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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年人的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依據研究目的與研

究問題，本章分四節加以呈現：第一節為中年的定義；第二節為生活事

件；第三節為中年危機；第四節為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之關係。 

 

第一節  中年的定義 

何謂中年？每個人的看法都不相同，有些人會以到了某個年齡認

定，也有人喜歡從外觀或是生理改變來判斷，更有人是以家庭發展的轉

變來區別。因此，本節將分別說明年齡時間表、生理、家庭發展等三個

觀點如何定義中年。 

壹、年齡時間表(chronological)觀點 

以年齡時間表定義人類發展的每一階段是最簡單的方式，至於幾歲

才稱作是中年，我們分別從心理學家的觀點及實證研究結果，進而瞭解

如何以年齡時間表定義中年。 

在發展心理學中，若以年齡區分每一階段，例如學齡兒童是指 6 至

12 歲，青少年是指 12 至 18 歲左右，絕大部份的學者都認同這樣的論述，

但是有關中年人的年齡範圍卻沒有統一或是精確的描述，舉例來說，Jung

認為中年是始於 35 或 40 歲，但他並沒有說明幾歲結束；Havighurst 則將

45 至 57 歲定為中年期；Neugarten 認為中年是指為 35 至 55 歲間；Levinson

定義中年是 40 至 60 歲；Gould 認定的中年期是 43 至 50 歲之間(黃富順，

1989；Schlossberg, 1986)。 

在婚姻與家庭百科全書中，Gonyea(1995)發現：在美國社會中，通常

將 40 歲視為關鍵時期，因為到了 40 幾歲時，個體會感覺到精力的衰退，

而多數的文獻也提到，中年是發生在 40 至 49 歲之間，到了 50 多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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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面臨逐漸累積的心理狀態改變、生活問題、角色轉換，使得個體自

覺自己步入中年。一般在步入 40 歲時，不論自己是否認同，身旁的人總

會認定他已是中年人，到了 50 幾歲，透過愈來愈多的訊息，才意識到自

己漸漸老化，對很多人來說，50 歲代表著人生已走過一半，所以 50 歲生

日是老化的基準點。 

國外研究中，Lachman、Lewkowicz、Marcus 與 Peng(1994)有關中年

發展印象的研究中，中老年期的受訪者認為中年開始的平均年齡是 40

歲，結束的平均年齡是 60 歲；至於國內研究，李良哲(1998)有關成年人

對中老年生活發展印象之探討研究中，發現國內成年人知覺人生中年期

開始的年齡，多數人認為是 40 歲，其次是 45 歲、35 歲。而中年期結束

的年齡，多數人認為是 60 歲，接著是 65 歲、50 歲、55 歲。 

貳、生理觀點 

我們常常以第二性徵的出現來判斷孩子是否進入青春期，那麼進入

中年期，又有那些明顯的生理變化，可作為認定中年的標準？以下將分

別說明有關中年人在外觀、身體組成、感官能力、性及更年期的各種變

化。 

一、外觀、身體組成及感官變化 

人類自出生以來，即開始老化，只不過中年期的老化特徵特別明顯，

至於有那些變化，依照普遍認知的程度，分述如下：(周念縈譯，2004；

胡月娟譯，1991；張慧芝譯，2002；黃慧真譯，1996；Haimowitz, 2000)： 

(一)外觀 

中年之後，皮膚變得薄弱、失去彈性、色澤，便會起皺紋，頭髮顏

色、厚度、質地也會發生變化，而頭髮顏色變灰或變白通常是代表實際

年齡演變的明顯身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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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組成 

大約到 30 歲時，肌肉開始停止發育、萎縮，會降低力氣、靈敏度及

耐力；在中年期，脂肪所占的體重百分比亦明顯增加，男女性皆然，只

不過有關肥胖問題，在女性身上較常見；另外，老化過程中，骨骼變得

較不柔軟且易脆，而且骨頭密度開始減少，中年以後常聽見的病症「骨

質疏鬆症(osteoporosis)」，就是指骨質變簿且骨內微小結構惡化的疾病。 

(三)感官能力 

如視覺上，因眼球體會逐漸地變得較無彈性，轉換焦點的能力也會

減弱，會開始出現老花眼症狀，至於聽覺，雖然與遺傳、生活習慣、工

作環境有關，但是隨著老化會對高頻率的聲音如說話聲的聽覺能力下

降，此外，味覺與嗅覺的敏感度也會降低。 

二、性及更年期 

除了從上述的老化象徵可辨識自己是否為中年人外，生育及性能力

也是參考指標之一，Grambs(1989)發現女性因為有月經、分娩、停經等生

理轉變，所以比起男性有明顯的生理分界點。中年女性停經是一種生物

現象，游庶鑫(2005)從事更年期婦女的相關研究中發現，中年女性最基本

的變化就是生殖力的衰退，由於卵巢功能的退化，月經開始不規則，直

到無月經來潮，這段過程就是所謂的停經期，而停經期有時會產生一些

症狀，即更年期症狀。至於中年女性常出現的更年期症狀，在生理方面，

如熱潮紅、發汗、心悸、骨質疏鬆等；心理方面，感覺憂鬱、沮喪、失

眠、性慾減低、心情起伏不定，缺乏自信。 

雖然男性沒有停經的經驗，還能繼續保有生育能力直到晚年，但在

中年期會出現如精子、高潮次數減少，無法勃起等現象，因此學者也開

始意識到男性進入中年後的轉變如男性更年期(male climacteric)，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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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1989)認為男性更年期為男性生理、心理、人際有所變化的一段時期，

促使他們重新定義、評價自己的成就、目標、生活現況，他們可能會經

歷到沮喪、疲倦、易怒、慾力降低、無法專心、性無能等。 

參、家庭發展觀點 

家庭就如同生命，會經歷開始、茁壯、結束等過程，多數中年人家

庭發展的共同特徵，可從家戶結構與家庭角色觀察之。 

一、家戶結構 

Duvall 與 Hill 於 1948 年在國際家庭生活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Family Life)中提出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的概念，其中最後子

女離家進入空巢階段，到退休或配偶之一死亡的這段期間，為中年父母

階段(周麗端，2000)。 

同樣地，Gallagher(1993)認為只要提到中年人家庭角色的經驗時，總

會連想到二個場景，就是母親淚眼汪汪的，對著最後離家的孩子揮手再

見，接著家庭進入空巢期。所以伴隨著孩子漸漸成熟長大，接著離家獨

立生活時，家庭結構就隨之改變，如家戶人口變少，而 Schlossberg(1986)

