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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客運駕駛的身體質量指數、壓力與睡眠品質之探討
黃有慶

隋安莉*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醫務管理系

摘

要

本研究在探討長途大型客運駕駛的健康、工作狀況、壓力、睡眠品質與顧客關係的狀況，並分析身
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BMI])、壓力對睡眠品質與顧客關係是否有影響。研究對象為八十二位國道
大型客運駕駛，採用壓力知覺量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匹茲堡睡眠量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以及自編之顧客關係量表進行問卷調查。
受訪駕駛平均年齡為 41.33±8.42 歲，BMI 值為 26.08±4.03(過重佔 23.2％、肥胖佔 52.4.％)，罹患慢
性病的比率為 35.4％，最常見的是高血壓(11.0％)，其次為心臟疾病或高尿酸或痛風(均為 7.3％)。每週平
均工作 61.77±13.74 小時，約四成(40.2％)的駕駛在駕駛期間總是會喝提神飲料。
駕駛的 PSQI 得分為 5.31±3.27，睡眠品質不佳者佔 45.1％，每日睡眠時間不足 6 小時的佔 23.1％，
壓力偏高佔 52.4％，顧客關係不佳者佔 45.1%。
駕駛的壓力與睡眠品質（r=0.739，p<0.01）、顧客關係（r=0.611，p<0.01）相關。壓力高的駕駛不
僅睡眠品質較差( 7.26±2.75 vs3.23±2.38，p<0.001)，與顧客的關係也較差（9.05±5.72 vs 3.49±4.40，
p<0.001 )。壓力較小的駕駛有效睡眠時間較長、自估入睡時間較正確，且較易入睡，對睡眠滿意度較高
且白天較清醒。輪班工作的駕駛其壓力較高且顧客關係較差，但工時長短在壓力程度上無顯著差異。

整體而言，受訪的大型客運駕駛有肥胖現象，工時過長，壓力偏高，且 BMI 與壓力的高低會影響
睡眠品質與顧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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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前言

輸日益重要。在開放國道客運路線之經營權後，公路運

由於工商社會的發達，隨著生活步調加速，大眾運

輸的整體路網漸趨完整。由於同業的競爭日漸激烈，加

аϫᐂ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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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鐵在2007年通車後，對長途運輸市場造成衝擊也影

之壓力源。工作壓力的定義則是，凡因工作關係而引起

響其他運具的業務量，乘客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越來越

任何令人心神困擾、產生不愉快的感覺者。工作壓力乃

高。面對如此競爭環境，業者為求生存，必須設法追求

是職業上的不當壓迫或負擔，而嚴重影響了工作者本身

更高的服務品質(潘婉茹、吳信宏、謝俊逸，2007)。從

心理與生理狀況(曾中正、張清標，2008)。Cummings &

乘客的角度來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所考慮的除了便利

Cooper(1979)認為工作壓力是一些與工作有關的因素，

性、票價及舒適性之外，安全性與服務品質是最重要的

使得工作者產生一些不適之反應症狀，例如緊張、不

一環。例如，司機的駕駛技術、對乘客的親切度、是否

安、不滿情緒、焦慮、失眠、憂鬱、與低自尊等現象。

主動提供援助、是否能滿足乘客各種的要求，是否樂於

工作者在工作時面臨著職業上的種種需求，當這些工作

溝通等等，都會左右乘客對業者的觀感，進而影響其忠

需求與工作者之認知評價間有了差距，就會導致較強的

誠度。長途汽車客運業，在此環境之下，必須致力於滿

壓力感受。情緒，工作認知、感覺、態度和行為都可能

足社會大眾的服務需求，積極提昇服務品質及載客率方

因此改變，進而造成個人的逃避行為，如離職、或提早

能提昇經營績效並創造利潤。

退休等。這些變化不僅影響個人，對於團體和社會之發

但是業者較難控制的是運輸中的安全性及服務品

展亦帶來負面衝擊，所以如何減少員工的「工作壓力」

質，因為直接影響的關鍵人物是駕駛。雖然乘客單次接

就成為各行各業著重的焦點(陸洛、陳豔菁、許嘉和、

受服務時間通常多於其他服務業，但由於工作的特性，

李季樺、吳紅巒、施建彬，1995)。

駕駛與乘客直接互動的頻率卻很低。因此在短暫的上下
車或運輸途中，乘客只要有一次接觸駕駛時產生特殊感
受，服務態度不佳或是服務態度良好，就可能因此產生
深刻的印象。
此外為了提升載客率與增加班次密度，司機駕駛輪
班工作已成為不可避免的情況。輪班工作影響最大的就
是睡眠，伴隨而來的是心理與工作壓力的產生。經常性
夜間工作的駕駛較容易產生精神不振、甚至打瞌睡，如
此不僅會導致工作效率及服務品質降低，發生事故之機
率也大大增加。
運輸業的運輸安全與乘客的生命財產有重大的密
切關係，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駕駛本身因直接操控運
輸器並面對乘客提供服務，更是扮演著交通安全與建立
良好形象重要的角色。若駕駛能有優良的駕駛技術、提
供安全親切的服務，並與乘客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將
大大提升乘客的滿意度。

