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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 of attention problems between the subtypes of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from a neur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grouped by diagnosis: 31ADHD-C (combined type) and 31ADHD-I (inattentive typ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IQ scores, and social economic status between subtypes. 
Each participant received a neuro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was administered the comprehensive 
non-verbal attention test battery (CNAT).

Results:  The ADHD-C and ADHD-I groups showed different error patterns in every subtest as compared to 
normative data.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subtests’ reaction times with 75% accuracy rates found that only 
the ADHD-C group showed deficit in the principle reverse task. When compared to the ADHD-I group, 
the ADHD-C group showed more impulse errors, missing errors, commission errors and a significantly 
longer reaction time in many of the subtests. However, the ADHD-I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more delayed 
errors in the searching task than the ADHD-C group.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th average IQ score, the ADHD-C group had more deficits than the ADHD-I 
group in several attention components, including sensory selection, sustained attention, attention resource, 
and response selection based on Cohen’s attention model. While the ADHD-I group had deficits in sustain 
attention and response selection. These findings would be helpful in designing individualized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for the two ADHD sub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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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個案報告係呈現以側睡治療法及認知行為治療法來治療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伴隨失眠患者之效果。

方法：病人為47歲，男性，主訴為失眠及打鼾，且被診斷為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在側睡治療法方面，教導個案睡衣背部縫高爾夫

球，維持側睡姿勢，以減少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發生。在認知行為治療法方面，包括使用刺激控制法、睡眠限制法、教導放鬆技

巧及修正睡眠衛生習慣，以改善個案失眠困擾。在睡眠評估方面，則以睡眠日誌及睡眠多頻道檢查（polysomnography，PSG）

進行評估。

結果： 個案共進行9次的個別心理治療，每週一次，每次50分鐘。在客觀評估方面，睡眠多頻道檢查結果顯示，個案治療前與治療後的

呼吸障礙指數（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 RDI）從每小時34.3次降到7.6次，入睡時間則從12.5分鐘降到4分鐘。在主觀評估方

面，睡眠日誌記錄結果顯示，個案入眠時間從55分鐘降到15分鐘，平均睡眠時間從4.9小時增加到6.9小時，平均睡眠品質及平均

白天清醒度兩者均從3.67分增加到4分。

結論：側睡治療合併認知行為治療法可以有效地改善與睡姿有關的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伴隨失眠的問題，加上這些治療法具經濟且實

施容易的特性，更適合於臨床上的應用。

關鍵詞：睡眠呼吸中止症、失眠、側睡治療法、認知行為治療法。

前言

近年來，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以下簡稱OSAS）已經引起民

眾及政府衛生單位廣泛地注意，儼然成為熱門的健

康問題（Cartwright, 2003）。OSAS是一種在睡眠

期間，週期性地完全或部分上呼吸道阻塞，並引起

間歇性呼吸停止或呼吸氣流減少的現象（Albarrak 
et al., 2005）。根據美國Wisconsin Sleep Cohort 
Study調查顯示，30~60歲成年人當中，有4%的男

性及2%的女性符合睡眠呼吸障礙指數（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簡稱RDI）大於或等於5，且伴隨

白天嗜睡的OSAS診斷標準（Young et al., 1993）。

在同樣的定義下，香港及新加坡針對亞洲人的研究

也發現OSAS的盛行率為2.1~15%（Phillips, Okeson, 
Paesani, & Gilmore, 1986; Puvanendran & Goh, 
1999），在控制體重的影響之後，有學者認為亞洲

人的OSAS較高加索人（Caucasian）嚴重，並推測

似乎與顱顏結構有關（Ong & Clerk, 1998）。許多

研究指出，OSAS不僅與充血性心臟病（congestive 
heart failure）（Lanfranchi & Somers, 2003）、高

血壓（Peppard, Young, Palta, & Skatrud, 200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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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Brown, 2006）有密切的關連，也與較多健

