(12.620±2.285)。顯示情境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遭遇壓力時，睡眠易受干

擾的程度沒有差異，但皆比好眠組容易受到壓力影響而干擾睡眠。三個組別於睡

眠品質(F(2,137)= 138.841, p<.001)、失眠嚴重度(F(2,146)= 79.534, p<.001)、憂鬱

程度(F(2,145)= 25.479, p<.001)、焦慮程度(F(2,145)= 29.411, p<.001)比較結果也發

現達統計顯著差異，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示好眠組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

在睡眠品質、失眠嚴重度、憂鬱程度、焦慮程度沒有顯著差異，且都顯著低於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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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失眠組。另外，為避免流行病學研究中心之憂鬱量表有一題「我睡得不安寧」

造成效標污染，故在刪除此題後再進行變異數差異分析，刪題後結果與總量表分

析結果相同，三個組別於憂鬱程度(F(2,145)= 19.625, p<.001) 差異仍達顯著，事

後比較顯示好眠組(8.020±5.117)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10.918±5.979)在憂鬱程度

沒有顯著差異，且都顯著低於慢性失眠組(17.060±9.933)。 

    以上結果可看到好眠組及情境失眠高危險組除了遭遇壓力時，睡眠易受干擾

的程度有顯著差異，在年齡、教育年數、睡眠品質、失眠嚴重度、憂鬱程度及焦

慮程度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而好眠組及情境失眠高危險組的睡眠品質、

失眠嚴重度、憂鬱程度及焦慮程度也都顯著低於慢性失眠組。慢性失眠組的失眠

時間平均數為 7.653 年，標準差為 7.589 年，失眠病程最少為 6 個月，最高為 43

年，顯示三組臨床特性符合研究者預設，接下來將對欲探討變項進行進一步分析。 

表 4-1. 好眠組、情境失眠高危險組、慢性失眠組之人口學變項及其臨床特徵 

變項/組別 好眠組 
情境失眠 

高危險組 
慢性失眠組 卡方值 

性別(女/男) 34/ 16 38/ 12 34/ 16 1.029 

    F 值 效果量

年齡 45.920±8.449 43.740±9.486 44.200±10.523 0.728 .010 

教育年數 13.360±2.489 13.680±2.535 12.860±2.587 1.326 .018 

壓力下失眠

反應(FIRST) 
12.620±2.285b,c 22.460±4.027a 22.326±6.573a 75.035**1 .512 

憂鬱(CES-D) 8.143±5.264 c 11.347±6.346 c 18.820±10.307 a,b 25.497** .260 

焦慮(BAI) 2.640±4.676 c 6.080±7.179 c 14.188±10.162 a,b 29.411** .289 

睡 眠 品 質

(PSQI) 
7.449±2.072 c 8.457±2.095 c 14.822±2.708 a,b 138.841** .670 

失眠嚴重度

(ISI) 
3.918±3.420 c 5.700±3.770 c 15.040±6.389 a,b 79.534** .521 

註 1：**代表 p<.01、註 a: 與好眠組有顯著差異 
註 b：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有顯著差異、註 c：與慢性失眠組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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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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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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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項之統計之 F 值、顯著性及三組的平均數±標準

差列於表 4-2。 

    COPE 量表目的是測量受試者對一般壓力的因應風格，分析結果顯示好眠

組、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組受試者在「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F(2,146)=7.466, p<.05)、「逃避」(F(2,145)=10.884, p<.001)、「社會支持、情緒調

節與發洩」(F(2,146)=5.641, p<.05)三種壓力因應風格達統計顯著差異，「信教」

因應則無顯著差異(F(2,146)=1.592, p>.05)。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示情

境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在「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避」及「社會支

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風格沒有差異，但都顯著高於好眠組。另外，為避免

「逃避」因素中有一題「我睡的比較多」造成效標污染，故在刪除此題後再進行

變異數差異分析，刪題後結果與總量表分析結果相同，三個組別於「逃避」風格

(F(2,145)= 9.672, p<.001)差異仍達顯著，事後比較顯示慢性失眠組(M±SD=24.347

±5.929)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24.020±4.618)在「逃避」風格沒有顯著差異，且都

顯著高於好眠組(19.939±5.970)。這表示情境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在遭遇

壓力的狀況下，傾向比好眠組使用更多的「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避」及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方式來因應壓力。 

    對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的測量，總量表得分顯示三組於睡眠失功能信念及

態度的差異達統計顯著(F(2,146)=21.253, p<.001)，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

示好眠組(M±SD=63.180±24.307)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70.980±18.525)在睡眠失

功能信念及態度總分沒有顯著差異，都顯著低於慢性失眠組(90.880±22.406)。於

各個因素得分的比較結果，三組於「睡眠的期待」沒有顯著差異(F(2,147)=.824, 

p>.05)，但在「知覺失眠的影響」(F(2,146)=3.543, p<.05)、「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

(F(2,147)=27.521, p<.001)、「藥物使用」(F(2,146)=57.581, p<.001)三因素則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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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於「知覺失眠的影響」的程度，慢性失眠組(28.080±10.340)

顯著高於好眠組(22.640±11.021)，高危險失眠組(25.490±9.134)得分介於兩組之

中，無達到統計顯著差異。在「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及「藥物使用」得分之事

後比較，顯示好眠組(23.220±10.302)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27.840±8.032)在「對失