二、顧客關係
ARC遠擎管理問公司(2001)指出，所謂顧客關係管
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是企業為
了贏取新顧客、鞏固保有既有顧客，以及增進顧客利潤
貢獻度，而不斷的透過溝通方式，了解並且影響顧客行
為的方法。透過良好的顧客關係管理系統，企業可以建
立起長久的雙向關係。Kannan & Raghav (2001)認為
CRM與互動式行銷(Interactive Marketing)的目的是透過
明確的客戶組合(customer portfolio)為公司創造利潤，並
提出應注意的4C：客戶的需求與慾望(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針對客戶所花的成本(the cost to the
customer)、方便性(convenience)及溝通
(communication)。因此，有效落實CRM策略的方式就是
了解顧客行為、與顧客溝通進而影響顧客行為。對於運
輸服務業而言，尤其應該了解顧客的需求與不滿並及時
溝通改進，才能達到吸引顧客、維繫顧客雙重目標的新

貳、文獻回顧

策略。

一、壓力

三、睡眠品質

最早在1956年，由Selye提出「壓力」一詞，給予較
明確的定義：「壓力是身體為滿足需要所產生的一種非
特定性生理反應」，並將壓力界定為「對任何需求所產
生的一種非預期反應」(Selye, 1956)。換言之，當需求
和反應之間存在不平衡時，亦即需求無法被滿足，就會
產生不良的後果而出現壓力(Mcgrath, 1970)。
工作壓力(Job stress)主要探討的重點是與工作相關

充足的睡眠包含了質與量的雙重要求，睡眠的品質
要比睡眠時間更為重要，精神壓力和煩惱會導致睡眠混
亂而影響到睡眠品質(Krenek, 2006)。例如情緒低落和憂
慮相互作用的慢性頭痛就是壓力和心理問題所造成的
(吳學燕，1995)。因此不論我們所需的睡眠「量」有多
少，維持睡眠良好的「質」永遠是一件重要的議題。

黃有慶 隋安莉

外在的影響如超時工作、輪班工作或精神壓力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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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臻優質。

