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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討論 

    本研究以橫斷式問卷調查法收集資料，透過比較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慢

性失眠者、與好眠者在壓力因應風格、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

前激發程度，以瞭解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與已慢性失眠化的失眠患者在心理病

理特性上的異同。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的心理病理特性在過去研究較少受到重

視，本研究結果應可為失眠慢性化的預防計畫提供資訊，做為參考。再者，本研

究也進一步瞭解壓力因應風格(「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逃避」、「社會支持、

情緒調節與發洩」、「信教」)、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睡前激發

程度對持續失眠的影響，過去亦少有研究討論這些變項彼此間的關聯性對持續失

眠之影響，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支持失眠持續病因對失眠的理論假設，並且初探壓

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的可能影響。以下首先基於研究結果做一討論，然後

再針對研究限制與未來建議做進一步說明。 

 

第一節、情境失眠高危險族群、慢性失眠者於失眠的心理病理特性 

    回顧本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研究結果支持慢性失眠者比好眠者有更高的睡

眠不適當認知；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者比起好眠者對一般壓力有較

高的情緒因應風格、更高的睡前身心激發程度。而與研究假設不一致之處的部份

為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與好眠者在睡眠不適當認知程度沒有差異，以及情境性

失眠高危險族群與好眠者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有顯著差異。研究假設一與研究結

果一之對照表如表 5-1 及 5-2，以下將就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慢性失眠者之

心理病理特性做一討論。 

 

 



表 5-1.研究假設一 

 好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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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 5-2.研究結果一 

 好眠者 高危險組 慢性失眠組 

情緒因應風格 - + + 

不適當 
睡眠認知 

- -1 + 

睡眠相關安全

行為 
- +2 ++ 

睡前激發程度 - + ++ 

1在不適當睡眠認知中，與研究假設不符之處 2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中，與研究假設不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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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指出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在面對壓力時，比好眠者

使用較多的「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的調解」、「逃

避」等方式因應，推測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高危險族群在壓力狀態下可能比起好

眠者花費更多的努力嘗試處理壓力。LeBlanc 等人(2007)比較失眠者(持續超過一

個月)、有失眠症狀未但持續未超過一個月者與好眠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情緒

因應部份則與本研究於「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的調解」結果類似，慢性失

眠者與短期失眠族群在面對壓力時，比好眠者使用較多的「社會支持、情緒調節

與發洩的調解」，LeBlanc 等人(2007)之研究與本研究皆支持慢性失眠組與情境性

失眠高危險族群確實有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這可能讓他們在因應壓力時，增加

個體的警覺度，因此產生更多的生理、認知激發，所以干擾或減少睡眠(Morin et 

al., 2003; Sadeh et al., 2004)，若以失眠發展之 3P 因子模式來看，本研究於容易有

情境性失眠者身上發現其與慢性失眠者相同有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支持高情緒

因應風格可能為為失眠的前置因子之說法，可能在遇到壓力等促發因子，就容易

出現情境性失眠的症狀。 

    而 LeBlanc 等人(2007)與本研究結果的不同點是，LeBlanc 等人的研究中，

三組人於問題解決因應風格沒有顯著差異，且有失眠症狀者(未超過一個月)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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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眠者有較低的逃避因應，於問題解決因應與逃避因應的結果與本研究結果不一

致，以下將就這些差異進行討論。 

    首先在問題解決因應部份，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在面對壓力

時，比好眠者使用較多的「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但是事後進一步分析，發

現「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與失眠嚴重度沒有顯著的相關性(r=.046)，顯示對