康照護系統的使用率（Albarrak et al., 2005）及車

禍發生率（Young, Blustein, Finn, & Palta, 1997）

有關。此外，OSAS也會導致認知處理、注意力維

持（sustained attention）及執行功能的受損，以及

生活品質的降低（Weaver & George, 2005）。因

此，OSAS是相當常見且影響層面相當廣泛的睡眠

問題。

在臨床上，OSAS伴隨著失眠的發生相當常見。

就過去的研究來看，OSAS患者中抱怨失眠的比率

約為42~54.9%（Chung, 2005; Krakow et al., 2001; 
Krell & Kapur, 2005），遠高於失眠症狀在一般人口

中所佔的比率—25~35%（Doghramji, 2006; Morin, 
LeBlanc, Daley, Gregoire, & Merette, 2006）。雖

然OSAS常伴隨著失眠的發生，然而失眠發生的原

因及其特性是否不同於一般失眠的病理因素，目前

仍不清楚（Chung, 2005）。事實上，失眠除了可能

受內在因素（例如：疼痛或過度焦慮）及外在因素

（例如：睡眠環境太吵或太亮）的影響外，也可能因

為睡眠呼吸的干擾導致半夜短暫擾醒（arousals），

甚或完全的清醒（Spielman, Conroy, & Glovinsky, 
2003）。

在臨床上，醫師對失眠患者的處理多採用助眠

藥物來幫助個案容易入睡或減少睡眠中斷的發生。

然而，使用助眠藥物治療OSAS患者的失眠問題時，

反而增加睡眠時呼吸道肌肉鬆弛癱塌的程度，導致

睡眠呼吸中止更為惡化（Morin & Espie, 2003）。

另一方面，在OSAS的處置上，持續性呼吸道正壓

治療（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以下簡稱

CPAP）是第一線的治療方法。CPAP治療是一種持

續性給予呼吸道正壓的呼吸治療法，可應用於自發

呼吸或使用呼吸器患者。經由呼氣通路阻抗性氣閥

（resistive valve）的作用，使患者呼吸道於整個呼

吸週期中都維持著大於大氣壓的壓力，藉以維持睡

眠時呼吸道的暢通。雖然CPAP的治療效果已經獲得

相當多的證據支持（Engleman & Wild, 2003; Haynes, 
2005; Sullivan, Issa, Berthon-Jones, & Eves, 1981），

但是因為CPAP價格昂貴，加上使用上有許多副作用

（例如：鼻塞、口乾、面罩不適、半夜容易醒來、

機器噪音及幽閉恐懼症等），常常使得病人在使用

初期即放棄（Engleman & Wild, 2003）。對於OSAS
伴隨失眠的患者來說，原本已經不易入睡，使用

CPAP時所帶來的副作用，更增添入睡及睡眠維持的

困難，使得患者使用CPAP的順從度更低。

除了C PA P治療外，減重及側睡也是常見的

改善O S A S的治療方法。減重治療法雖然可以改

善OSAS（Peppard, Young, Palta, Dempsey, & Skatrud, 
2000），然而，減重不僅是一件困難的事，維持

減重後的體重更是一件困難的事（Kuo & Kushida, 
2003），對重度OSAS病人來說，減重策略也常常是

緩不濟急。此外，對某些因顱顏結構所引起OSAS病

人而言，減重策略也未必適合。

側睡治療(positional therapy)已被證實可以有

效地改善因睡姿所引起的OSAS（Car twr ight, e t 
al.,1985；Jokic, Klimaszewski, Crossley, Sridhar, & 
Fitzpatrick, 1999）。研究發現，50~60%的OSAS病