眠的擔憂與無助」得分未達顯著差異，但都顯著低於慢性失眠組

(37.760±11.410)，在「藥物使用」此因素之事後比較亦有相同結果(好眠組：

4.040±4.708；情境失眠高危險組：4.000±3.932；慢性失眠組：12.640±5.154)。總

結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的測量結果，顯示三組在對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量表

總分及「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藥物使用」兩個因素中，皆可看到慢性失眠組

顯著高於好眠組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而在「知覺失眠的影響」因素中，只見慢

性失眠組與好眠組有顯著差異，於「睡眠的期待」此因素，三組則沒有差異。 

    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部分，經統計考驗顯示三組於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使用

頻率的差異達統計顯著(F(2,147)=30.257, p<.001)，經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

示慢性失眠組(M±SD=53.460±17.789)顯著高於情境失眠高危險組(37.960±11.832)

及好眠組(28.760±20.343)，情境失眠高危險組亦顯著高於好眠組。顯示慢性失眠

組比起情境失眠高危險組及好眠組使用更高頻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來因應睡

不好或疲累狀況。情境失眠高危險組亦比好眠組使用更高頻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

為來因應睡不好或疲累狀況。 

    在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分析結果，顯示於總量表(F(2,147)=58.364, p<.001)、生

理激發分量表(F(2,147)=21.779, p<.001)、認知激發分量表(F(2,147)=70.442, 

p<.001)的得分，三組受試者達統計顯著差異。經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示在

總量表得分中，慢性失眠組(M±SD=38.800±10.746)顯著高於情境失眠高危險組

(26.720±7.374 )及好眠組(21.500±5.705)，情境失眠高危險組亦顯著高於好眠組。

在生理激發分量表中，慢性失眠組(15.260±5.424)顯著高於情境失眠高危險組

(11.300±3.688)及好眠組(10.100±2.682)，情境失眠高危險組與好眠組則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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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最後在認知激發量表得分中，慢性失眠組(23.540±6.858)顯著高於情境失眠

高危險組(15.420±4.603)及好眠組(11.400±3.637)，情境失眠高危險組亦顯著高於

好眠組。總結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分析結果，顯示慢性失眠組比起情境失眠高危險

組與好眠組在睡前有較高的的身心激發程度、生理激發程度、認知激發程度，情

境失眠高危險組比起好眠組則在睡前有較高的身心激發程度與認知激發程度。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1-1：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

性失眠組皆比好眠者有較高程度的逃避因應、社會支持、情緒宣洩及調節因應風

格，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組則無顯著差異，但於信教因應部份三組則

無顯著差異。研究結果亦符合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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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5：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及慢性失眠

組比起好眠組有更強的睡前激發程度、及研究假設 1-6：慢性失眠組比起情境性

失眠高危險組對睡眠有更強的睡前激發程度。研究結果亦支持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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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未符合研究預期的是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群組比起好眠組有更多的睡眠相關安全

行為。研究假設 1-2 假設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比起好眠者面對睡眠顯著有較多不

適當的認知也未完全獲得支持，但情境性失眠高危險組的不適當的認知得分仍有

高於好眠者的趨勢(情境失眠高危險組 M±SD=70.980±18.525/好眠組

63.180±2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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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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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好眠組、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組三組的差異 

變項/組別 好眠組 
情境失眠 

高危險組 
慢性失眠組 F 值 

效
果
量 

COPE 量表      

 因素一：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61.918±16.926b,c 69.820±12.347a 71.980±10.933a 7.466**1 .093

 因素二：逃避 21.571±6.127b,c 25.940±4.829 a 26.408±5.972 a 10.884** .131

 因素三：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 27.122±7.302 b,c 31.260±6.568 a 31.080±6.866 a 5.641** .072

 因素四：信教 7.286±2.880 8.340±2.939 7.900±3.032 1.592 .021

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量表 

(DBAS-15) 
     

 總量表 63.180±24.307c 70.980±18.525c 90.880±22.406a,b 21.253** .225

 因素一：知覺失眠的影響 22.640±11.021c 25.490±9.134 28.080±10.340a 3.543*2 .046

 因素二：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 23.220±10.302 c 27.840±8.032 c 37.760±11.410a,b 27.521** .272

 因素三：睡眠的期待 13.280±5.063 13.620±4.673 12.400±4.969 .824 .011

 因素四：藥物使用 4.040±4.708 c 4.000±3.932 c 12.640±5.154 a,b 57.581** .441

睡眠相關行為量表(SRBS)      

 總量表 28.760±20.343b,c 37.960±11.832a,c 53.460±14.789a,b 30.257** .292

睡前身心激發程度量表

(PSAS) 
     

 總量表 21.500±5.705 b,c 26.720±7.374 a,c 38.800±10.746a,b 58.364** .443

 生理激發分量表 10.100±2.682 c 11.300±3.688 c 15.260±5.424 a,b 21.779** .229

 認知激發分量表 11.400±3.637 b,c 15.420±4.603 a,c 23.540±6.858 a,b 70.442** .489

註 1：**代表 p<.01、註 2：*代表 p<.05 

註 a: 與好眠組有顯著差異、註 b：與情境失眠高危險組有顯著差異、註 c：與慢性失眠組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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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因應風格與持續失眠病因之路徑關係 