會影響到正常的睡眠週期而導致睡眠障礙。長期睡眠不

台灣以往調查曾發現，一般運輸業駕駛中有長時間

足產生的症狀最常見的有白天感到疲倦、想睡，其他症

失眠現象的佔11.7%。35.9%的駕駛最近一年有焦慮或憂

狀包括：脾氣暴躁、缺乏動機、注意力不集中、記憶減

鬱的情形(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2007)。最近有

弱與人際衝突增加(徐嘉駿，2006)。以此觀之，若司機

關國內長途駕駛的研究顯示，輪班工作會增加動脈粥狀

駕駛之睡眠不足，很有可能增加肇事率及影響與乘客互

硬化的危險(Chen, Shiu, LI, Tung, Chan, Yeh, Chen,

動關係。

Wong，2010)。但是由於勞委會調查的時間久遠，且對

根據以往運輸行業相關研究發現，長途飛行駕駛的

象包含了所有的運輸器駕駛，而最近的研究則限於心血

疲勞影響因子前三大分別為居家睡眠、機艙睡眠以及飛

管變化而非睡眠問題，顯示國內針對大型客運駕駛睡眠

行途中的小睡(顏進儒、何立己、盧華安、許瓊今、孫

品質的研究非常少。因此本研究將以國道客運駕駛為對

慧君、陳信豪、黃瑞明、林豐福、喻世祥，2004)。尤

象，調查他們的健康狀況、壓力程度與睡眠品質，並探

其是在勤務前的睡眠時間對勤務有顯著影響(Dawson

討是否會影響顧客關係。

and McCulloch, 2005)。當個人清醒時間逐漸延長時，反
應力與警覺性亦隨之降低(Belyavin & Spencer, 2005)。

叁、材料及方法

分析國外飛航事故的研究中發現，出勤務的時間對於人

一、研究目的

為事故的影響性極大(Goode , 2003)。因此駕駛是否有良

(一)調查國道客運駕駛的生理、健康與工作資訊，如

好的睡眠品質對於大眾運輸的公共安全影響甚鉅。
四、長途客運駕駛工作與相關研究
駕駛是一件需要保持高度警覺的工作，因此特別容
易會有疲勞、嗜睡的現象。單調的駕駛環境與枯燥的長
途駕駛也常被視為駕駛容易駕車打瞌睡的原因之一
(Sallinen, Harma, Akila, Holm, Luukkonen, Mikola,
Muller, Virkkala, 2004)。醫學數據證實，在經過一小時
單調且重複的連續駕駛行為，不論意識是否察覺，人體
會開始產生生理疲勞的現象(Hostens & Ramon, 2005)。
在國外針對長距離駕駛的調查中發現，有29%承認在前
幾 年 開 車 時 有 感 到 接 近 入 睡 的 情 形 (Horne et al.,
1995)。除了駕駛工作單調性，影響駕駛肇事機率的因
素中，駕駛環境如天氣、道路狀況、惡劣的車外駕駛環
境與駕駛疲勞均有影響力，故制定夜間駕駛時數相關限

BMI、疾病史，工作時數、工作狀態與工作習慣。
(二)調查國道客運駕駛之壓力程度、睡眠品質及與乘客
互動關係情況。
(三)國道客運駕駛之壓力大小是否與顧客關係相關？是
否與睡眠品質相關？
(四)睡眠品質的七項因素是否會因不同壓力或生理狀況
而有差異？
二、研究問卷
問卷設計其內容分為四個構面：1. 匹茲堡睡眠品質
量表(PSQI) (Buysse, Reynolds, Monk, Berman, Kupfer,,
1989)、2. 壓力知覺量表(PSS) (Cohen et al., 1983)、3. 乘
客互動關係：參考文獻(葉雅菁，2002)改編而成，與 4.
基本資料。詳述如下：
(一) 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PSQI）

制，也應該考量夜間駕駛並非所有的條件都比日間駕駛

PSQI量表是測量睡眠品質常用的自我評估量表，具

環 境 還 差 (Dingus, Neale, Klauer, Petersen, Carroll,

有良好的信度(Buysse, Reynolds, Monk, Berman, Kupfer,

2006)。

1989)。問卷總計有18個問題，經組合特定題目形成七

睡眠的重要性近年來已漸受到重視，經調查發現某

大構面，分別為：1.有效的睡眠時間，2.入睡的容易度，

些特定族群，如警察(Sui, Chen, Wang, Huang, Lin, Hsu,

3.睡眠時主觀的困擾程度，4.自行估算的入睡時間，5.

2008；黃鈞洳、王慈華、林佩蓉、許育禎、陳青浩、隋

對睡眠主觀的滿意度，6.白天的清醒度，以及7.借助藥

安莉，2008)、年輕學生(黄有慶、吳侖瑾、陳青浩、隋

物入睡的程度。每個構面分數為0~3分，七構面共計0~21

安莉，2009)、醫療人員(胡蓮珍，曹慈翠，宋玟錡，詹

分。分數愈高代表睡眠品質愈差，一般總分≦5分時界

晴卉，王奕凌，2011)以及空服人員(林作慶，2006) 等，

定為睡眠品質優良。

雖在年齡、工作上存有差異，但相似的是，其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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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壓力知覺量表（PSS）
壓 力 知 覺 量 表 (Perceived Stress Scale ， PSS) 為

(二) 共同方法變異檢測：當單一受試者填答問卷中的所
有變數或衡量時，可能會存在共同方法變異

Cohen，Kamarck，及Mermelstein (1983)所編製，一共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的潛在性問題

有14個題目，以五點量表測量個體在過去一個月中，對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Podsakoff et al.,

生活壓力的主觀感受程度。分數越高表示生活壓力越

2003)。雖然事後的統計檢測結果良好並不代表無

高。PSS得分本身無一定之切分點，僅能在同一受測群

共同方法變異，不過謹慎處理與檢測將可大大減少

體間比較高低。

偏誤的發生率(Conway and Lance, 2010)。在事先預

(三) 顧客關係－與乘客互動情形
此構面根據CRM的4C中：需求、方便性及溝通三
項為基礎並參考相關文獻(葉雅菁，2002)所設計。依駕
駛自我評估方式填寫，共包括十題。以李克特五點量表
測量駕駛員的技術、服務態度、與乘客互動溝通情形，
分別給予0~4分，分數愈高代表與乘客互動關係愈差，
本研究以平均數6分為切點，得分6以下為顧客關係較
佳，超過6分者為顧客關係較差。

防上，本研究採用受訪資訊隱匿、題項意義隱匿，
例如：在睡眠品質量表中許多題目未顯示題意，謹
詢問單一時間，再經事後複雜計算來顯示品質的高
低。而顧客關係與壓力兩量表中亦各設有正、反向
題項(正、反向題比率：顧客關係為 60%：40%；
壓力指標為36%：64%)穿插設計，避免產生CMV。
此外，本研究亦採用Harman單因素分析來進行共
同方法變異的事後檢驗(Podsakoff & Organ,
1986)。將問卷中第一部份至第三部份各構面(睡眠