人會因為睡眠姿勢的不同而影響睡眠呼吸中止發生

的頻率與嚴重度（Kuo & Kushida, 2003; Richard et 
al., 2006）。側睡治療的原理乃是讓患者在睡眠期

間維持側睡的姿勢，減少口腔內軟組織塌陷，阻塞

呼吸道，並維持呼吸暢通。在治療方式的選擇上，

包括：在睡衣背部縫上高爾夫球或網球、背著登山

背包入睡或採用裝有位置偵測裝置的警報器，當該

機器偵測到患者平躺時則警報聲響起，喚醒患者維

持側睡姿勢。由於側睡治療不僅沒有CPAP價錢昂貴

的缺點與擾人的副作用，也沒有減重需曠日費時或

減重後體重維持不易等限制，所以在臨床上頗易實

施，患者也較易接受。

在失眠問題的處置方面，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以下簡稱CBT）對失眠問題的處置

效果也已被證實。例如，Morin, Culbert 與Schwartz
（1994），以及Murtagh與Greenwood（1995）採後設

分析探討CBT對於失眠患者效果的研究，結果顯示，

CBT確實可以有效地改善失眠問題，包括減少睡眠潛伏

期、減少夜裡醒來次數及醒來時間，以及增加整體睡

眠時間與增進睡眠品質。此外，CBT也已被證實可以

有效地應用於伴隨其他疾患的失眠的治療上，諸如

長期疼痛（Currie, Wilson, Pontefract, & deLaplante, 
2000）、癌症（C a n n i c i ,  M a l c o l m,  & P e e k , 
1983）、精神疾患（Dashevsky & Kramer, 1998）

及老化（Lichstein, Wilson, & Johnson, 2000）等因

素所引起的失眠問題。

有鑑於此，本個案報告乃以OSAS伴隨失眠之患

者為對象，採睡衣背部縫高爾夫球的側睡治療方式

來降低因OSAS所引起的睡眠困擾，並以CBT處置其

失眠問題。

病例報告

背景資料與主訴

個案為47歲已婚男性，某工廠負責人，目前育

有四名子女，均就讀於小學。此次求診乃因幾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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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入睡困難、無法維持較長睡眠、淺睡、易醒及

打鼾。

睡眠問題評估

個案自述於2003年開始有明顯的打鼾與入睡

困難，在這之前他的睡眠品質就不是很好，包括偶

爾不易入睡及夜裡易醒，當遇到壓力時，睡眠問題

會更惡化。個案認為導致睡眠障礙的原因是因為自

己不易放鬆，以及來自於工作及家庭的壓力。失眠

期間對他造成的影響包括常感煩躁、憂鬱、動機下

降、工作表現變糟，以及注意力、記憶力、思考能

力都變得較差。過去曾求助於中醫，但效果不大。

對於治療的期望則希望治療後可以讓自己想睡就

睡，且睡得很沈。

疾病史與睡眠衛生習慣

個案報告沒有身體或精神方面重大病史，但他

的個性較嚴謹，做事有條有理，對於無法符合其

預期的人、事或物易感不耐煩。在睡眠衛生習慣

方面，個案自述平常不抽煙，偶爾會喝酒，常整

天飲茶，也沒有固定的運動習慣。個案的睡眠習

慣如表一所示，他的睡眠習慣在週間及週末約略

相同。

表一
睡眠問題處置前個案生活習慣

習慣項目 內容

1. 睡前活動 做家事、看電視、整理衣服。

2. 上床時間 22:00左右。

3. 關燈就寢時間 23:00左右。

4. 入睡所需時間 1-1.5小時左右。

5. 半夜醒來次數/時數 2-3次，沒有特別原因地醒來。

6.  早上醒來時間 6至7點。

7. 起床時間 常賴床30分鐘。

8. 平均睡眠量 7小時 (個案表示大多淺睡或只是躺著，實際上沒有睡這麼多) 。

9. 午睡／打盹 從小就沒有睡午覺的習慣。

10. 睡不著的時候做些什麼？ 躺床。

11. 睡不著時想些什麼？ 腦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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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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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入睡困難、無法維持較長睡眠、淺睡、易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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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多頻道睡眠檢查