(一) 基本統計資料分析 

根據第二項研究目的，本研究於正常睡眠組收集 149 份問卷、慢性失眠組收

集 62 份問卷，總共 211 份有效問卷進行進一步的路徑分析，欲分析之樣本群之

年齡介於 22-71 歲之間，平均數 44.163，標準差 9.998。教育年數介於 6-24 年，

平均數 14.217，標準差 3.583。性別比例部分，女性占 67.3%(142 人)，男性占

32.7%(69 人)。 

由於考量慢性失眠者與正常睡眠者在預測變項之平均數與標準差特性不

同，所以在刪除有遺漏值的問卷後，各預測變項的描述統計將兩組分列於表

4-3(慢性失眠者)及表 4-4(正常睡眠者)。慢性失眠者之失眠嚴重度量表平均數為

15.741，標準差 6.403，量表得分介於 2-25 分。睡前身心激發量表平均數為 39.741，

標準差 12.042，量表得分介於 18-69 分。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量表平均數為 54.517，

標準差 15.505，量表得分介於 21-98 分。對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量表平均數為

92.862，標準差 22.253，量表得分介於 45-143 分。在壓力因應量表部分，本研究

放入「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避」、「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信教」

三個因應因素作初步分析。在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中，因素得分顯示量表平均

數為 70.966，標準差 10.505，量表得分介於 49-94 分。逃避因素得分顯示量表平

均數為 24.569，標準差 5.962，量表得分介於 15-46 分。「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

發洩」平均數為 30.535，標準差 6.689，量表得分介於 14-42 分。「信教」之平均

數為 8.121，標準差 3.190，量表得分介於 4-16 分。在其中，逃避因應之偏態

為.975，峰度 1.876，峰度略為高狹，但還在尚可接受範圍之內，其餘各變項得

分分配之峰度與偏態皆介於正負 1 之間，無顯著偏離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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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慢性失眠受試者之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及壓力因應各因素之描述統計 

 N=58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 峰度 

 失眠嚴重度(ISI) 15.741 6.403 2 25 -.318 -.669 
 睡前身心激發(PSAS) 39.741 12.042 18 69 .684 .319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SRBS) 
54.517 15.505 21 98 .139 .636 

 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

度(DBAS-15) 
92.862 22.253 45 143 .182 -.557 

 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70.966 10.505 49 94 -.003 -.461 
 逃避 24.569 5.962 15 46 .975 1.876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

發洩 
30.535 6.689 14 42 -.456 -.186 

 信教 8.121 3.190 4 16 .601 -.175 

 

正常睡眠者之失眠嚴重度量表平均數為 4.562，標準差 3.633，量表得分介於

0-13 分。睡前身心激發量表平均數為 23.295，標準差 6.955，量表得分介於 16-51

分。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量表平均數為 33.500，標準差 16.407，量表得分介於 0-99

分。對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量表平均數為 65.486，標準差 22.582，量表得分介

於 10-125 分。在壓力因應量表部分，本研究放入「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

避」、「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信教」三個因應因素作初步分析。在問題

解決、重釋與接受中，因素得分顯示量表平均數為 67.664，標準差 13.992，量表

得分介於 24-93 分。逃避因素得分顯示量表平均數為 22.000，標準差 5.690，量

表得分介於 12-35 分。「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平均數為 29.884，標準差

6.937，量表得分介於 12-47 分。「信教」之平均數為 7.849，標準差 2.981，量表

得分介於 4-16 分。偏態與峰度部份，睡前身心激發量表之偏態為 1.449，峰度

2.541，雖略為正偏，峰度高狹，但還在尚可接受範圍之內，其餘各變項得分分

配之峰度與偏態皆介於正負 1 之間，無顯著偏離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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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正常睡眠受試者之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及壓力因應各因素之描述統計 

 N=147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 峰度 

 失眠嚴重度(ISI) 4.562 3.633 0 13 .726 -.438 
 睡前身心激發(PSAS) 23.295 6.955 16 51 1.449 2.541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SRBS) 
33.500 16.407 0 99 .192 .073 

 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

度(DBAS-15) 
65.486 22.582 10 125 -.443 -.084 

 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67.664 13.992 24 93 -.925 1.037
 逃避 22.000 5.690 12 35 .001 -.673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

發洩 
29.884 6.937 12 47 -.074 .321 

 信教 7.849 2.981 4 16 .658 -.097 

 

    為瞭解兩個組別之各預測變項的相關性，故對各變項進行 Pearson 相關係數

考驗，相關係數列於表 4-5(慢性失眠者)及表 4-6(正常睡眠者)。在慢性失眠組中，

統計結果顯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眠不適當認知與失眠

嚴重度彼此間皆呈現中度的相關(r =.318-.540)，符合失眠持續病因模式之理論假

設。在壓力因應的各因素中，只有「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和睡前身心激

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失眠嚴重度皆無顯著相關

(r=-.090-.226)，其於壓力因應因素都至少有一項與預測變項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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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慢性失眠組之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眠不

適當認知及壓力因應風格之相關係數表 

(N=58) 2 3 4 5 6 7 8 

1.失眠嚴重度 .540**1 .401** .509** -.325*2 .140 .157 -.05 

2.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 .514** .318* .001 .318* .226 .253 

3.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 -- .476** -.105 .545** .149 .316* 