一般壓力傾向用較多的問題解決因應與失眠嚴重度的關聯性小。另一個可能是，

會不會是壓力事件較多，所以出現更高頻率的問題解決因應，由於本研究未收集

受試者之生活壓力事件數量，難以直接回答。不過，根據 Morin 等人(2003)提出

對慢性失眠患者而言，主要是對壓力情境的無控制感及對壓力的判斷歷程不同，

讓失眠患者容易在壓力下有失眠症狀，而不是慢性失眠患者有較多數量的壓力事

件所致。這樣的結論說明慢性失眠者對壓力會傾向知覺造成的影響較大，推論當

認為壓力對他們的影響較大時，就比較容易在因應問題時，做較多的努力來處理

壓力，因此才會在本研究中，看到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有較高的

問題解決因應。 

    而於「逃避」因應的部份，本研究逃避因應測量因素包含「否認」、「行為逃

避」、「心理逃脫」及「酒精-藥物逃避」，會採用逃避的因應來面對困境可能是因

其內心感到無助，覺得無法扭轉困境，因此自我控制感下降，只好採用逃避的因

應方式來保護自己。這與 Morin 等人(2003)認為是對壓力情境的無控制感，讓失

眠患者容易在壓力下有失眠症狀的概念相符合。且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也發現「逃

避因應」與失眠嚴重度的關聯性達顯著(r =.244)，代表愈多逃避因應、失眠嚴重

度愈嚴重，故推論對壓力採較多逃避因應風格是會影響睡眠結果，為失眠發展的

前置危險因子。以另一個角度來看，過去研究顯示情緒處理傾向內化、反芻者為

失眠的前置因子(Morin & Espie, 1993; Morin, Vallieres, & Ivers, 2007)，而採用逃

避因應方式處理壓力的個體，傾向較不直接抒發情緒，愈逃避可能造成壓力事件

在心中的反芻愈多，升高生理與認知的激發程度，因而干擾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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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對壓力因應的討論所述，可看見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在

面對壓力時，比好眠者使用較多的「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的調解」與「逃

避」因應，採用這些因應方式可能會在個體遇到壓力事件時，升高生理與認知的

激發程度，因而干擾睡眠，支持此兩類型因應風格可能為失眠發展的前置因子。 

    在對睡眠的不適當的認知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於慢性失眠者比情境性失眠

高危險族群及好眠者有更高的睡眠不適當認知。研究結果支持對睡眠不適當認知

為持續失眠的因素(Morin et al., 1993; Yang et al., 2006)，但是情境性失眠高危險

族群與好眠者的睡眠不適當認知則沒有顯著差異，顯示未能支持睡眠不適當認知

為失眠的前置因子。 

    然而，若進一步從睡眠的失功能信念及態度之分量表進行討論，會發現在「知

覺失眠的影響」的面向，慢性失眠者比起好眠者認為失眠造成的影響是較嚴重、

較災難化失眠的後果；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與好眠組相較，雖未達統計顯著，

但有傾向認為失眠造成的後果是較嚴重的趨勢(慢性失眠組 Mean±SD= 

28.080±10.340；高危險失眠組 25.490±9.134；好眠組 22.640±11.021)。而比較情

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與好眠組在「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程度，雖未達統計顯著，

但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也同樣有傾向對失眠是較擔憂、無助、無控制感之趨勢

(慢性失眠組 Mean±SD= 37.760±11.410；高危險失眠組 27.840±8.032；好眠組

23.220±10.302)。在「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及「藥物使用」之信念中，慢性失

眠者比起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及好眠者有更高的不適當信念，顯示對失眠的擔

憂與無助及藥物使用等信念是持續失眠的重要病因，不過亦有可能是失眠之後對

失眠症狀因應無效及藥物使用經驗所造成的結果。最後，三組在「睡眠的期待」

之得分沒有不同，這可能代表三組對於睡眠的期待是沒有差異的。 

    整體來說，對慢性失眠者而言，「知覺失眠的影響」、「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

及「藥物使用」都支持可能為持續失眠病程的因子或失眠造成的結果。而對情境

性失眠高危險族群來說，其整體睡眠不適當認知的程度雖較類似於好眠者，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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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失眠的影響」與「對失眠的擔憂與無助」較好眠者為高，只是未達統計顯

著。 

    睡眠安全行為方面的研究結果，如預期顯示慢性失眠者比起情境性失眠高危

險族群及好眠者使用更高頻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來因應睡不好或疲累的情況， 

Harvey(2002b)認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是為了逃避不好的事(如失眠)而採用的因