(四) 基本資料
此部分主要調查身高、體重、年齡、婚姻狀況、疾
病史、教育程度、工作情形與輪班狀況。
疾病史詢問是否罹患各種慢性病，如高血壓、糖尿
病、高血脂、心臟疾病與高尿酸及痛風等疾病。

品質、壓力指標與顧客關係)的題項進行未轉軸因
素分析。結果顯示43個題項萃取出11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為73.54%。其中因素
一的解釋變異量為28.37%，顯示所蒐集單一受試
者的認知資料並無嚴重的共同方法變異問題。

工作情形為詢問駕駛時是否會喝提神飲料、是否有
空檔停車休息與在空檔時是否會小睡補眠。輪班狀況則
是詢問一週工作時數以及夜晚輪班的次數。

(三) 敘述性統計：對受測者的基本資訊、背景變項進行
敘述性統計分析，說明個人資料、健康資訊的分佈
狀況，並以個數、百分比來描述。

三、研究對象與調查方式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三家國道客運公司駕駛員為
母群體，調查地點在台南市兵工廠客運駕駛等班次之停

(四) 相關檢定：採用皮爾森相關檢定對壓力、睡眠品質
與顧客關係之間之相關分析。

車場，調查方式採現場個人訪談及問卷調查收集資料。

(五) K平均數集群分析：利用集群分析將不同變項如壓

由於駕駛員填寫之意願普遍不高，最後回收之問卷為87

力、BMI等進行分類，產生二組集群後，進行其他

份。其中若任一構面漏答題數達五分之一者，即視為無

變項如年齡、工作時數、顧客關係等的比較分析。

效問卷。由於本研究之問卷發放有調查員協助解說並注
意填寫狀況，故多數問卷皆填寫完整，無效問卷僅有5
份，有效問卷為82份。

(六) 獨立樣本 t 檢定：將駕駛依集群分析分為二組，
採用ｔ檢定來檢測年齡、工作時數、顧客關係得分
之間是否存在差異。

四、統計方法
問卷回收後，將資料加以整理編號，並使用統計軟

(七) 無母數分析：檢測不同組別在睡眠品質總分、睡眠
品質七項因素得分之間是否存在差異。

體SPSS12.0版進行分析。本研究使用的統計方法有：
(一) 信度檢定：問卷各構面的內部一致性之檢定，以
Cronbach’s α值做為指標，大於0.7時屬高信度範
圍。

肆、結果
一、問卷信度
本研究針對國道客運駕駛員共回收問卷87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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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問卷後，得有效樣本82份(回收率94％)。問卷內容

糖尿病1.2％(1人)。患有2種以上的疾病或狀況者為6％

包含睡眠品質、壓力知覺量表、顧客關係、基本資料四

(5人) (表二)。

大構面。
睡眠品質量表是常用的自我評估量表，具有良好的
信度與再測信度(Buysse et al., 1989)，總計有18個問
題，其中有五個問屬於填答題。將睡眠品質量表中選項
題的13個題目與壓力知覺與顧客關係量表經分析後，
Cronbach’s α值各為0.71、0.85及0.89，屬高信度範圍(表
一)。

三、工作狀況與睡眠時間
受測駕駛員平均一週工作61.77±13.74小時，有72％
需要夜晚輪班。每天睡眠時間7小時以上的佔47.6％，
不足6小時的佔23.1％。在駕駛期間若有空檔時候會小
睡補眠的司機駕駛佔92.5％。另外，在工作駕駛期間有
88.8％之司機駕駛會飲用提神飲料，其中有40.2％在駕
駛期間總是會喝提神飲料(表三)。

表一、問卷構面信度
構面名稱

題數

Cronbach’s α

睡眠品質

13

0.71

壓力知覺量表

14

0.85

顧客關係

10

0.89

表三、工作狀況與睡眠時間 有效％ (n)
空檔補眠
7.3 ( 6)

從不

二、 基本資料與健康狀況
駕駛平均年齡為41.33±8.42歲，以41-50歲為最多
(39.0％)；其次為31-40歲(30.5％)；51-60歲(15.9％)，最

每天睡眠時間
7 小時以上 47.6 (39)
6~7 小時 29.3 (24)

偶爾會

43.9 (36)

經常會

29.3 (24)

5~6 小時

20.7 (17)

總是會

18.3 (15)

不足 5 小時

2.4 ( 2)

提神飲料

夜晚輪班*

從不喝

12.2 (10)

需要

72.0 (59)

無

26.8 (22)

偶爾會喝

30.5 (25)

少為30歲以下(14.6％)。平均BMI為26.08±4.03，駕駛員

經常會喝

17.1 (14)