4.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 -- -.274* .237 .151 .142 

5.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 -- -- -- -.061 .217 .221 

6.逃避因應 -- -- -- -- -- .090 .253 

7. 支持、調節因應 -- -- -- -- -- -- -.057 

8.信教 -- -- -- -- -- -- -- 

註 1：**代表 p<.001,* 代表 p<.05 

     

    在正常睡眠組中，統計結果顯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

睡眠不適當認知與失眠嚴重度彼此間皆呈現低至中度的相關(r =.281-.555)，符合

失眠持續病因模式之理論假設。在壓力因應的各因素中，只有「信教」和睡前身

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失眠嚴重度皆無顯著相關

(r = -.060- .090)，其於壓力因應因素都至少有一項與預測變項有顯著相關。 

表.4-6 正常睡眠者之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眠不適

當認知及壓力因應風格之相關係數表之相關係數表 

(N=146) 2 3 4 5 6 7 8 

1.失眠嚴重度 .555**1 .334** .281** -.035 .303** .146 .090 

2.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 .512** .301** .110 .377** .266** .083 

3.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 -- .451** .212*2 .497** .339** .075 

4.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 -- -.024 .328** .025 -.060 

5.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 -- -- -- .293** .757** .326** 

6.逃避因應 -- -- -- -- -- .445** .348** 

7. 支持、調節因應 -- -- -- -- -- -- .417** 

8.信教 -- -- -- -- -- -- -- 

註 1：**代表 p<.001,* 代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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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持續失眠的理論模式驗證 

    根據第二項研究目的，本研究是想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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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續失眠的路徑關係以及壓力因應在失眠

持續模式中的影響路徑為何，因此以 LISREL8.7 程式進行的路徑分析，此外，

由於正常睡眠者與慢性失眠者的病理特性不盡相同，因此在分析上將採用多樣本

結構(multiple groups)對不同樣本進行模式驗證。此次收案收集慢性失眠者 62

人，正常睡眠者 149 人，但因分別有 4 筆及 2 筆資料有遺漏值，故在分析時將有

遺漏值的問卷刪除，最後慢性失眠者 58 人，正常睡眠者 147 人。於路徑分析前，

所有變項的作答結果都先經過峰度與偏態的檢驗，其分配尚符合常態假設的要

求，故可使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進行模式的估

算。 

 

1. 模型的整體評估 

    在評估模型時，首先考慮整體模型的評鑑，本研究將評估模型的適合度

（goodness of fit）來瞭解模型被接受的程度。在多種適合度指標之中，由於卡方

值較不穩定，會影響統計檢定力（Power）之因素都會影響卡方值，其中最明顯

的影響因素即為樣本數，當樣本數越大，所累積的卡方值也就越大，大樣本雖然

提高了觀察資料的穩定性，卻也造成卡方值擴大的效果，反之在樣本數小的時則

容易顯著，因此必須考慮其他適合度指標。根據過去的文獻，許多學者對不同的

適合度指標提供了理想的建議值，這些適合度指標（fit indexes）包括 χ²⁄df <2

（Carmines & Mclver, 1981）、NNFI（Non-Norm Fit Indexes）＞.90、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es）＞.95、SRMR＜.08、RMSEA（Root Mean 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06 (Hu & Bentler, 1999)。此外，由於本研究採用多重樣本

分析方式，除了上述整體指標，也會在各樣本中報告其 GFI（goodness-of-fit 

index），建議值＞.90。（參考自邱皓政，2006；Hu & Bentl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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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將兩個樣本的路徑分析各分為兩個模型檢驗。模型一為

直接效果模型，在模型一放入「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

前身心激發程度」、「失眠嚴重程度」驗證上述變項彼此間之影響路徑。模型二為

調節效果模型，此分析模型將保留上述變項，加入「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

避」、「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信教」主要效果變項，與上述四因素相對

應的調節變項。調節變項的製作方式為將睡眠不適當認知與該因素得分均減去各

自的平均數，之後再交相乘，例如(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之平均

數) × (逃避-逃避之平均數)」依此類推，故產生「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問題解決、

重釋與接受」、「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逃避」、「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社會支持、

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及「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 信教」四個調節變項。目的是

為了檢驗壓力因應風格調節「對睡眠不適當認知」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之間

的影響力。最後再透過比較兩個模型的複相關係數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SMC)瞭解在考慮調節變項之後，對預測變項的效果量差異為何。 

    模式整體評估的部分，將針對兩模型之適合度指標進行討論。直接效果模型

(模型一)與調節效果模型(模型二)之適合度指標如表 4-7，由卡方自由度比(x²/df)

來看，模型一的卡方自由度比為 3.750，模型二卡方自由度比為 1.393，依照

Carmines 及 Mclver(1981)建議值應小於 2，顯示模型二較模型一有良好的模式

契合度，且符合建議標準。而從 NNFI 及 CFI 來看，模型一及模型二分別為.87/.96

及.91/.98，模型二大於 Hu & Bentler（1999）建議的數值.90/.95，模型一的 NNFI

則略差，顯示在模型二中，與其虛無模型比較，模型二改善的程度是相當好。

RMSEA 為比較理論模式與飽和模式的差距，模型一為.140，模型二為.064，顯

示模式二略高於.05 門檻，但 Hu & Bentler（1999）建議 RMSEA 小於.06 可視為

好的模型，因此模式二之 RMSEA 值雖然略高，但是可接受的。 

    在談論整體模型指標後，接下來將說明不同樣本間，其相對的適合度指標進

行討論。SRMR 是由模式的整體殘差來討論模型契合度，在慢性失眠組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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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一及模型二的 SRMR 分別為.098 及.067，顯示只有模型二殘差量落於.08 門檻