應行為，主張這樣的行為不但無法改善睡眠(例如白天補眠、睡前嘗試停止腦海

中想法)，反而加強失眠的惡性循環，本研究結果支持 Harvey(2002a)認為睡眠相

關之安全行為可能為持續失眠的因素之一。有趣的是，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亦

比好眠者使用更高頻率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參照上述睡眠信念的結果，可能的

解釋是也許情境性失眠者較好眠者相信睡不好的結果是較糟的、對失眠狀況較無

控制感，因此在面對睡眠不佳時，較會傾向用較多的睡眠相關安全行為來因應睡

不好的情形再度發生，因此統計分析進一步檢定「知覺失眠的影響」/「對失眠

的擔憂與無助」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關聯性，結果發現達顯著(r= .409/ 

r= .604)，更支持上述推論之可能性。 

    最後，於睡前激發程度的研究結果，顯示慢性失眠者比起情境性失眠高危險

族群及好眠者在睡前有更高的身心激發狀態，此結果支持過去研究認為失眠者比

起正常睡眠者有較高的睡前身心激發程度(Bonnet & Arand, 1997; Freedman & 

Sattler, 1982; Lichstein & Rosenthal, 1980)，也支持較強的睡前身心激發是持續失

眠的重要因素(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 Morin et al., 2003; Yang et al., 

2006)。同樣的，在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中，亦發現其有較好眠者還高的認知激

發程度，Morin 等人(2003)指出較高情緒因應風格可能會升高個體在睡前的認知

激發程度，因此，可能的解釋是因為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有較高的情緒因應相關

風格，因此連帶其激發狀態隨之升高，且統計分析進一步檢定情緒因應風格與認

知激發的關聯性，結果發現達顯著(r= .301)，更支持上述推論之可能性。在生理

激發部份，慢性失眠者較其他兩組顯著有較高的生理激發程度，情境性失眠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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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者與好眠者則無顯著差異，且與慢性失眠者有相當大的一段差距。這可能是認

知上的擔憂、激發高到一定程度便會反應於生理症狀，且認知激發與生理激發之

相關達顯著(r= .680)，支持上述解釋，因此慢性失眠組顯現出比其他兩組較高的

生理激發。 

    綜合上述對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以及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的討論，發現於情境失眠高風險族群中，其病因特性比起好眠組有

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與逃避風格，可能使他們在面對壓力時，出現較高的睡前身

心激發程度，進而干擾睡眠，支持高的情緒因應風格與逃避風格可能為失眠的前

置因子之一。而情境失眠高風險族群在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以

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等持續因子的特性較類似好眠者，比起好眠組有較高的睡眠

相關安全行為可能是因為知覺失眠所帶來的後果是較嚴重及對睡眠控制感較低

所致。在慢性失眠者身上，同樣可以觀察到比起好眠者有較高情緒因應風格、逃

避風格此前置因子，同時也比另外兩組有較高的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

行為以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這些睡眠不適當認知有可能會引發更高頻率的睡眠

相關安全行為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因而持續失眠症狀，研究結果支持過去研究

認為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以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是失眠的持續因

子之看法(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 Yang et al., 2006)。然而，以上對於

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與慢性失眠者的心理病理特性結果除了用 3P 模式理論來解

釋之外，同時也不能忽略其他可能性。例如可能有其它前置因子影響所以造成三

組在壓力因應有所差異，如情緒處理偏內化、易反芻負向事件等特性。次外，於

慢性失眠者身上看到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以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較高的結果也有可能是長期失眠所帶來結果，因此在解釋、應用研究結果應該更

小心的去看待這些統計差異代表的意義。 

    於本節裡，本研究分別討論壓力因應風格、對睡眠不適當認知、睡眠相關安

全行為以及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等因素於三組不同組別之差異，下一節當中，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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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將就 SEM 進行病因模式驗證之結果進行討論，瞭解這些因素間的關係如何

影響失眠結果。 

 

第二節、失眠持續模式之驗證 

    過去許多研究者均嘗試提出對睡眠失功能信念及態度、干擾睡眠行為與睡前

身心激發等病因如何持續失眠的理論模式(Edinger & Means, 2005; Harvey, 2002a; 