個案於2005年3月做第一次夜間多頻道睡眠檢

查（po lysomnography，以下簡稱PSG），檢查

結果如表二及圖一所示。從表二第一次P S G檢查

結果來看，他的R D I為34 .3 註，顯示個案有重度

睡眠呼吸中止症。其中多數為阻塞型睡眠呼吸中

止（obstructive sleep apnea），共有30次，每次呼

吸中止時間為25~59.4秒；淺呼吸（hypopnea）

共有152次，介於29.7~63.5秒 ； 最 低 血 氧 濃 度

（min imum SaO2）則降到83%。雖然個案的睡

眠效率（s l e e p  e f f i c i e n c y）為91.5%，但他的

睡眠較淺，大多介於階段 1 （ 1 9 . 6 % ）到階段 2
（70.4%）的睡眠，REM時期也僅佔所有睡眠時

間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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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一可以看出，個案的睡眠姿勢以仰臥

（supine）為主，多淺睡，OSAS多發生於凌晨04:00
左右，淺呼吸雖然整夜都會發生，但相對來說，

前半夜（02:30以前）發生次數多於後半夜（02:30
以後）。

失眠成因推論

根據Spielman與Glovinsky（1991）所提出的失

眠病因模式，個案失眠可能導因於容易焦慮及追求

完美的人格特質（前置因子, predisposing factor），

加上2年前父親中風及母親罹患風濕性關節炎均需

要個案照顧，以及在工作上因意見不合常與職員及

表二
個案第一次及第二次夜間睡眠多頻道檢查結果對照表（兩次施測時間間隔78天）

項目 第一次睡眠多頻道檢查 第二次睡眠多頻道檢查

身體質量指數 (BMI) 21.76 20.96

睡眠呼吸障礙指數 (RDI) 34.3 7.6

血氧飽和度降低指數
(desaturation index)

10.9 0.3

睡眠階段 (%)
睡眠第一期 (stage 1) 19.6 15.1

睡眠第二期 (stage 2) 70.4 52.5

睡眠第三期 (stage 3) 0 1.4

睡眠第四期 (stage 4) 0 0

快速動眼期 (REM) 2 23.8

清醒 (awake) 8 7.3

睡眠效率 (sleep efficiency) (%) 91.5 91.7

入眠時間 (sleep Latency) (分) 12.5 4

阻塞型呼吸中止 (obstructive Apnea)
次數 (counts)
期間 (duration) (秒) 

30
25~59.4

19
10.1~29.8

淺呼吸 (hypopnea)
次數
期間 (秒) 

152
29.7~63.5

24
10-35.6

最低血氧濃度 (minimum SaO2 ) (%) 83 92.2

圖一、個案第一次夜間睡眠多頻道檢查睡眠摘要圖 (summary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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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產生衝突（促發因子 , precipitating factor），

之後養成了不良的睡眠衛生習慣，包括躺床時間

過長、睡前飲茶及不規律的睡眠時間（持續因子

, perpetuating factor）。此外，由於個案患有重度

的OSAS，更可能惡化個案的睡眠品質，包括入睡困

難、淺睡與夜裡容易有短暫的擾醒。

 
處置

個案接受每週一次，每次50分鐘的晤談。在

初次見面時，先有一次約5 0分鐘的時間對個案

問題作初步的評估，包括主訴、相關疾病史、睡

眠問題及其可能原因外，也會告知個案往後晤談

的目標及可能的家庭作業。在個案同意接受晤談

後，給予個案睡眠日誌空白表格，教導如何填寫

睡眠日誌，並提醒下週晤談時將睡眠日誌帶回一

同討論。

第一次晤談　

本次晤談的主要目標是檢視個案的睡眠日誌，

協助個案了解失眠的成因，修正錯誤的睡眠信念，

並採用助眠行為技巧治療其失眠問題。圖二(a)是個

案尚未接受處置前的睡眠狀態。他晚上入睡時間

約為23:30~00:00，但在23:00即躺床。早上大約

03:30~05:00醒來，再躺床到07:00~08:00。記錄

顯示個案躺床時間太長，睡眠效率差，這可能增

加焦慮與睡眠環境的不當制約，使睡眠環境成為

誘發睡眠焦慮的刺激（Bootzin,1972；Bootzin & 
Epstei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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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個案平時有飲茶的習慣，雖然睡眠日誌