之下，顯示於慢性失眠組之模型二契合度較模型一佳。而在正常睡眠者中，模型

型一及模型二的 SRMR 分別為.029 及.033，皆符合＜.08 之建議標準。而 GFI 主

要是在評估假設模型可以解釋觀察資料的比例，於慢性失眠者中，模型一與模型

二的 GFI 分別為.92/.92；正常睡眠者在模型一與模型二的 GFI 則是.99/.98，均

符合建議標準＞.90，說明模型在樣本中的解釋力佳。最後，在樣本數與自由參

數的比例部份，此項指標是評估樣本數是否足夠的建議值，結果顯示無論在哪組

樣本，模式一的比值都比模式二佳，符合建議標準＞5。綜合上述對適合度指標

的評估，發現無論在慢性失眠者或正常睡眠者，除了在樣本數與自由參數的比

例，其餘指標中，模型二都比模型一有適當、可接受的模型契合度，符合建議標

準。 

 

表 4-7. 直接效果模型(模型一)與調節效果模型(模型二)之適合度指標 

模型  
GFI SRMR 

N/自由

  參數
x² Df x²/df NNFI CFI RMSEA

      
建議值  ＞.90 ＜.08 ＞5   ＜2 ＞.90 ＞.95 ＜.05 

模型一 
1 .92 .098 9.833

12.30 4 3.750 .87 .96 .140 
2 .99 .029 24.500

模型二 a 
1 .92 .067 1.318

47.37 34 1.393 .91 .98 .064 
2 .98 .033 3.318

註: 1 代表慢性失眠者，2 代表正常睡眠者 

註 a  加入調節變項效果 

 

2. 模型間各預測變項的複相關係數平方(SMC)之比較 

觀察兩模型於預測變項的 SMC 值，目的是為了瞭解加入調節變項之後，模

型效果量的改變情況，從表 4-8 可以看到在慢性失眠組中，加入調節變項後，於

失眠嚴重度的 SMC 值增加.02、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的 SMC 值下降.01、睡眠相關

安全行為的 SMC 值增加.31。而在正常睡眠組中也見到類似的情況，雖然失眠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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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度及睡前激發程度的 SMC 值在不同模型沒有變化，但在加入調節變項後，睡

眠相關安全行為的 SMC 值增加.12。由兩個樣本族群可以看到加入調節變項後的

模型二不但適合度指標較佳，在預測變項的 SMC 值亦有明顯增加，故將採用模

型二做為研究結果，以下將對模型二進行下一步參數估計的細部評估。 

 

表.4-8 不同模型於兩樣本的 SMC 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二與模型一之差異

 ISI PSAS SRBS ISI PSAS SRBS ISI PSAS SRBS 

1.慢性失眠者 .29 .28 .21 .31 .27 .52 .02 -.01 .31 

2 正常睡眠者 .31 .27 .20 .31 .27 .43 0 0 .12 

註: ISI 為失眠嚴重度、PSAS 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SRBS 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3. 參數估計的細部評估 

    在上述整體模型適合度的評鑑確認加入調節變項的模式二可被接受之後，將

就模式二中欲估計之參數進行細部評估。圖4-1顯示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欲進行

估計的參數與影響路徑，兩樣本估計路徑相同。根據Hair et al.（1998）指出不適

當估計的現象包括：有無負的誤差變異存在、標準化係數是否超過或太接近1、

是否有太大標準誤(參考自張荻傾、張景媛，2007)。根據表4-9，本模式兩個樣本

12個觀察指標的交互相關大多達.05 顯著水準。而根據表4-10，本模式兩樣本的

估計結果沒有負的誤差變異，標準化係數並未超過或太接近1，也沒有過大標準

誤，因此符合不能有負的誤差變異、標準化係數沒有超過或太接近1 以及不能有

太大的標準誤等條件，並未產生不適當估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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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1: 睡眠不適當認知 

ξ2: 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ξ3: 逃避因應 

ξ4: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及發洩因應 

ξ7: 睡眠不適當認知*逃避因應 

ξ8: 睡眠不適當認知* 社會支持及情緒發洩 

ξ9: 睡眠不適當認知*信教因應 

η1:失眠嚴重度 
ξ5: 信教因應 η2:睡前身心激發狀態 

ξ6: 睡眠不適當認知*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η3: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圖 4-1. 兩組樣本模型估計之標準化參數暨路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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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兩樣本之持續失眠病因調節模型 12 個觀察指標之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

係數矩陣 

慢性失眠者 N=58 平均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失眠嚴重度 15.74 1.000 .540** .401** .509** -.325* .140 .157 -.054 .152 -.062 -.122 -.024

2.睡前激發程度 39.47  1.000 .514** .318* .001 .318* .226 .253 .063 .085 -.127 .173 

3.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54.52   1.000 .476** -.105 .545** .149 .316* -.115 .076 -.109 .011 

4.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92.86    1.000 -.274* .237 .151 .142 .006 -.142 -.054 -.230