也發現只要談到中年女性，大家就聯想到她們的孩子不是青少年就是年

輕人且已經離家。另外，此階段的家庭發展除了家戶人口減少之外，也

可能因為子女結婚而擴展親屬網絡，例如女婿、媳婦甚至是孫子女進入

家庭，反而使得家戶人口增加。 

二、家庭角色 

若以家庭角色來看，Troll(1989)定義中年為：有年輕成年子女或年老

父母的人。中年人多半以為子女即將成年，總算能減緩教養責任，稍微

喘口氣休息一下，只是同時間他們卻發現父母漸漸老邁，更有些中年人

因為晚婚、延遲生育，就得同時照顧年幼子女與老年父母，所以中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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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具有獨特的情境，他們擁有為人父母與子女的雙重角色，也就

被稱為「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此時他們除了要教養年幼子

女，協助年輕子女成為成熟明理的成人外，還要幫忙老年父母適應未來

生活，特別是中年女性可能同時兼負妻子、女兒、媳婦角色，通常被賦

予主要照顧者的責任。因此中年人有時也被形容為「受擠壓的

(squeezed)」，他們不僅得為自己的生活打拚，還要同時兼顧老的、少的以

及自己的配偶，辛苦程度不足為外人道。 

肆、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年齡、生理變化、家庭發展階段定義中年。

雖然中年之後的各種生理老化，釋放出個體邁入中年的訊息，只不過每

個人的老化速度並不相同，究竟要以那些生理變化定義中年，並沒有明

確的標準。至於家庭發展部份，理論上，家庭進入空巢期與父母進入中

年是同時存在的，實際上，現今社會並沒有一致的標準，有些人在 20 歲

左右就結婚，卻也有人選擇晚婚、延遲生育，使得中年人的家庭生命週

期階段更多元化。 

有鑑於此，本研究採年齡時間表定義中年。雖然幾歲才被稱作是中

年，並沒有一致的答案，但從文獻中得知，40 幾歲被視為關鍵點，而 50

歲以後通常就認定自己為中年人，而國內《老人福利法》中，將老人法

定年齡訂定為 65 歲以上，因此本研究將年齡在 40 歲至 64 歲，稱之為中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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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事件 
本節旨在瞭解生活事件，分別從生活事件研究的起源、不同領域的

研究焦點、生活事件的定義、生活事件的測量及影響生活事件的背景因

素加以分析。 

壹、生活事件研究的起源 

生活事件的研究基礎可追溯至美國生理學家 Cannon 在 1929 年時觀

察實驗室內的動物實驗，提出個體面對刺激時身體會產生反應的論點，

他將這種反應稱為「戰與逃(fight or flight)」，之後 Cannon 應用臨床的病

理案例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創傷性的事件會造成生理上的反應，如果這

樣的威脅狀態沒有排除就會產生疾病(Thoits, 1983)。 

到了 1930 年代，精神病學家 Adolf Meyer 採納和修改了這個觀點，

提出生命圖表(life chart)的概念，建議將生命圖表視為診斷工具，記錄患

者個人生活中重大的歷史和醫療事件，因為生活事件可能是失調的重要

病理因素，甚至是極為普通的正常生活事件，都具備誘發疾病的因素，

所以 Meyer 相信利用生命圖表，將有助於瞭解誘發各種身體疾病的根本

原因，至於這些生活事件，包括了生活環境改變、入學、畢業、換工作、

家庭成員出生、家庭成員死亡等事件(鄭維瑄、楊康臨、黃郁婷譯，2004; 

Dohrenwend & Dohrendwend, 1973; Sarason, Sarason & Johnson, 1985)。 

同樣地，Selye 也在 1930 年代針對 Cannon「戰與逃」的觀點，開始

有關壓力(stress)的實驗研究與理論著作，而且在 1956 年時提出：處於各

種有害壓力源如冷、熱、X 光、痛、強迫性運動之下，會引起生理反應的

綜合症狀的觀點，並將這些綜合症狀稱為一般適應症候群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而 Meyer 與 Selye 的論點，推動了後期學者

對於個體遇到刺激時身體、心理反應的研究，因此，到了 1950 年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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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有大量的文獻證明，生活壓力(也就是生活事件、長期的困擾或是生

活中不間斷的困擾)與各種身心疾病有關(Thoits, 1983)。 

貳、不同領域的研究焦點 

綜觀生活事件研究的起源，最早是以生理、醫學為主，關注生活事

件對於身心疾病的影響，其後，心理學、社會學也開始將生活事件納入

研究的範圍。因此，將分別從生理學與醫學、發展心理學、社會學切入，

探討生活事件在不同領域的研究焦點。 

一、生理與醫學領域 

如同前述，生理學、醫學領域的學者意圖探討壓力與身心疾病的關

係，進而引起大家對於「生活事件」的研究興趣。一般來說，壓力的概

念定義包含下列三種：(1)壓力是一種生活情境的變動，此觀點側重於討

論社會與物理環境變化給個人的影響；(2)壓力是指對情境的整體性反

應；(3)壓力是個人能力迎合環境要求的某種關係式，強調個人與環境的

互動(王秀枝、吳英璋，1987)。 

其中，第一種觀點將壓力視為一種「刺激(stimulus)」，至於什麼樣的

環境事件被認為是壓力刺激，或者是「壓力源(stressors)」呢？Lazarus 與

Cohen 在 1977 年時歸納出三類：(1)重大改變事件，此事件通常是大變動

而且影響許多人，對每個人都會造成壓力且無人可控制，如天然災害；(2)

重大改變事件，但此事件雖只影響一個人或是少數人，但超過個人所能

控制的最大限度，如所愛的人死亡、被解雇；(3)日常瑣事，這些小事件

會引起不愉快和使人苦惱，如與配偶爭吵，雖然日常瑣事不像離婚、死

亡這類重大事件如此的引人注目，但是對於適應與健康仍有重大的影響

(引自 Lazarus & Folkman, 1984 : 12)。簡言之，從事壓力或疾病的研究，

乃將生活事件視為壓力源，研究焦點在於生活事件與身心疾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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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心理學領域 