Morin & Espie, 1993; Yang et al., 2006)，這些病因間之影響路徑除顯示失眠的病理

現象之外，亦可能影響失眠的治療。本研究針對不同樣本驗證失眠持續病因間對

失眠嚴重度的影響模式，研究結果如圖 5-1，顯示兩樣本均部分支持過去失眠持

續病因的理論模式(Harvey, 2002a; Yang et al., 2006)，睡眠不適當認知可能會促使

個體做出對睡眠的不適當相關安全行為；睡眠的不適當相關安全行為亦會升高睡

前激發程度；睡前激發程度會增加失眠嚴重度。而且在慢性失眠者中，可發現顯

著的中介效果，即睡眠不適當信念及態度會透過睡眠不適當的相關安全行為中介

而升高睡前激發程度，支持 Yang 等人(2006)認為睡眠不適當信念及態度會增加

睡眠不適當的相關安全行為，進而影響睡前激發程度。同時，也發現對睡眠不適

當的相關安全行為會透過睡前身心激發中介而影響失眠嚴重度，支持

Harvey(2002a)認為睡眠不適當的相關安全行為會增加個體認知上的負擔，增加焦

慮與床的連結，反而更難入睡。但上述中介效果在正常睡眠者中卻沒有出現，這

支持 Harvey(2002a)的失眠認知模式認為睡眠不適當認知影響產生負向大量的認

知活動，這些認知活動促使個體做出安全因應行為，安全行為的使用不但沒有發

揮效果，反而增加睡前身心激發，而造成失眠惡化。並且上述病因中介交互影響

而持續失眠的現象可能只會在慢性失眠者身上發現，進一步支持這三個因素為失

眠的持續因子角色。 

    然而，本研究結果卻未支持使用較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會直接影響失眠嚴重

度；有較多睡眠不適當認知對會有較高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推測未符合假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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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在過去研究看到睡眠相關安全行為及失眠嚴重度、睡眠不適當認知及睡前

身心激發程度的相關性可能是源自於與中介因素的相關所共有，因此當進行模型

考驗時，原本的相關性會被中介因素所解釋。 

    綜合失眠持續驗證模式，顯示睡眠不適當認知會透由睡眠不適當的相關安全

行為此中介變項升高睡前身心激發程度，睡眠不適當的相關安全行為亦會透由睡

前身心激發程度此中介變項而影響失眠嚴重度。本研究支持三個因素是持續失眠

是重要的持續病因，且相較於過去研究只討論單一病因對失眠的影響，描述病因

間關係對於治療計畫的擬定可提供更具體的幫助。 

 

 

 

 

 

 

  

 
1. 失眠嚴重度 5. 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 

2. 睡前身心激發程度 6. 逃避 

3. 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7. 社會支持及情緒調節發洩 

4. 睡眠不適當認知 8. 信教 

圖 5-1. 慢性失眠者與正常睡眠者壓力因應風格影響失眠持續模式之對照圖 

 

第三節、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之影響 

    過去研究壓力因應風格與失眠的關係，於正常睡眠者身上，確實發現較高情

緒因應風格者，在遇到壓力時，睡眠效率會變低(Sadeh et al., 2004)，而比較好眠

者與慢性失眠者的差異，亦顯示慢性失眠者有較高的情緒因應風格(LeBlanc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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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Morin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於模式驗證時將壓力因應風格的變項

考慮進來，欲討論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歷程的影響為何，結果發現在不同樣

本群之中，不同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的影響效果是不同的。 

    如圖 5-1 所示，兩樣本的相同部份是對一般壓力使用愈多的逃避因應，其使

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就愈高，但對一般壓力使用愈多的逃避因應對於睡眠

不適當認知與睡眠相關安全行為之間的關係則沒有顯著影響。此一結果支持本研

究原來的假設，推測是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本質就是一個為了逃避不想要的後果

(失眠)而做出的因應行為(Harvey, 2002b)，因此若對於一般壓力採用較高的逃避

因應，有可能在面對失眠這一項壓力時，個體也會傾向用較多的逃避方式來處理

失眠，所以當對一般壓力逃避因應傾向愈高，就愈可能會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

來因應，間接的惡化失眠嚴重度。 

    另一方面，驗證模式結果顯示在正常睡眠者身上，若對一般壓力使用愈多的

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其使用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頻率就愈高，但對