5.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70.97     1.000 -.061 .217 .221 -.176 .171 -.109 .119 

6.逃避 24.57      1.000 .090 .253 .189 .256 .078 .078 

7.支持、情緒調節 30.53       1.000 -.057 -.125 .080 -.001 -.242

8.信教 8.12        1.000 .125 .074 -.224 -.022

9.不適當認知*問題解決 

、重釋與接受 
-62.95         1.000 .016 .113 .006 

10.不適當認知*逃避 30.89          1.000 -.047 .456**

11. 不適當認知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 
22.13           1.000 -.260*

12. 不適當認知*信教 9.88            1.000 

正常睡眠者 N=146 平均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失眠嚴重度 4.56 1.000 .555** .334** .281** -.035 .303** .146 .090 .014 -.140 -.015 -.035

2.睡前激發程度 23.29  1.000 .512** .301** .110 .377** .266** .083 .000 -.061 .021 -.014

3.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33.50   1.000 .451** .212* .497** .339** .075 .095 -.094 .010 -.020

4.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65.49    1.000 -.024 .328** .025 -.060 .008 -.049 .093 .283**

5.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67.66     1.000 .293** .757** .326** -.038 .036 .007 -.101

6.逃避 22.00      1.000 .445** .348** .041 -.052 .070 -.002

7.支持、情緒調節 29.88       1.000 .417** .007 .065 .036 -.104

8.信教 7.85        1.000 -.123 -.003 -.125 -.203*

9.不適當認知*問題解決 

、重釋與接受 
-7.66 

        1.000 .309** .772** .441**

10.不適當認知*逃避  41.88          1.000 .526** .399**

11. 不適當認知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 
3.80 

          1.000 .579**

12. 不適當認知*信教  -4.03            1.000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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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兩樣本之持續失眠病因調節模型的估計參數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係數值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係數 

慢性失眠者     

γ21 .05 .07 .72 .09 

γ31 .22 .08 2.86 .31 

γ32 -.16 .16 -.98 -.11 

γ33 1.18 .28 4.20 .45 

γ34 .22 .25 .88 .09 

γ35 1.03 .53 1.94 .21 

γ36 -.02 .01 -2.33 -.23 

γ37 .00 .01 -.39 -.04 

γ38 .00 .01 -.40 -.04 

γ39 .02 .03 .82 .10 

β12 .24 .07 3.46 .45 

β13 .07 .05 1.28 .17 

β23 .36 .10 3.57 .47 

ζ11 28.21 5.41 5.22 .69 

ζ22 105.63 20.24 5.22 .73 

ζ33 116.30 22.29 5.22 .48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係數 

正常睡眠者     

γ21 .03 .03 1.09 .09 

γ31 .28 .05 5.28 .39 

γ32 -.02 .12 -.20 -.02 

γ33 .90 .23 3.88 .31 

γ34 .59 .26 2.32 .25 

γ35 -.70 .41 -1.71 -.13 

γ36 .02 .01 2.79 .29 

γ37 .00 .01 .08 .01 

γ38 -.02 .01 -1.82 -.22 

γ39 -.03 .02 -1.56 .13 

β12 .27 .04 6.34 .52 

β13 .01 .02 .82 .07 

β23 .20 .03 5.80 .47 

ζ11 9.09 1.09 8.32 .69 

ζ22 35.39 4.25 8.32 .73 

ζ33 153.64 18.46 8.32 .5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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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失眠相關病因模式各變項間的效果 

    於模式整體評估及細部評估後，本研究接下來將討論各變項間的效果。以下

會將慢性失眠組與正常睡眠者的模型分開討論，最後再整合比較兩樣本的模型異

同。 

 慢性失眠組 

 觀察指標間的直接效果 

    研究假設 2-1 及 2-2 認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失眠

嚴重度。根據圖 4-2 及表 4-10，顯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可預測失眠嚴重度，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標準化係數為.45(β12=.24，t=3.46，p<.05)，睡眠

相關安全行為則無法顯著預測失眠嚴重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標準化係數

為.17(β13=.07，t=1.28，p>.05)，顯示當睡前激發程度愈高者，失眠嚴重度愈嚴

重；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者，則對失眠嚴重度無顯著影響效果。研究假設

2-3 認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睡前激發程度，結果顯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

睡前激發程度確實有直接效果，根據圖 4-2 及表 4-10，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的標準化係數為.47(β23=.36，t=3.57，p<.05)，顯示當使用愈高頻

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愈高。研究假設 2-4 及 2-5 認為對睡

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結果顯示只有對睡

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有達統計顯著，根據圖 4-2 及表 4-10，睡

眠不適當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標準化係數為.31(γ31=.22，t=2.86，p<.05)，

顯示當睡眠不適當認知愈高，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使用頻率愈高。而睡眠不適當認

知在此模型中則無法顯著預測身心激發程度(標準化係數= .09，γ21=.05，t=.72，

p>.05)，顯示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則無直接影響效果。綜合上

述，於失眠持續模式驗證之結果分析與研究假設 2-1、2-3、2-4 結果符合，顯示

睡眠不適當認知會增加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

愈高，亦會升高睡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的提高皆會增加失眠嚴重度。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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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2-2 及假設 2-5 則未獲支持，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者，對失眠嚴重度無