在發展心理學中，Levinson 等學者在 1978 年提出生命結構的觀點，

所謂生命結構是一系列的穩定期與轉換期，在穩定期的主要任務是藉由

選擇與努力達成目標進而建立生命結構，而轉換期的主要任務是終止現

存的生命結構，經由重新評估過去的選擇和目標，進而開始新的生命結

構，並且朝向新的生命結構，由於生命結構是一系列的穩定期與轉換期，

所以在不同的生命週期階段，生活事件將有不同的重要性(引自 Deutsch, 

1994)。雖然，大部份生活事件的研究都是建立在身心失調、壓力與疾病

的假設上，然而，在發展心理學的觀點，生活事件在生命中的每一階段

都扮演著不同的角色，而且生活事件的發生頻率、本質、意義與衝擊，

會隨著不同的生命階段而變化(Murrell, Norris & Grote, 1988)。所以學者們

企圖探究心理發展與生活事件的關係，他們關注的焦點是生活事件如何

成為個人發展轉變的觸發器(trigger)，以及生活事件發生在不同的年齡、

階段，會造成什麼樣不同的結果。簡言之，發展心理學的焦點在於生活

事件與心理發展、個人福祉、心理健康的關係，而且認為生活事件有正

向和負向的影響(George, 1986)。 

三、社會學領域 

至於社會學領域中，社會學者應用心理學中生命全程的觀點，提出

生命歷程理論(life course theory)，關注個人生活中各種不同的事件及事件

發生的時機(Aldous, 1990)，強調人類發展中的轉變與持續，不同的轉變

時機對心理福祉造成的影響，以及年齡、世代、社會事件對個人行為的

影響(Rawson, McFadden & Jenson, 1996)。而在生命歷程理論的主要概念

中，轉換(transitions)即指生活事件的發生使得狀態或是個體的變化，如角

色轉換、開始或停止某項行動、經歷或結束某個特殊的狀態，進而促使

行為的改變，而早期的轉變會影響整個生命歷程的軌跡(Elder, 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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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noe, 2003; Macmillan & Copher, 2005)。另一主要概念則為轉捩點

(turning point)，Clausen 在 1993 年時提到所謂的轉捩點是指一段時間或是

某個時間點，個人在自我的觀點、重要關係、生活中重要角色如工作、

婚姻上，經歷一場重要的轉變，而且轉捩點意味著是一種根本的改變，

包括了個人生活的意義、目標、方向都會有所轉變，而不管是重大生活

事件、長期困擾、生活中預期的改變、不嚴重的生活事件，或是對過去

生活經驗的領悟、重新評價等，都會產生轉捩點，而這些轉捩點可能是

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引自 Wethington, Copper & Holmes, 1997, p.215)。 

因此 Elder、Johnson 與 Crosnoe(2003)統整出生命歷程理論五個核心

原則，分別為生命全程發展的原則、行動的原則、時間和空間的原則、

時機的原則、生活的連結的原則。也就是說，人類發展和老化是終身的

歷程，成人一樣也會經歷生理、心理、社會的基本改變，晚年的生活適

應和成熟與早年的生命歷程的發展是有關連的。而且個人的生命歷程是

個人過去生命經驗的歷史時間和空間形塑而成。此外，相同事件或經驗

對個人會有不同的影響，視其生命歷程發生的時間而定，而且事件的意

義在不同生活階段會有所不同。 

生命歷程理論應用於家庭領域研究中，Burr、Day 及 Bahr(1993)指出，

早期研究者引用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觀點，此觀點隱含著可預期的模

式、必經過程的意義，但是家庭會受到非預期事件影響，因此生命歷程

的觀點取代了生命週期的觀點。生命歷程的觀點認為發展就好比是高速

公路上有很多交流道，每一個交流道就是一個轉變，並走向不同的路線，

而早期的轉變會影響終身的軌跡(trajectory)。換言之，生命歷程理論的焦

點放在生命經驗與生活際遇的改變歷程，並且將個人生活與廣泛的社會

變遷相連結，並且研究轉換與軌跡，它強調時間、脈絡、歷程在人類發

展與家庭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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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生活事件的定義 
從生活事件研究的起源可知，Cannon 建立生活事件的研究基礎，而

Meyer 的貢獻則是建構生活事件研究工具的雛形，但是最具影響性的，則

是 1967 年時，Holmes 與 Rahe 根據 Meyer 的生命圖表及本身的臨床經驗，

設計了「社會再適應量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用以

測量個人生活中所經歷因生活事件所帶來生活中改變而造成適應上的壓

力(陳皎眉，1989；鄭維瑄、楊康臨、黃郁婷譯，2004)，Holmes 與

Masuda(1974)將 SRRS 中的測量項目，也就是生活事件明確定義為：「會

使得個體平時的生活模式需要顯著改變的事件」(46)，而張苙雲、吳英璋

與胡海國(1985)認為 SRRS 的重點是置於「改變」上，生活事件之所以會

有壓力性的，主要是因為生活事件給個人的生活帶來了改變，使得個人

必須面對及努力去適應不熟悉的生活情境。 

但是 Turner 與 Wheaton(1995)認為，將生活事件定義為會使得個體平

時生活模式需要顯著改變，明顯地將一般生活情況中較輕微的生活事件

排除在外。的確，當我們談起生活事件時，通常會聯想到重大的生活事

件，如離婚、喪偶、喪親等，但是 Zautra、Guarnaccia 與 Dohrenwend(1986)

回顧相關文獻時發現，早期研究者假設這些重大生活事件與身心困擾有

關，只不過實際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假設與理論是有差距的，這些重大生

活事件會導致情緒困擾，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不可預期性與不可控制

性，反倒是探究較輕微的生活事件更能解釋生活事件與身心疾病的關

係。而 Almeida 與 Horn(2004)認為，雖然研究生活事件是了解成人發展的

關鍵，但是除了重大生活事件之外，一些較不嚴重的生活事件，雖然嚴

重性較小，但是對個人仍有重大意義，仍然需要被當作是個人顯著的事

件，並且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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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除了有關重大生活事件的研究之外，在 1980 年代早期，Lazarus

與同事開始研究較小但是頻率較高的生活事件，稱為「不嚴重的生活事

件(minor life events)」或是「日常生活瑣事(daily hassles)」，並且提出一個

假設，就是每日與生活環境產生負向的互動，會比主要的生活事件更危

害身體健康，由於這種互動是緩慢進行的，會顯著的傷害個體的健康，

因此日常生活困擾被認為是一種迫近的壓力(潘正德譯，1995；Weber, 

2003)。而 Kanner、Coyne、Schaefer 與 Lazarus(1981)的研究結果顯示，這

些生活瑣事雖然不會像重大生活事件對個體生活造成戲劇化的衝擊，但

是當它們漸漸累積或是觸碰到個體的弱點時，也會對個體造成重大的影

響。 

綜合以上有關生活事件之研究，其研究主題可分為二個方向，一是

會使得平時生活模式需要顯著改變的重大生活事件，如結婚、離婚、喪

偶等。另一則是每天生活中時常會發生的困擾、衝突，但是衝擊較小的

生活事件，如夫妻之間的衝突。本研究綜合前述各學者對於生活事件的

定義，將「生活事件」界定為：發生於個人生活中的事件，其中會使得

個體平時的生活模式需要顯著改變的事件，稱為重大生活事件，相反地，

無需顯著改變的事件，則稱為輕微生活事件。 

肆、生活事件的測量 
Holmes 與 Rahe 的 SRRS 是生活事件量表中最具代表性的，此為最早

及最被廣泛使用的量表，量表中列舉了 43 項生活事件如結婚、退休，每

一事件均有一個量化分數，稱為「生活改變值(life change unit)」，也就是

面對此事件需要調適的程度，並由受試者從 SRRS 中圈選最近發生的事

件，而生活改變值的總和，代表著個人在此時期生活中所面臨的壓力程

度(Weber, 2003)，SRRS 中的生活事件則包括了家庭、個人、工作、財務

等各方面，如喪偶、離婚、家人亡故、子女離家、個人受傷或生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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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凡的成就、與姻親不合、與上司不合、經濟(金錢方面)地位改變等生