每週工作時數

BMI正常者僅佔22％，23.2％過重，高達52.4％有肥胖

總是會喝

40.2 (33)

61.8±13.7 小時

表二、駕駛員基本資訊
基本資訊

*有一遺漏值。
有效％ (n)

年齡

身體疾病或狀況

≦30
14.6 (12)
31~40 30.5 (25)
41~50 39.0 (32)
51~60 15.9 (13)
身體質量指數(BMI)

高血壓
心臟疾病
高血脂
高尿酸或痛風
膽固醇過高
糖尿病
2 種以上
均無
教育程度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過輕
正常
過重
肥胖
婚姻
未婚
已婚
其他

2.4( 2)
22.0(18)
23.2(19)
52.4(43)
31.7 (26)
57.3 (47)
11.0 ( 9)

四、壓力程度、睡眠品質及與乘客互動關係情況
問卷中壓力大小、睡眠品質及與乘客互動關係各
11.0 (9)
7.3(6)
3.7(3)
3.7(3)
2.4(2)
1.2(1)
6.0(5)
64.6(53)
2.4 ( 2)
17.1 (14)
56.1 (46)
11.0 ( 9)
13.4 (11)

現象。教育程度最多為高中職(56.1％)，最少為小學以
下(2.4％)。已婚為57.3％；未婚31.7％；11％為其他(寡、
分居、離婚…)。
駕駛的健康狀況統計顯示，無任何慢性疾病者佔
64.6％。有罹患的慢性疾病依比率由高至低依序為：高
血壓11.0％(9人)、心臟疾病7.3％(6人)、高尿酸或痛風
3.7％(3人)、高血脂3.7％(3人)、膽固醇過高2.4％(2人)、

構面的得分均與實際狀況成反比。壓力知覺量表(PSS)
得分越低，代表壓力程度越小。
受訪駕駛的PSS平均分數為22.30±10.53，若以平均
分數22分為切點，壓力程度較大的駕駛佔52.4％。
駕駛員睡眠品質平均得分為5.34±3.27，依照良好睡
眠的界定(PSOI≦5)，有45.1％的駕駛睡眠品質較一般正
常睡眠品質差。
顧客關係構面得分越低，代表與乘客間互動關係越
好。受訪駕駛此項的平均分數為6.40±5.82，與乘客互動
關係較差的佔45.1%，很巧的是，顧客關係分組的比率
恰與睡眠品質分組的比率相同 (表四)。
表四、各構面相關狀況分析
壓力大小

睡眠品質

顧客關係

最小~最大
平均±SD

4~44
22.30±10.53

0~12
5.34±3.27

0~19
6.40±5.82

分組界定

22 分

5分

6分

47.6 (39)
52.4%(43)

54.9 (45)
45.1 (37)

54.9 (45)
45.1 (37)

不同構面

% 輕或佳
(n) 重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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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客運駕駛的身體質量指數、壓力與睡眠品質之探討
因素7 0.01±0.11
0.00~1.00 0.00 0.03 0.294
五、壓力、顧客關係與睡眠品質間的關係
總分 5.34±3.27
0.00~12.00 7.26 3.23 0.000***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發現，駕駛的壓力程度、睡眠品
a
Mann-Whitney U
**p<0.01，***p<0.001
質、顧客關係三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表五)。因三構
#
註： 集群 1-高壓力、高 BMI；集群 2-低壓力、低 BMI
表五、壓力、睡眠品質與顧客關係相關分析
因素 1-有效睡眠時間；因素 2-入睡容易度；
因素 3-睡眠困擾；因素 4-自估入睡時間；
Pearson相關 壓力 睡眠品質 顧客關係
因素 5-睡眠滿意度；因素 6-白天清醒程度；
壓力
1
.739***
.611***
因素 7-借助藥物入睡程度。
睡眠品質
1
.479***
低 BMI、壓力較小的駕駛在「有效的睡眠時間」
顧客關係
1
(p<0.01)、
「自行估算入睡時間」 (p<0.001)要比高 BMI、
***p<0.001