一般壓力使用愈多的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對於睡眠不適當認知與睡

眠相關安全行為之間的關係則沒有顯著影響。過去研究認為較高情緒因應風格會

升高睡前認知激發(Morin et al., 2003)，而 Harvey(2002a)認為當個體有較多負向

的認知活動時，會採用較多安全行為來逃避不想要結果發生，因此有可能在本研

究中，較多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風格會因產生較多的睡前認知激發，

而讓個體做出較多的安全相關因應行為。但在慢性失眠者身上，則未看到社會支

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對失眠持續模式有任何影響力，會有此結果有可能是慢

性失眠者的樣本選取比起正常睡眠者還要少許多，所以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

洩因應的效果在慢性失眠者身上未能顯現。但因兩研究樣本人數均較少，故在考

慮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變項對失眠持續模式的影響需要更加小心。 

    最後，研究結果顯示當慢性失眠者有愈多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傾向，會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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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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愈多問題解

決、重釋與接受傾向，則會加劇不適當睡眠認知對睡眠相關行為之影響力。會出

現此結果的可能因素是也許在個體尚未有慢性失眠之時，較高問題解決、重釋與

接受傾向會使他們在碰觸睡眠這項壓力時，憑直覺努力的想去解決它，因此當睡

眠不適當認知愈高，就愈會做出不適當的睡安全因應行為。但在慢性失眠者身

上，也許有較高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傾向會使他們傾向去尋求方法解決或是較

勇於承認接受失眠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在這過程中有可能會因此而有機會接受到

較正確的治療訊息，而緩衝睡眠不適當認知對行為的影響力。 

    綜合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影響之討論，跨樣本較一致的結果顯示對

一般壓力愈採用逃避方式因應，其在因應失眠的不適當安全行為頻率就愈高，但

兩樣本在社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風格對睡眠安全行為影響結果則不一

致，兩者的結果需小心看待。而加入因應風格之調節效果來預測與失眠模式的關

係，亦發現對壓力如果傾向使用問題解決、重釋與接受因應，在不同樣本的結果

是不一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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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加入調節變項之後，其效果量前後之改變，藉此可瞭解調

節變項對預測變項之改變效果。從研究結果的兩個模式比較中，看到兩模式在睡

眠相關安全行為的複相關係數平方(SMC)明顯上升(慢性失眠者：.31 正常睡眠

者：.12)。根據 Rosenthal 及 Robin(1978, 1982)提出二項式大小效果展示(BESD)

對照表中，當效果量增加.31 時，對依變項的改善效果就增加 55%，（參考自社會

研究的後設分析程序，1999/1984)。由此推算，本研究將調節變項放入預測模式

中，對安全行為的改善效果達 55%。以臨床治療之應用來說，若提高個案使用社

會支持、情緒調節與發洩因應，就有可能會對降低睡眠不適當認知對睡眠相關安

全行為約 55%的影響效果。此外，於慢性失眠者樣本中，兩模式在失眠嚴重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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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相關係數平方(SMC)也上升.02，對照 BESD，若考慮壓力因應對失眠持續的效

果，對失眠嚴重度的改善效果為 14%，可能可以改善失眠嚴重度 14%的影響效

果。故就壓力因應對失眠持續歷程還是具有一定的影響力，如何改善求助者的逃

避傾向與觀察其他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的影響，可做為未來臨床實務工作者

欲預防失眠慢性化、與擬定治療失眠計畫之參考。 

 