活事件(藍采風，2003)。 

自從 SRRS 量表出版之後，使得以量表評價生活事件成為最便利的方

式，引起不少有關生活事件的研究，但是後期研究者對於 SRRS 的假設與

計分方式提出質疑，茲將研究者們所提出的意見，分述如下： 

一、適合研究對象的生活事件項目 

現今許多生活事件量表，都是以 SRRS 為原型發展而成的，但是

Tausig(1982)認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量表能夠包含所有的生活

事件，而 Turner 與 Wheaton(1995)發現在這些量表中，雖然研究者們都盡

可能的包括各種生活事件，其實最重要的是在設計量表時要考量研究對

象是一般大眾或是特別的群體，應該依不同的研究對象選擇和設計合適

的生活事件項目，確認所呈現的生活事件是否具有代表性，如 Johnson 與

McCutcheon 在 1980 年時針對青少年設計的「生活事件檢核表(life events 

checklist)」，Sarason、Johnson 與 Siegel 在 1978 年針對成人及學生設計的

「生活經驗調查(life experiences survey)」。總結來說，如同 Weber(2003)

的建議，研究者在設計量表時，應該考慮到不同的社會文化群體，會有

不同的生活事件，所以除了包含一般的生活事件外，還要針對特殊的群

體列舉出具有代表性的生活事件。 

二、具體、明確的生活事件項目 

Cohen(1988)指出在 SRRS 有一項嚴重的問題，就是一些生活事件的

措辭含糊不清，即使是現在的量表也容易出現同樣的問題，也就是量表

所呈現的生活事件項目並非分離不連續的事件，反而是一種歷程，如婚

姻有問題等，而且已有研究發現，若是將這些非分離的生活事件與身心

狀況進行研究，雖然可獲得兩者具有相關性的研究結果，實際上是長期

慢性壓力所造成的。張苙雲、吳英璋與胡海國(1985)也認為 SRRS 量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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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批評有混淆因果的情形，就是因為量表中包含的生活事件很可能是

因生理或心理疾病之影響，所帶來之結果，而不是如預期的影響生理或

心理健康的原因，像睡眠、飲食習慣、性生活等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

這些被認為可能直接會受到生理及心理困擾的生活事件應該排除，可使

生活事件的發生有獨立性，不至於產生連鎖效應。 

三、主觀的評價、客觀的計數 

在計分方法上，Sarason、Johnson 與 Siegel(1978)認為 SRRS 以之前

測量結果，給予每一項生活事件固定分數，卻忽略了個人對生活事件的

主觀感受上的個別差異。舉例來說，以 SRRS 進行研究時，每一事件都有

一個固定的分數，如喪偶是 100 分、離婚是 73 分，主要是為了顯示每一

事件所帶來的改變或是潛在的嚴重性，也就是說選擇同一生活事件者，

其分數就相同，但是同一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影響是因人而異。而Yamamoto

與 Kinney(1976)研究影響懷孕女性心理因素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個人對於

相同事件的主觀感受差異甚大，所以由受試者自我評價生活事件帶來的

影響程度，遠比都採用同一分數，更具有意義。 

所以 Tausig(1982)回顧相關文獻時，總結研究者們對於 SRRS 計分方

法的評論是：雖然自我主觀評價會有統計上不可靠的問題，因為受試者

可能會自我辯護(self-justification)，但是與受試者自我主觀評價相比，固

定的生活改變值是較無意義的，雖然從事件的生活改變值可以幫助我們

瞭解一般大眾遭遇此事件時的一般感受，而主觀的評價因為貼近受試者

的真實感受，更能瞭解經歷生活事件後的身心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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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現今的生活事件量表，可發現除了考量受試者的主觀評價，並

將生活事件帶來的影響程度做加總外，許多量表也會計算生活事件的發

生次數，再加總生活事件發生次數，並且已有文獻證實，若此生活事件

是不受歡迎的，則不管是發生次數或是影響程度，同樣都能預測身心問

題(Cohen, 1988)。 

四、生活事件項目的分類 

Holmes 與 Rahe(1967)主張不管是正向或是負向的事件，任何的改變

都與個人身心狀況有關，因此 SRRS 的計分方法是將所有生活改變值進行

加總。但是 Cohen(1988)認為，即使現在一些量表不像 SRRS 是由研究者

給予每一事件固定的分數，而是由受試者主觀評價生活事件帶來的影

響，將所有影響程度做加總，仍是不適當的計分方法，這樣無法真正瞭

解受試者對於發生的生活事件是喜好的(desirable)，還是不受歡迎的

(undesirable)，因此建議應該將生活事件依照喜歡的、不受歡迎的進行分

類，而不受歡迎的事件如何評定？可由研究者依循文化或社會期望，或

是以受試者主觀認定加以分類。。 

同樣地，Thoits(1983)也認為以所有生活事件影響程度的總和來解釋

心理困擾情況並不是真實的，過去的實證結果顯示，會造成心理困擾主

要還是不受歡迎的事件，以加總方式無法真實反應出不受歡迎事件的衝

擊性。此外，雖然有些研究指出單獨研究不受歡迎事件的次數及影響程

度時，並無法解釋生活事件與身心狀況的關係，事實上，這樣的結論忽

略了人們對於事件嚴重性的直覺感受，而且在統計上，生活事件數與生

活事件影響程度具有高相關，重大生活事件發生的次數通常又比較少，

也就沒有充足的資料支持，因此 Thoits 建議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將事

件分成重大事件(major events)與不嚴重事件(minor events)，分別研究二者

與心理狀況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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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總括來說，生活事件的研究者乃根據其研究對象、研究目的，透過

文獻的探討，並且參酌上述意見，以 SRRS 為基本架構進行編修，發展新

的測量工具，其中較為常見的量表如 Sarason、Johnson 與 Siegel(1978)的

「生活經驗調查(life experiences survey)」、張苙雲、吳英璋、胡海國(1985)