面分數與實際狀況反向，此結果代表當駕駛的壓力越

壓力大的駕駛好，且較易入睡(p<0.001)，對於睡眠的主

大，睡眠品質愈差，顧客關係管理能力也越差。

觀滿意度也比較高(p<0.001)。
值得注意的是，壓力較小的駕駛在「白天清醒程度」

六、七項睡眠因素與壓力、BMI的分析
為了方便比較，通常會根據各變項將樣本進行分

顯著高於壓力較大之組別(p<0.001)。至於「睡眠困擾程

組。由於睡眠品質的優劣常以PSQI得分5分為切點，較

度」及「借助藥物入睡程度」
，不同 BMI 與壓力程度的

利於分組。但是壓力得分(PSS)並無一定的區分點，僅

駕駛之間則無顯著差異。

能在抽樣群體之內相互比較。為了避免人為分組偏差，

七、壓力、BMI與顧客關係

乃以集群方式，將所有樣本根據多個不同變項，指定分

利用獨立樣本ｔ檢定分析二組間在年齡、一週工作

成兩組，再比較二集群的其他變項之間是否亦有差異。

時數與顧客關係上的差異。結果顯示，集群1的駕駛其
睡眠品質與顧客關係平均得分較高，亦即集群1的睡眠

根據受訪駕駛個人生理與精神二項特徵，以K-平均
數集群法進行分組，生理特徵為BMI、精神特徵為壓力
大小。區分後得到兩組：高BMI與高壓力有43名駕駛、

品質與顧客關係均顯著較差。但是二集群間並未有年齡
與每週工作時數上的差異(表八)。
表八 不同BMI/壓力之駕駛的各項差異分析

低BMI與低壓力有39名，二集群中心點如表六所示。
表六、集群分析
集群 1
項目
(n=43)

睡眠品質
集群 2
(n=39)

壓力

30.98

12.74

249.68

.000***

BMI

26.96

25.11

4.51

.037*

集群分類後可得高 BMI 與壓力組 (以下稱為集群
1)與低 BMI 與壓力組(以下稱為集群 2)。
睡眠品質是由七種因素構成，利用無母數詳細分析
後發現，不同壓力程度的駕駛在睡眠品質中的五種因素
間有顯著差異(表七)。

集群平均值
1#
2#

P值

0.005

0.38

0.000

***

1.05

0.90

0.100

0.00~3.00

1.09

0.44

0.001***

0.00~2.00

1.21

0.41

0.000***

0.00~5.00

0.93

0.28

0.000***

0.00~3.00
0.00~5.00

1.28

因素3 0.98±0.41
因素4 0.78±0.86

0.00~2.00

因素5 0.83±0.70
因素6 0.88±0.70

1.70

3.23± 2.38

7.05 (.000***)

因此具有高壓力與BMI的駕駛不但睡眠品質較
差，與顧客的關係也較差。
八、輪班與工時的影響
進一步探討輪班對駕駛的睡眠品質、壓力程度、年
齡、BMI、一週工作時數與顧客關係上的影響，結果顯

高，亦即壓力較大，且與顧客關係顯著較差(表九)。但
a

**

因素1 1.27±1.41
因素2 1.32±1.43

7.26±2.75

示，需輪班的駕駛(n=59)其壓力與顧客關係平均得分較

表七、不同集群與睡眠品質細項分析
PSQI

t (P 值)

***p<0.001

*p<0.05，***p<0.001

整 體(n=82)
平均±SD 最小~最大

集群 2 (39)

顧客關係 9.05±8.74
3.49± 4.13 4.96 (.000***)
年齡
42.58±6.42 39.95±10.10 1.39 (.169)
一週工時 64.37±10.39 58.90±16.35 1.79 (.078)

P值

F

集群 1 (43)

0.79

是輪班與否在年齡、BMI與每週工作時數上並未有差
異。輪班對睡眠品質的影響已接近有差異。
表九 輪班對駕駛的各項影響分析
t (P 值)

需輪班(59)

不需輪班(22)

睡眠品質

5.74±2.75

4.36 ± 2.38

-1.987 (.052)

顧客關係

7.13±6.01

4.23±4.81

-2.25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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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10.97

17.36±7.73

-1.444 (.003**)

為事故的影響性極大(Goode, 2003)。對於從事長途行駛

一週工時 61.01±11.56

63.09±18.57

.490 (.628)

大眾運輸工具的駕駛而言，如此的健康與生理狀況，是

壓力

年齡

40.78±7.73

42.73±10.26

.919 (.361)

駕駛本身、客運公司業者及民眾三方都應多加注意的。

BMI

26.04±3.74

26.25±4.89

.213(.832)

將駕駛之壓力狀況與睡眠品質及乘客互動關係等

*p<0.05，**p<0.01
將受訪駕駛的工作時數分成高低兩個集群(每週平

變數做進一步分析時，發現駕駛壓力的大小與整體睡眠
品質及乘客互動關係均具有顯著關連性。壓力小的駕駛

均67.30小時與43.42小時)，比較兩組間年齡、BMI、睡

在睡眠品質上顯著要比壓力大者為佳(3.23±2.378 vs

眠品質、壓力與顧客關係，發現均無顯著差異。

7.26±2.752，p<0.001)，與乘客的互動關係也比較好
(3.49±4.400 vs 9.05±5.719，p<0.001)。但是不同壓力程

伍、討論

度的駕駛在年齡及一週工作時數間並無顯著差異，因此
益發凸顯壓力的影響角色。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工作上，