直接影響效果；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無直接影響效果。 

    根據研究假設 2-6，欲瞭解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及睡眠相關安全

行為間關係效果，以下將分兩部分報告研究結果。首先先瞭解各壓力因應風格對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直接效果，結果發現只有逃避因應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有直

接效果，根據圖 4-2 及表 4-10，逃避因應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標準化係數

為.45(γ33=1.18，t=4.20，p<.05)，顯示對壓力因應採用愈多逃避風格因應，會有

較高頻率使用睡眠安全相關行為來因應睡不好的狀況。再來，是檢驗壓力因應風

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及睡眠相關安全行為間關係的調節效果為何，結果發現問題

解決、重釋與接受會調節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關係，根據圖

4-2 及表 4-10，此調節效果的標準化係數為-.23(γ63=-2.03，t=2.33，p<.05)，顯示

對當對一般壓力慣用更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會緩衝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

相關行為的影響力。 

 

 觀察指標間的間接效果 

    在間接效果方面，睡眠安全行為透過睡前激發程度預測失眠嚴重度的間接效

果達顯著，標準化係數為.21(.47×.45)(估計值.09，Z=2.48，p<.05)。對睡眠不適

當認知透過睡眠安全行為預測睡前激發程度亦達顯著，標準化係數

為.15(.31×.47)(估計值.08，Z=2.23，p<.05)。間接效果之結果顯示睡眠安全行為

可透由睡前激發程度此因素中介而影響失眠嚴重度，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亦可透過

睡眠安全行為此因素中介而影響睡前激發程度。 

 

 依變項的殘差變異量 

就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的殘差變異量來討

論(見圖 4-2)，三者的殘差變異量分別為.69、.73、.48，失眠嚴重度在本研究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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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只受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影響，所以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共可解釋失眠嚴重度 31%的變異量(1-.69)，其中睡前身心激

發程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45)大於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失眠嚴

重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17，未達統計顯著)。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被設定為只受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影響，兩者共可解釋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23%的變異量(1-.73)，其中，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的效果(標準

化係數為 .47)大於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

為.09，未達統計顯著)的影響。最後，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壓力因應風格四個因

素及其調解效果共可解釋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52%的變異量(1-.48)，其中，逃避因

應風格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45)大於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

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31)，也大於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因應風

格的調解變項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23)。其餘壓力因應風

格與調節變項對於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分別為-.11~.21)則未達

統計顯著考驗。 

 

 

  

  

  

 

 

 

 

 

*p<.05 

圖 4-2.慢性失眠者之持續失眠嚴重度相關病因模式的標準化路徑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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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失眠者之模型驗證結果如圖 4-2 所示，綜合驗證結果，此模型之整體評

估及細部評估結果佳，在失眠持續病因模式中，支持研究假設 2-1、2-3、2-4，

顯示睡眠不適當認知會增加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

頻率愈高，亦會升高睡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的提高皆會增加失眠嚴重度。

但假設 2-2 及假設 2-5 則未獲支持，顯示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失眠嚴

重度無直接影響效果；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無直接影響

效果。間接效果的結果顯示睡眠安全行為的使用頻率愈高可透由睡前激發程度此

因素中介而影響失眠嚴重度。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亦可透過睡眠安全行為此因素中

介影響睡前激發程度。而從研究假設 2-6 來看，研究結果部分支持假設，發現對

一般壓力因應有較高逃避因應風格，有較高頻率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來因應睡

不好的狀況，而對一般壓力慣用更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會緩衝不適當睡眠

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影響力。 

 

 正常睡眠組 

 觀察指標間的直接效果 

    研究假設 2-1 及 2-2 認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失眠

嚴重度。根據圖 4-3 及表 4-10，顯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可預測失眠嚴重度，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標準化係數為.52(β12=.27，t=6.34，p<.05)，睡眠

相關安全行為則無法顯著預測失眠嚴重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標準化係數

為.07(β13=.07，t=0.82，p>.05)，顯示當睡前激發程度愈高者，失眠嚴重度愈嚴

重；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者，則對失眠嚴重度無顯著影響效果。研究假設

2-3 認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可預測睡前激發程度，結果顯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

睡前激發程度確實有直接效果，根據圖 4-3 及表 4-10，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的標準化係數為.47(β23=.20，t=5.80，p<.05)，顯示當使用愈高頻

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愈高。研究假設 2-4 及 2-5 認為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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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結果顯示只有對睡

眠不適當認知可預測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有達統計顯著，根據圖 4-3 及表 4-10，睡

眠不適當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標準化係數為.39(γ31=.28，t=5.28，p<.05)，

顯示當睡眠不適當認知愈高，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使用頻率愈高。而睡眠不適當認

知在此模型中則無法預測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標準化係數= .09，γ21=.03，t=1.09，

p>.05)，顯示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則無顯著影響效果。綜合上

述，於失眠持續模式驗證之結果分析與研究假設 2-1、2-3、2-4 符合，顯示睡眠

不適當認知會增加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愈

高，亦會升高睡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的提高會增加失眠嚴重度。但假設

2-2 及假設 2-5 則未獲支持，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者，對失眠嚴重度無顯

著影響效果；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無顯著影響效果。 

    根據研究假設 2-6，欲瞭解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及睡眠相關安全

行為間關係效果，以下將分兩部分報告研究結果。首先先瞭解各壓力因應風格對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直接效果，結果發現逃避因應及社會支持及情緒調節、發洩