的「生活壓力量表」、陸洛(1996)的「生活事件量表」，茲將以上測量工具

的測量重點、測量尺度、計分方法等資料整理於表 2-2-1。 

表 2-2-1  生活事件量表 
工具名稱 來源(年代) 測量重點 測量尺度 計分方法 

Life 
Experiences 
Survey(LES) 

Sarason, 
Johnson & 
Siegel 
(1978) 

1.過去一年內是否

發生。 
2.受試者主觀評價

事件的正、負向及

事件帶來的影響

程度。 

影響程度：7 點量

表(-3 至+3) 
-3 代表負向的且

影響非常大 
+3 代表正向的且

影響非常大 

1.正向改變值：加

總受試者認為正

向的影響。 
2.負向改變值：加

總受試者認為負

向的影響。 
3.總改變值：加總

正向改變值與負

向改變值。 
生活壓力量

表 
張苙雲、吳

英璋、胡海

國(1985) 

1.過去生活中是否

經歷，當時情形如

何。 
2.何時發生。 
3.發生時的情緒反

應。 
4.是否願意事件發

生。 

1.情緒反應：5 點

量表 
2.願意程度：5 點

量表 

1.所經歷的生活事

件數。 
2.將研究對象分為

實 驗 組 與 控 制

組，並比較兩組受

試者對各項生活

事 件 的 情 緒 反

應、願意程度的差

異情形。 
生活事件量

表 
陸洛(1996) 1.事件是否發生。

2.受試者主觀評價

事件是正向或負

向。 
3.受試者主觀評價

此事件所帶來的

「壓力」或「快樂」

程度 

「壓力」或是「快

樂」：4 點量表 
1.計算正向事件

數。 
2.計算負向事件

數。 
3.計算正向事件感

受評價。 
4.計算負向事件感

受評價。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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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影響生活事件的背景因素 
本段落將分析個人背景因素(性別、年齡)對生活事件發生次數、生活

事件影響程度的影響。 

 

一、性別 

張苙雲、吳英璋與胡海國(1985)有關生活壓力的研究中，以比較不同

性別受訪者在半年、一年和兩年內經歷生活事件數的多寡，結果顯示男

性經歷的生活事件數較女性多，研究者認為此因素可能牽涉到男女的生

活圈的問題，生活圈的範圍廣則經歷生活事件的可能性較高。 

若是依各類生活事件來看，陸洛(1996)有關中國人幸福感之研究中發

現，男性在正向生活事件發生次數及正向生活事件影響程度皆高於女

性；相反地，女性在負向生活事件發生次數及負向生活事件影響程度則

都高於男性。 

二、年齡 

張苙雲、吳英璋與胡海國(1985)認為與生命週期裡的發展期與穩定

期，甚至衰落期有關，在生命已經發展至相當穩定的模式，經歷生活事

件的機會亦可能相對的降低。但是邱泰源、吳英璋、陳慶餘與謝維銓(1992)

以台北縣金山鄉民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各年齡層的生活事件數有顯著

差異，而且年齡層較高者經歷的生活事件較多，其中以 51-65 歲的平均次

數最高。而 Deutsch(1994)發現相較於老一輩，年輕成人陳述較多生活事

件，而且大都為正向的，老人多半為負向的；比起老一輩世代，年輕世

代經歷離婚較多；而老一輩世代從職場退出的事件是高於年經世代。國

內的研究結果，林佳瑩與蔡毓智(2003)利用內政部「91 年台灣地區國民生

活狀調查」進行次級資料分析，發現親人死亡或重大事故、疾病等生活



 26

事件在 40 歲以後的世代較為常見，再就正向生活事件與負向生活事件相

較，中高年齡人口發生負向生活事件如失業、財務損失或親人死亡等的

比例則高於年輕人口。而陸洛(1996)的研究結果顯示，年齡與正向生活事

件的影響程度為負相關，也就是說年齡愈大，正向生活事件的影響程度

愈小。 

綜合上述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如：性別、年齡，均會影響生活事件

發生次數、生活事件影響程度，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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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年危機 

本節主要在瞭解中年危機，將分別從中年危機的概念源起、定義與

實證研究結果，以及個人背景因素對中年危機的影響加以探討。 

壹、中年危機的概念起源 
由於平均壽命延長，老年人口逐漸增加，過去我們都以為成年期是

穩定階段，事實上進入成年期後，個體內外在所產生的各種變化，影響

著心理發展，而中年期時更能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成熟與老化，因此，中

年危機的概念孕育而生，並成為是眾所皆知的名詞。 

中年危機的概念可追溯至瑞士心理分析學家 Jung，他將生命全程以

太陽日出、正午、日落比喻生命每一階段，而 40 歲就是正午時期(noon of 

life)，雖然以太陽運行形容生命階段，正午時期就代表太陽開始落下，但

是他卻不將生命的第二半部份(the second half of life)視為衰退的階段，反

而認為是個人成長與轉變的機會；從 Jung 的觀點來談，中年期開始注重

自己的內在，尋找自我與生命的意義，這樣的轉變是為了將來終將死亡

作準備(郭祥益，1996；Fronczak, 2005; Smolak, 1993)。 

中年危機的出現，是心理分析學家 Jaques 於 1965 年發表「Death and 

the Mid-Life Crisis」文獻中創造出來的，他針對作曲家、作家、藝術家進

行研究，在這群年齡大約在 35 歲左右的男性樣本中，他發現當這些創作

者進入中年後，作品主題和風格會有顯著改變，從積極地向前衝到悲痛

與達觀的，中年期會有如此的轉變，主要是領悟到自己的成熟，以及個

體對時間的知覺，從「已經活多久(time since birth)」的想法轉而成為「還

有多久可活(time left to live)」，所以對成熟做出反抗，最後唯有接受自己

的成熟，在晚年的心靈上才能得到一種平靜的心境，而這一連串所遭遇

的危機，都反映在他們的工作上，而且在此心理分析模式下，中年時因

為心理騷動引起危機是必然的(Kruger, 1994; Shek, 1996; Stein, 200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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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Jaques 認為成年前期結束後，人生課題大部份也完成了，多數人已成

家立業，接受自己的成功果實，且免於每日育兒責任的滋味。已獨立於

父母之外，父母此時可能轉求他們的意見和幫助。他們正處於人生全盛

期，但同時也意識到未來時日有限，不可能實現年輕時的各種夢想，或

是在他們實現了夢想時，卻沒有自己原先盼望的滿足感(黃慧真譯，1996)。 

貳、中年危機的定義 
所謂的「危機」是指一個人對於現在生活感到不知所措或是不滿意

時，而變得疏離和困惑的一段時間(Stein, 2003)，所以 Wethington(2000)