目前國內外對於駕駛疲勞等級或程度與駕駛資格

會造成壓力增加的影響之一是輪班。需輪班的駕駛具有

並無完善的客觀指標來界定。在相關政策擬定上，也無

較高的壓力，但是並非工時過長的影響，因為輪班與否

明確一致的準則。這部分仍有較大空間的爭議，再加上

的駕駛在工時上並無差異。

許多研究證實，睡眠障礙與症狀，如嗜睡及睡眠呼吸中

若再進一 步以壓力與 睡眠相關狀 況更詳細之分

止症，再加上輪班工作，都會影響駕駛安全並增加車禍

析，和壓力高的駕駛相較，壓力較低的駕駛其「有效睡

的危險，也形成道路安全防治工作上的一大漏洞，因此

眠時間」
、
「入睡的時間」顯著較長，也較容易入睡。不

仍有待更多的研究及調查支持駕駛相關理論及政策準

僅如此，壓力低的駕駛對睡眠的滿意度較高而且白天清

則的擬定和實務執行。

醒程度也較高。由此看來，壓力的程度不僅牽涉個人的

本研究的樣本共計 82 名國道客運駕駛，年齡介於

生理狀況及健康資訊，對於關係著公共安全的大眾運輸

25 歲至 59 歲，半數以上的學歷是高中職、已婚。經調

系統－客運駕駛而言，更會影響工作時的安全性，此部

查後發現，駕駛之身體健康狀況需要多加注意，以 BMI

分更是不容忽視。

值為例，所有的駕駛司機僅有 22％位於正常值，高達

國外的研究中，多數都支持睡眠時數減少會伴隨體

一半(52.4％)的駕駛司機具有肥胖的現象，另外慢性疾

重增加(Vorana, Winn, Babineau, Eng, Fledman, Ware,

病患罹患率達 35.4％，其中以高血壓為多(11％)。

2005；Patel, Malhotra, White, Gottlieb, Hu, 2006)。近來

在精神層次上亦頗有隱憂，壓力較大的駕駛佔一半

在台灣亦有相似的發現，不論男性或女性，睡眠時數小

以上(52.4％)，入睡時間超過七小時的僅有47.6％，受訪

於6小時者有較高的身體質量指數(姜明凱、楊宜青、吳

駕駛的睡眠品質得分(5.34±3.27)也顯著高於正常睡眠

晉祥、孫子傑、張尹凡、盧豐華、張智仁，2008)。本

品質標準(PSQI≦5)，也就是駕駛的睡眠品質較差。

研究中有23%的駕駛每天的睡眠時間少於6小時，或許

本調查發現，工作有空檔時，九成(92.5％)的駕駛

可成為BMI過高的部份原因。另外，睡眠減少也會造成

會利用小睡來補眠；但是也有近九成(88.8％)的駕駛在

血液中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與血壓的升高，肥胖者不

工作時會喝料提神飲料。若常常飲用如可樂、咖啡或茶

僅會影響睡眠時呼吸問題，並且罹患阻塞性睡眠呼吸中

的提神飲料，會激化自律神經導致不易入睡，甚至過度

止症盛行率可達25％(Keenan, Ferguson, Chan-Yeung,

延長入睡的時間而造成失眠，使得睡眠品質更形惡化。

1998；Valencia-Flores, Orea, Castano, 2000)。受訪的駕

受訪駕駛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時數高達61.77±13.74

駛可能是因平日的壓力導致睡眠品質降低，若經常如此

小時，其中需要輪班之駕駛有七成(72％)，如此長時數、

時，易導致胖肥並增加心血管疾病。而肥胖易造成睡眠

加上輪班的工作負荷情況下，壓力自然大增，也影響了

時出現呼吸中止，而嚴重影響睡眠品質，因此也有可能

睡眠品質。國外研究發現，當個人清醒時間逐漸延長

連帶產生較嚴重的嗜睡狀況。

時，反應力與警覺性亦隨之降低(Belyavin et al., 2004)。

透過駕駛模擬測試血液酒精度與睡眠剝奪的相對

分析國外飛航事故的研究中發現，出勤務的時間對於人

關係發現，睡眠剝奪組的駕駛員在經過21小時的持續清

- 584 -

長途客運駕駛的身體質量指數、壓力與睡眠品質之探討

醒後，在車輛行駛軌跡穩定與車速變動程度方面的表現
與血液酒精濃度達到0.08%的駕駛員相近(Arnedt, Wilde,
Munt, Maclean, 2001）
，因此長時間睡眠品質低下的駕駛