因應風格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有直接效果，根據圖 4-3 及表 4-10，逃避因應及社

會支持及情緒調節發洩因應風格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標準化係數為分別

為.31(γ33=0.90，t=3.88，p<.05)、.25(γ43=0.59，t=2.32，p<.05)，顯示對壓力因

應採用愈多逃避風格因應、愈多社會支持、情緒調節發洩因應，會有較高頻率使

用睡眠安全相關行為來因應睡不好的狀況。再來，是檢驗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

適當認知及睡眠相關安全行為間關係的調節效果為何，結果發現問題解決、重釋

與接受會調節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關係，根據圖 4-3 及表

4-10，此調節效果的標準化係數為.29(γ63=-.02，t=2.79，p<.05)，顯示對當對一

般壓力慣用更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會加劇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行為

的影響力，此一調解效果與慢性失眠者的緩衝效果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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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指標間的間接效果 

在間接效果方面，睡眠安全行為透過睡前激發程度預測失眠嚴重度的間接效

果未達顯著，標準化係數為.24(.47×.52)(估計值.05，Z=1.75，p>.05)。對睡眠不

適當認知透過睡眠安全行為預測睡前激發程度未達顯著，標準化係數

為.18(.39×.47)(估計值.06，Z=1.74，p>.05)。間接效果之統計結果顯示睡眠安全

行為無法透由睡前激發程度中介而影響失眠嚴重度，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也無法透

過睡眠安全行為中介而影響睡前激發程度。 

 

 依變項的殘差變異量 

就失眠嚴重度、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的殘差變異量來討

論(見圖 4-3)，三者的殘差變異量分別為.69、.73、.57，失眠嚴重度在本研究被設

定為只受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影響，所以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共可解釋失眠嚴重度 31%的變異量(1-.69)，其中睡前身心激

發程度對失眠嚴重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52)大於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失眠嚴

重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07，未達統計顯著)。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被設定為只受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影響，兩者共可解釋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23%的變異量(1-.73)，其中，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的效果(標準

化係數為 .47)大於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的效果(標準化係數

為.09，未達統計顯著)的影響。最後，對睡眠不適當認知、壓力因應風格四個因

素及其調解效果共可解釋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43%的變異量(1-.53)，其中，不適當

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39) 大於逃避因應風格對睡

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31)、大於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因應風格

的調解變項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為.29)，也大於社會支持及情

緒調節、發洩因應風格對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直接效果(標準化係數為.25)。其餘

壓力因應風格與調節變項對於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效果(標準化係數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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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則未達統計顯著考驗。 

 

 

 

  

  

  

 

 

 

 

 

*p<.05 

圖 4-3. 正常睡眠者之持續失眠嚴重度相關病因模式的標準化路徑係數 

 

正常睡眠者之模式驗證結果如圖 4-3 所示，綜合驗證結果，此模式之整體評

估及細部評估結果佳，在失眠持續病因模式中，支持研究假設 2-1、2-3、2-4，

顯示睡眠不適當認知會增加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

頻率愈高，亦會升高睡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的提高皆會增加失眠嚴重度。

但假設 2-2 及假設 2-5 則未獲支持，顯示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失眠嚴

重度無直接影響效果；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無直接影響

效果間接效果的結果顯示睡眠安全行為無法透由睡前激發程度此因素中介而影

響失眠嚴重度。對睡眠不適當認知也無法透過睡眠安全行為此因素中介影響睡前

激發程度。而從研究假設 2-6 來看，研究結果部分支持假設，發現對一般壓力因

應有較高逃避因應及社會支持、情緒調節宣洩因應風格者，有較高頻率使用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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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相關行為來因應睡不好的狀況，而對一般壓力慣用更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

受，會加劇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行為的影響力。 

    綜合慢性失眠者及正常睡眠者在多樣本模型模型分析結果來看，在失眠持續

病因模型的部份，發現結果大致類似，兩樣本均符合假設 2-1、2-3、2-4，顯示

睡眠不適當認知會增加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

愈高，亦會升高睡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的提高皆會增加失眠嚴重度。但假

設 2-2 及假設 2-5 則未獲支持，顯示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對失眠嚴重度

無直接影響效果；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前身心激發程度亦無直接影響效

果。兩樣本於失眠持續模型唯一不同點是在慢性失眠者中，可看到睡眠安全行為

會透由睡前激發程度此因素中介影響失眠嚴重度；睡眠不適當認知也會透過睡眠

安全行為此因素中介影響睡前激發程度。但以上中介效果，在正常睡眠者身上是

未達顯著的。 

    而兩樣本在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的影響也有相同與相異之處，相同

的部份是在兩樣本中皆可看到對一般壓力因應有較高逃避因應風格者，較頻繁使

用睡眠安全相關行為來因應睡不好的狀況。相異之處有兩點，首先，在正常睡眠

者身上，社會支持、情緒調節宣洩因應風格較高者，會較頻繁使用睡眠安全相關

行為來因應睡不好的情況，但在慢性失眠者中，此效果並無顯著。第二，對一般

壓力慣用更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在不同樣本，其對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

相關行為之影響力的效果是不同的。慢性失眠者有愈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傾

向，會緩衝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行為之影響力，但於正常睡眠者中，則會

有加劇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行為之影響力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