以為中年危機是因為領悟老化與身體機能退化、或是擔心變成不受歡

迎，而引起個體內在的騷動、突然地改變目標和生活方式。同樣地，

Oles(1999)也認為中年危機，就像是「本身危機(identity crisis)」，是適用

於發展上而不是病理學上的現象，因此它所顯示的是一個人對生活觀點

的改變，而不是一些特別的臨床現象如焦慮。在概念上，它確實是種危

機，因為在轉變的期間，以及內在和外在的連續變化歷程，會造成內在

的騷動和外在的沮喪。換句話說，中年危機與重新評價過去和不滿意的

現在有關，也提供新的機會去追求夢想和形塑個人的努力結果。 

Hermans 與 Oles(1999)描述男性中年危機是一段重新評價的歷程，而

且是一段強烈與個人難熬的轉變時期，所以中年危機具有下列特徵：(1)

成人前期的調適已無作用；(2)時間認知的改變，從「已經活多久」到「還

有多久可活」，也就是強烈感受自我的成熟，回顧過去和現在的得失，重

新評價個人目標；(3)重新解釋自己的未來，強調對下半生的規畫。 

此外，Levinson、Havighurst 等心理學者在其成人發展理論中，也曾

提及一個與中年相關的名詞，即中年轉變(midlife transition)，他們認為中

年轉變是介於成年早期與中年期之間的發展階段，此時會對自己的生活

重新評估，通常會發現年輕時的夢想無法達成而產生妥協，所以必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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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及改變生活架構，產生更合乎實際的看法(黃富順，1989；Levinson, 1986; 

Smolak, 1993)。所以，Hermans 與 Hermans-Jansen(1995)認為中年轉變可

被想像為重新修定個人生命意義的一段時期，但是沒有任何嚴重苦惱的

徵象，而中年危機則意味著隨著個體強烈的變動，使得個體生命系統混

亂。換句話說，中年轉變是人們步入中年階段時，面臨逐漸身體老化及

時間有限，進而引起生活各種轉變的時期，在此階段中因為各種轉變，

而造成心裡不安、沮喪等負面感受，也就形成中年危機。 

綜合上述及相關文獻，本研究將「中年危機」定義為，因為領悟老化

與身體機能退化，及感受時間流逝，而對現在的生活感到不滿意，且擔

心未來的生活。 

 

參、中年危機的實證研究 

雖然報章媒體經常提及中年危機，但是中年危機是否真得存在，還

是只是迷思，以及中年危機的內涵為何，研究者各有不同的見解，因此，

本段落將從實證研究瞭解有關中年危機存在與否，以及中年危機的內涵， 

一、中年危機存在與否 

在 Erikson 的心理社會期(psychosocial stages)理論，中年期人們歷經

第七個危機-親代性與停滯(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所謂親代性是指成

熟成人對養成與引導下一代的關切，在預見自己生命的逐漸微弱後，人

們感覺到使生命持續下去的需要，親代性一般是透過教養子女來達成，

也可在社區服務或是生涯選擇上提攜後進，即使是新的創意和生產也可

被廣義的稱為親代性。如果此種需要未能滿足，人們會變得停滯、消極、

死氣沈沈(黃慧真譯，1996；Smolak, 1993)。而 Jaques 認為中年人有感於

自己的成熟及時間有限，還可能面對父母、朋友或是手足的死亡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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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他們重新評價生活，因此必然會產生中年危機(Aldwin & Levenson, 

2001)。 

雖然，Cooper 在 1977 年針對 30 至 60 歲男性進行研究，其中只有

2%顯示有危機感存在(引自 Chirboga, 1989)。McCrae 和 Costa(1984)的研

究結果也顯示，只有 2%的受訪者自述有中年危機。但是，Levinson 曾經

訪談 100 位男性，其中 80%的受訪者表示有危機感，因此他認為大約在

40 歲時人們必定會經歷中年危機(引自 Shek, 1996)。近期的研究中，

Wethington(2000)電話訪問 724 位美國民眾，其中有 26%的受訪者承認有

中年危機。反觀國內研究，邵敬一(1997)發現中年危機確實存在於許多國

軍志願役軍官中，而翁萃芝(1997)的研究也發現大部份中年人存在中度中

年危機。 

二、中年危機的內涵 

綜觀中年危機的文獻，研究者根據不同的研究旨趣，探討形成中年危

機的因素與概念，使得中年危機的內涵相當廣泛。 Farrell 與

Rosenberg(1981)發現從婚姻、子女、工作、個人內在等問題，可得知個體

中年危機的強烈程度。而 McCrae 和 Costa(1984)則以無意義的感覺、對工

作和家庭不滿意、內在的騷動與困惑、對於生理機能衰退與老化的感覺

等概念，瞭解男性是否有中年危機。 

Shek(1996)參考西方研究文獻後，統整出中年危機的概念，包含有擔

心未來、無法享受休閒時間、感覺健康惡化、對親子關係的負面評價、

對婚姻關係的負面評價、對工作生活的負面評價、存在的困惑像是對生

命意義的困惑，沒有時間去完成，沒有達到成就、因為照顧年老父母而

感到壓力，研究者並將上述概念分成與自己相關的中年問題、與其他人

相關的中年問題、擔憂老化等三個面向。此外，Oles(1999)以波蘭男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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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認為中年危機的概念包含了家庭、朋友的關係，工作、休閒、

健康、死亡、時間流逝等問題。 

國內有關中年危機研究中，張春興(1991)認為產生的因素有更年期使

然、空巢症候群的影響與事業不如理想。邵敬一(1997)發現影響國軍志願

役軍官中年危機感有身體健康狀況因素、家庭因素、自我內心的困惑及

對未來的不安定感因素四個概念。翁萃芝(1997)將形成中年危機的概念分

為事業發展、婚姻狀況、心理適應、社會支持、子女問題五層面。而林

惠絨(1998)有關中年危機的概念則為事業發展停滯、教養子女壓力、生理

老化、婚姻關係失調、自我認同混淆五項。葉志偉(1999)以身體健康、事

業發展、家庭關係和經濟狀況四項概念，探討桃園縣男性教育人員的中

年危機感受。蔡垂裕(2005)認為可從生理老化、事業發展遲滯、婚姻關係

失調、教養子女壓力、自我認同混淆、中年外遇、中年喪偶等七項來探

討高階主管的中年危機。 

綜上所述，到了中年，人們瞭解人生已過一半，覺察身體日漸老化，

並開始思索自己的生活，這是每個人必經的轉變，雖然有些人面對各種

轉變都能處之泰然，但是有些人會因為轉變，而產生危機感。因此，中

年危機是否存在？應該說，因為中年危機是個人主觀感受，有些人會有

明顯感受，有些人卻覺得沒有那麼嚴重。既然中年是一個思索的階段，

由於感受身體日漸老化、發現時間愈過愈快，人們自然會從生活中的各

方面去重新評估，發現想做的事還沒做，已經完成的事又不滿意，心裡

難免有些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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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中年危機的背景因素 