第四節、研究貢獻 

    本研究以Spielman及Glovinsky(1991)提出之失眠三因子模式(3P-model)為架

構，討論慢性失眠者與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的心理病理特性，研究結果除了支

持過去研究對慢性失眠持續病因的理論，亦是首先較系統化的討論情境性失眠高

危險族群於失眠的心理病因特性，結果發現情境性失眠高危險族群在認知、睡眠

因應行為、激發程度的特性仍是較類似於好眠者，而對一般壓力傾向採逃避、情

緒調節、宣洩與社會支持之因應則為失眠的前置因子。因此對情境性失眠高危險

族群來說，應將預防重點置於對睡眠的衛生教育，其中不只是教導適當因應失眠

的行為，重要的是需包括增強對失眠處理的控制感、建立適當合理的藥物使用概

念、矯正對失眠後果的災難化想法，期待用此方式降低睡前身心激發程度，進而

達到預防失眠慢性化的目標。 

    另外，研究結果部份支持失眠持續理論模式，討論持續因子間如何互相影響

進而影響失眠，相較於過去研究只討論單一病因對失眠的影響，描述病因間關係

對於治療計畫的擬定可提供更具體的幫助。原先失眠認知行為治療對於失眠不適

當的認知改變就相當重視，本研究看到睡眠不適當認知會促使個體做出愈多睡眠

相關安全行為而升高睡前身心激發程度，所以影響失眠嚴重度，佐證了睡眠不適

當認知對於持續失眠的重要性。而且本研究以睡眠相關安全行為的概念測量睡眠

不適當干擾行為，結果顯示睡眠相關安全行為比起過去對於睡眠衛生行為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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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更能描述失眠者的睡眠干擾行為。建議未來臨床工作者於面對失眠者之治療

時，除基本的睡眠衛生教育之外，應多察覺、矯正對睡眠不適當認知與睡眠相關

安全行為，以達到降低睡前激發程度、改善失眠嚴重度之目標。 

    最後，本研究首先討論個體原有之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持續模式之影響，教

一致的結果是發現逃避因應可能會增加個體使用更多睡眠相關安全行為而惡化

失眠，建議未來的臨床實務工作者可在治療情境中更加注意求助者之因應壓力的

風格對失眠病程的影響。 

 

第五節、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有助於對失眠病因更進一步的瞭解，但仍有其方法上的限制。首

先，研究設計為橫斷法，於同一時間收集好眠者、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與慢性失

眠者於各變項之資料，嘗試透由比較三族群之差異，討論哪些病因屬於失眠的前

置因子，哪些又屬於持續因子。但是相關研究的設計仍難直接回答因果關係與失

眠病程於時間向度發展的影響，建議未來可透過縱貫式研究的設計，追蹤對壓力

具有較高情緒因應風格與逃避風格者於遭遇壓力是否更容易出現情境性失眠。另

外，也可透過追蹤個案睡眠情況的方式瞭解易出現情境性失眠者及慢性失眠者兩

族群之關聯性，瞭解情境性失眠者在沒有處遇的狀況下，是否有較高的危險性演

變為慢性失眠者。 

其次，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作為資料分析的統計方法，此分析方法雖然

可具體的討論變項間的關係，然而研究結果僅可以說明本研究的樣本資料與研究

模式相符，並且進一步提供未來探討相關議題的研究方向，因此無法完全證實變

項間的因果關係，然而若要確立因果關係，未來可透過不同的研究方式，例如透

過實際的應用本研究結果，以處遇的方式進行探討，透過不同的研究方式來重覆

驗證，經由多次不同研究結果的訊息，以提高因果關係的確定性。另外，本研究

因樣本數較少，因此對模型的驗證結果必須小心、保守的應用與推論，未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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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樣本數，利用不同樣本驗證壓力因應風格、失眠持續模式彼此間的路徑關

係，透過複核效化(cross validation)的方式，增加模型的穩定度。 

再來，對於睡眠不適當認知在不同特性族群的比較上，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

比起好眠者傾向對失眠的影響有較負向與災難化的預期、對失眠有更多的擔憂與

無助，但於統計考驗上則未達顯著，這可能與本研究人數較少有關係，建議未來

研究可針對情境性失眠高危險者之睡眠不適當信念是否為失眠之前置因子，做更

深入的討論。 

最後，本研究結果認為逃避因應可能為失眠者的前置因子之一，與過去探討

因應與失眠的研究中認為好眠者與慢性失眠者於逃避因應傾向沒有差異的結果

不一致，期待未來研究可透過實驗法或準實驗之研究設計，對逃避因應與失眠的

關係進行驗證。此外，本研究亦顯示不同壓力因應風格在影響失眠為何持續的效

果是不同，過去尚無有文獻對此關聯性進行討論，期待未來研究可透過不同的研

究方式，例如在研究中區分不同的因應策略，驗證壓力因應風格對失眠者因應睡

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