駛在駕駛期間總是會喝提神飲料。
3. 國道客運駕駛之壓力大小與顧客關係相關，壓力高的
駕駛不僅其BMI較高，顧客關係也較差。

就如同酒醉駕駛一般危險。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四成受

4. 國道客運駕駛之壓力大小與睡眠品質相關，壓力高的

訪的駕駛在工作時總是需要飲用提神飲料，顯示精神不

駕駛其睡眠品質較差，包括「有效睡眠時間」較短、

濟的可能。

「自估入睡時間」較不正確，不易入睡，對於睡眠滿

工作壓力是日積月累所造成的，當員工無法處理來
自工作環境或過度的工作要求就會產生(Nia, 2001)。本
研究中的台南市受訪駕駛其工作時數偏高，其中半數以
上壓力甚大，其壓力程度對睡眠品質、BMI值及與乘客

意度較低。更值得注意的是，白日比較嗜睡。
5. 工作需輪班的駕駛其壓力較大，顧客關係亦較差。

柒、建議

互動關係是具有影響力的，為了避免疲勞駕駛，充足而

1.客運業者應重視司機健康問題，提供定期身體健康狀

品質良好的睡眠是最基本要求。長途駕駛，駕車每100

況檢查，並適度提供衛教以提升睡眠品質及改善

哩(160公里)或每2個小時需有一段休息時間(吳香錡

BMI。駕駛本身亦應注意自己的健康與睡眠狀況。

等，2008)。因此，道路交通安全的提升，不僅有賴駕

2.客運業者在工時與班次安排上，應考慮適度的長度、

駛員的良好職業道德，也與規範制度息息相關。若是駕

頻率與夜班輪值方式，以期降低駕駛的壓力、增進駕

駛因平日累積的壓力導致睡眠不足、白日嗜睡，容易造

駛員睡眠的質與量。因為當睡眠質、量不足，會直接

成嚴重的公共危險，不僅攸關大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也

影響駕駛的清醒程度與反應能力，更因駕駛本身就需

造成社會成本的耗損，值得有關單位、業者、駕駛本人

時刻保持高度警覺，所以更可能導致嗜睡情形及疲勞

與每位消費者的注意。

狀況而造成危險駕駛。

此外，研究指出白天執勤相較於下午與夜間值勤之

3.駕駛本身應將自我形象與乘客反應與感受當作工作

風險比為1：18.3：30.4 (Folkard, David , Lombardi, Philip,

一部分，提高顧客滿意度、增進顧客關係，相信自我

Tucker, 2005)，因此針對下午或晚間出勤的駕駛應更加

為運輸業成功的關鍵人物。

注意。
總之，對於從事長途駕駛大眾運輸工具的駕駛來
說，壓力導致睡眠品質、顧客關係低下。睡眠障礙所衍
生的問題，不僅僅是影響個人的健康，更是牽涉交通及
乘客的安全性與公司營收。為了提昇交通運輸安全及公
司營收，仍有賴駕駛自我警覺及業者減少駕駛工作負
荷、降低壓力以減少睡眠困擾、提供教育正確睡眠習
慣、以幫助改善睡眠品質。如此亦能提升顧客關係、增
加顧客滿意度，從而穩定客源、提高營收。

陸、結論

捌、研究限制
1. 由於受訪駕駛的填寫意願甚低，因此問卷數量受到
限制。
2. 本研究限於經費與人力，無法普及其他地區，因此
研究結果僅限於台南市的大型客運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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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condition, working hours and habit, stress, sleep quality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of long-distance bus drivers, and evaluated if stress and BMI were related with sleep quality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The sample was drawn from 82 long distance bus drivers in southern Taiwan, and a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 with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and revised customer
relationship scale were used.
The average age of drivers was 41.33±8.42, BMI was 26.08±4.03(overweight was 23.2％、obese was52.4％), 35.4
％ of drivers had chronic diseases, in which high blood pressure was the most popular (11.0％), next is heart disease or
gout (both were 7.3％). The average working hour per week was 61.77±13.74. About 40.2％ of drivers would drink
specific beverage(caffeinated or energy drinks) to reinvigorate physical vigor.
Results showed the average PSQI was 5.31±3.27, 45.1％ drivers had low sleep quality and 23.1％ had sleeping
hours less than 6 hours per day.

52.4％ had high stress and 45.1% had poor customer relationship.

The sleep quality（r=0.739，p<0.01）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r=0.611，p<0.01）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stress. The higher stress, the lower sleep quality ( 7.26±2.75 vs3.23±2.38，p<0.001) and the more worse customer
relationship（9.05±5.72 vs 3.49±4.40，p<0.001 ).

Drivers with less stress had longer effective sleeping time, shorter

sleep latency, higher satisfaction for sleep quality, and were more arousal during daytime. Shift work drivers had higher
stress and worse customer relationship. However, those who had longer working hours showed no such differences.
In summary, the long-distance bus drivers were overweight, had long working hours and higher stress. BMI and
stress of the bus drivers affects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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