如上所述，心理、家庭、事業及老化等問題，都會形成中年危機，

除了這些問題外，茲就相關文獻，探討個人背景因素如性別、年齡、婚

姻狀況、教育程度、經濟狀況對中年危機的影響。 

一、性別 

心理學者認為，因為中年男性領悟自己的成熟，感受到時間有限，

發現年輕時的夢想可能無法實現，而產生更實際的想法，所以重新評價

生活，改變生活架構，因此必定會產生中年危機。而 MiGill 也認為由於

事業的發展與自己所希望達成的事業目標有所差距，自我的理想沒有達

成，社會地位、角色的改變，家庭結構、角色的變化，身體的健康情況

日益衰退，外表失去吸引異性的魅力及性能力的退化，希望進一步追求

個人的成長等七項因素，會造成中年男人的危機(引自李良哲，1985)。 

而 Sales(1978)依照女性角色的變化將生命發展分為八個階段，其中

第六階段稱為中年危機，其認為此時期的危機是更年期與空巢所產生的

不穩定，如果過去以照顧、教養子女為生活重心所在，當此角色終止時，

心理上會難以適應。有部份婦女認為生育與照顧子女是其對世界的主要

貢獻，一旦面臨母親角色的消失，會感到自尊剝奪，與男性面臨從工作

退休的感覺一樣。而 Shek(1996)研究已婚的香港中年人士，結果發現女性

會顯露出中年危機，精神疾病症候群及挫敗感等問題。 

在國內研究中，林惠絨(1998)發現不同性別對形成中年危機有顯著差

異，且在事業發展停滯、教養子女壓力、生理老化、婚姻關係失調上四

個層面也有顯著差異，而女性產生中年危機的壓力皆比男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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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齡 

Jung 認為 40 歲是個分水嶺，將生命劃分成二個階段，是生命下一轉

變時機的開始；而 Levinson 將 40 至 45 歲界定為中年轉變，個體開始對

自己重新評估，而 45 至 50 歲即走入中年人的世界，由於中年轉變的危

機解除，生活上更為滿意，到 50 歲，以開始一個轉型期，生活上可能會

有些改變，或許也是一個危機時期(郭祥益，1996)；Gould 以為成年中期

是指 35 至 43 歲之間，是個不穩定，充滿變動和不安全的時期，而中年

期是指 43 至 50 歲之間，此時又開始安定下來，接受命運安排，到了成

熟期是 50至 60歲，更能坦然接受過去的一切(黃富順，1989)。而 Sales(1978)

將女性 44 至 47 歲之間稱為中年危機階段。 

另外，葉志偉(1999)研究桃園男性教育人員時發現，不同年齡者在中

年危機的身體健康、事業發展上有顯著差異存在，而年齡愈大，對身體

健康的危機感愈高，而 41 至 45 歲間，剛開始進入中年轉變，便會產生

危機感，而後在現實與理想中達成妥協。 

三、婚姻狀況 

婚姻關係是影響中年危機的因素之一，對於已婚中年人來說，每天

生活中存在著許多有形與無形的壓力，這些壓力可能來自於配偶、子女、

父母、工作或是自己本身，使得中年生活產生不安定、混亂等感受，翁

萃芝(1997)研究不同婚姻狀況的中年人的中年危機感時發現，已婚者的中

年危機感整體層面顯著高於未婚者。但是林惠絨(1998)的研究結果，卻是

離婚或分居者，在形成中年危機的因素中，不管是事業發展停滯、自我

認同混淆、生理老化等層面的壓力感受都高於已婚有偶者，而喪偶者在

生理老化層面高於離婚或分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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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程度 

尤金淳(2003)研究已婚成人男性的生活壓力的結果顯示，不同教育程

度的已婚成人男性，在生活壓力整體層面所感受的壓力有顯著差異，教

育程度在大學以上的已婚成人男性其生活壓力明顯低於高中以下學歷

者；而黃千慈(2004)針對空巢期的中年父母進行研究時，發現教育程度較

高的中年父母，會有較良好的生活適應，但是葉志偉(1999)的研究結果，

卻顯示教育程度在中年危機的事業發展、家庭關係、經濟狀況上有顯著

差異，在家庭關係上，學歷越低其家庭關係的危機感越強，而大學組在

事業發展與經濟狀況的危機卻高於專科組，而且都是各組中最高。 

五、經濟狀況 

葉志偉(1999)訪問桃園縣男性教育人員時發現，受訪者中有些依富

商、私人企業的中級主管的經濟狀況為標準，再加上對經濟狀況永遠不

滿足，因此即使受訪的薪資都在六萬元上下，但對照經理級的同輩還是

不滿足，因此受訪者對生活不滿意，產生焦慮感，因而產生中年危機。 

綜合上述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如：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

度、經濟狀況均會影響中年危機，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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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之關係 

本節將探討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二者之關係，但是回顧相關文獻時

發現，大多數生活事件研究的焦點，是探討生活事件與身心狀態之關係，

如生活事件與憂鬱、身體疾病之關係，且研究對象多半是一般成人，而

研究方法，有些研究是透過訪談方式，瞭解個別生活事件與身心狀態之

關係；另外，則是透過量表的測量結果，探討整體生活事件與身心理狀

態之關係。反觀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二者關係之研究較少，且多半透過

訪談方式，如美國麥克阿瑟基金會進行 Psychological Turning Points 

Study(PTP)的調查，探討受訪者是否因為曾經發生過某些生活事件，而有

強烈的中年危機感受。因此本節將從生活事件與身心狀況之關係，分析

生活事發生次數、生活事件影響程度與個體身心狀況之關係，希望藉此

有助於探討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之關係。 

壹、生活事件發生次數與中年危機之關係 

Gallagher(1993)認為雖然大多數的人都會在中年期經歷心理的轉折

與調適，但是卻只有很少數的人會經驗到災難的感覺，從研究結果發現，

自述有中年危機者，他們通常在中年時經歷離婚、被開除或是重大疾病

等事件，雖然這些事件也可能發生在其他人生時期，但是當這些不尋常

和不快樂的事件聚合在一起時，會將一個堅強的中年人推向情緒緊急混

亂的情況。心理學家 Neugarten 也主張生活事件就是危機的根本，特別地，

非預期或是不適當時間的事件(生活事件發生在意料之外或非預期時

間)，比起可預期的和發生在適當時間的事件，比較有可能引起危機；如

果人們能對事件造成的特別轉變預先準備，例如孩子離家，這些轉變雖

然是有壓力的，卻不會造成危機(Stein, 2003)。同樣地，Perlmutter 與

Hall(1992)認為，女性在一生中會經歷的生活事件如結婚、生小孩、停經，

都是生活中主要的轉換點，但是非預期的生活事件如離婚、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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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轉換、父母早死，這些才是主要的生活危機。 

在實證研究中，美國麥克阿瑟基金會研究結果就顯示，有部份的美

國成人認為中年危機與生活事件有關，這些生活事件包括了父母死亡、

手足死亡或是其他家人死亡，同年齡的親友生病，離婚或分居，子女離

家、失業、健康問題等(Wethington, 2000)。反觀國內的研究，李良哲(1998)

有關成年人對中老年生活發展印象之研究中，請贊同有中年危機的受訪

者自述造成中年危機的原因，其中包括一些生活事件，像是工作方面如：

事業發生危機，家庭方面如：子女離家、婚姻危機、婚姻關係不良、外

遇，經濟方面如：財務危機。 

生活事件發生次數與身心狀況之關係的實證研究中，陸洛(1996)有關

中國人幸福感之研究發現，正向生活事件發生次數與生活滿意有正相

關，相反地，負向生活事件發生愈多時，會覺得生活愈不幸福，對生活

愈不滿意。楊孝友(2000)探討生活壓力與蕁麻疹因果關係之研究發現，病

例組在發病前半年內平均發生重大生活事件數顯著高於對照組，而且發

生的生活事件越多，則個人的生理、心理症狀發生頻率增加，愈容易導

致蕁麻疹的發生與惡化。而陳姵瑱(2005)研究生活瑣事件與偏頭痛之關

係，結果顯示偏頭痛組的受試者，其生活瑣事頻率比控制組高。 

除此之外，生活事件發生次數與憂鬱病症的研究中，Schmidt、

Murphy、Rubinow 與 Danaceau(2004)研究接近更年期之婦女的生活事件

與憂鬱之關係，發現接近更年期且有憂鬱病症之婦女，比起無憂鬱病症

的婦女，發生較多的負向生活事件，但是在正向生活事件數、中性生活

事件數沒有顯著差異。而國內研究者劉怡汝(2005)以停經階段婦女為研究

對象，結果顯示中性生活事件與負向生活事件與憂鬱量表得分有顯著正

相關，其中過去憂鬱病史也與負向生活事件有顯著正相關，進一步分析

發現，處於停經後期的婦女，且社會支持度低，若其面臨較多負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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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則可能有較多的憂鬱症狀。 

貳、生活事件影響程度與中年危機之關係 
張春興(1991)指出人到中年期在心理上產生的危機感，其原因之一是

空巢症候群的影響，子女成年後紛紛離家獨立，形成中年人的寂寞空虛

感，另外則是事業不如意造成的。而林惠絨(1998)以中部地區民眾為研究

對象進行中年危機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個體會產生中年危機，主要

與生活中意外事件的發生有關，這些生活事件如父母死亡、喪偶、重大

財務危機等，會導致生活失序，喪失生活目標。葉志偉(1999)研究桃園男

性教育人員中年危機感受，發現中年人介於年老父母與年輕子女之間，

經常接觸年老親友或同齡朋友之疾病與死亡的訊息，警覺死亡近在身

旁，雖然知道人不可避免死亡，但是目前正值頂峰時期，因而產生矛盾

心情。 

Sarason、Sarason 與 Johnson(1985)指出，經由長期的臨床觀察發現，

個人的生活經驗如失業、親人死亡、環境突然改變等生活事件，經常是

發生在身體不適及心理失調之前，並且容易引發疾病。同樣地，林斐霜

(2002)研究中年喪偶婦女之生活經驗發現，丈夫去世讓婦女難過，充滿無

力感，對她們而言是無法承受的痛苦與折磨，不只悲痛於丈夫的死亡，

尚必須單獨面對與適應整個生活的改變，一大堆的負面情緒油然而生。

所以與晚年喪偶相比，中年喪偶者顯現出較嚴重壓力問題，對生活較不

滿意，甚至會生病，主要的原因是中年喪偶並非預期中的生活事件，而

且多半是突然發生；因為老年喪偶多半是痛苦的減緩，終止了長期的痛

苦(Smolak, 1993)。而林佳瑩與蔡毓智(2003)也有類似的研究發現，發生正

向生活事件者如結婚、生子、購屋，其生活滿意度較高；反之，若是受

訪者有失業、發生重大財物損失、親友病故等生活事件，其生活滿意程

度較低。至於身心疾病部份，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探討生活事件與個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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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疾病如憂鬱之關係，研究結果多指出生活事件與憂鬱的嚴重度有正相

關，如 Yeh 等學者(2000)研究台灣農村居民的結果顯示，像是失業、事業

失敗、法律糾紛、離開家裡等生活事件與憂鬱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心理感受部份，陸洛(1996)有關中國人幸福感之相關研究發現，正

向生活事件對個人的衝擊與整體幸福感和生活滿意有正相關，也就是

說，當正向生活事件對個人的衝擊愈大，或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強度愈強

時，幸福感則愈高；負向生活事件的衝擊，剛好相反，當負向生活事件

帶給個人的感受愈強烈，則會愈不快樂，也覺得生活愈不幸福，對生活

也愈不滿意。主觀的心理感受與幸福感的相關高於客觀指標與幸福感之

間的相關，所呈現的是一種對生活事件反應的個別差異，相同的事件透

過個人認知的轉化後，會產生不同的影響。若是生活瑣事部份，Kanner、

Coyne、Schaefer 與 Lazarus(1981)的研究發現，日常生活瑣事與心理症狀

有顯著相關。 

而身心疾病部份，楊孝友(2000)發生的生活事件主觀認知影響愈大，

則個人的生理、心理症狀發生頻率增加，愈容易導致蕁麻疹的發生與惡

化。陳姵瑱(2005)發現偏頭痛組不只是生活瑣事頻率高，他們主觀經驗到

的生活瑣事嚴重度也比控制組高。 

而盧欣怡(2003)研究更年期婦女的憂鬱症狀發現，更年期婦女之生活

事件壓力、更年期症狀與憂鬱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更年期婦女所經歷

的生活事件壓力越大，更年期症狀越多，其憂鬱越嚴重；但是反觀男性

部份，李良哲(1985)探討中年男人的生活壓力與憂鬱之關係，結果發現主

觀生活壓力的大小與憂鬱程度高低的關係不明顯。 

 

 

 

 



 39

參、總結 

綜觀上述生活事件與個體身心理狀態的相關研究，許多研究已指陳

出生活事件與個體心理狀態、身心疾病的相關情形，但目前尚未有研究

直接針對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二者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探討。為加深生活

事件與中年危機關係之瞭解，本研究將探討生活事件與中年危機的相關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