所列飲茶時間（標記為C）多數在中午時段，但是個

案表示這只是自己約略紀錄而已，實際上幾乎整天

都泡茶喝。個案自評睡眠品質介於3-4分之間（多數

為4分，分數越高表示睡眠品質越佳），白天清醒程

度介於1-5分之間（多數為4-5分，分數越高表示白天

越清醒）。

在失眠問題的處置上，採用的方式包括睡眠限

制法、刺激控制法、教導腹式呼吸技巧及調整睡眠

衛生習慣。具體作法如下：

(1) 睡眠限制法：此法乃根據睡眠日誌評估個案睡

醒時間，並將其睡眠時間限制在某一範圍內，以減

少躺床的時間，提高睡眠效率。因此根據圖二(a)
睡眠日誌的記錄，將睡眠時間限制在23：30~05：

30。

(2) 刺激控制法：教導個案睡不著時，躺床約略20分

鐘後起床，離開寢室，到客廳做輕鬆的事情，如看

書、聽音樂或做放鬆練習，待有睡意後，再躺床試

著睡著。如此可以一個晚上進行多次。

(3) 規律的運動：規律運動可以促進睡眠深度，提升睡

眠品質。所以將運動時間訂為06：00~06：30。
(4) 調整喝茶時間：17:00後喝白開水代替飲茶，以避

免咖啡因對睡眠造成干擾。

(5) 教導個案腹式呼吸法。

(6) 記錄睡眠日誌：給予個案睡眠日誌，提醒他記錄

未來一週的睡眠情形。

第二次晤談

本次晤談的主要目標是，除了檢視個案家庭作

業執行情形外，並採用側睡治療法以改善個案OSAS
的干擾。從圖三來看，個案在第一次晤談後，平均

入睡時間、平均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

均顯著地改善，顯示CBT已產生效果。因此，本次

的晤談重點，除了針對CBT內容作細部的微調外，

另一方面則針對個案OSAS進行處置。由於個案在態

度上相當抗拒CPAP治療或外科手術治療，加上個案

體型適中，減重法並不適合。因此，此次晤談乃建

議個案採用側睡治療法，以減少OSAS的干擾。整體

處置如下：

(1) 睡眠限制法：睡眠時間調整為23：30~06：30。

(2) 規律的運動：為配合個案逐漸增加的睡眠時間，

故將運動時間調整為06：50~07：50。

(3) 側睡治療法：請個案在睡衣背後縫上兩顆高爾夫

球（在脊椎骨中線位置上下兩顆），睡眠時盡量維

持側睡姿勢，即使夜裡因仰臥後背部壓迫到高爾夫

球不舒服醒來，也盡可能地轉身至另外一側，隨時

保持側睡姿勢，以減少OSAS的發生。

(4) 其他諸如刺激控制法、調整飲茶時間、腹式呼吸

放鬆法及記錄睡眠日誌則與第一次晤談時的處置相

同。

圖二、(a)第一次晤談個案睡眠日誌 (b)第九次晤談個案睡眠日誌

（a）

（b）

圖三、晤談次數與平均入睡時間、平均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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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第一次晤談個案睡眠日誌 (b)第九次晤談個案睡眠日誌

（a）

（b）

圖三、晤談次數與平均入睡時間、平均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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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晤談

本次晤談的主要目標是，檢視個案家庭作業執

行情形，以了解C B T之效果是否延續，以及側睡

治療法改善個案O S A S的干擾後，個案平均入睡

時間、平均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是

否有改善。從圖三來看，個案在平均入睡時間、

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仍能維持與上週相似的效

果，平均睡眠時間則有較明顯的改善。個案表示

自從睡衣背部縫了高爾夫球後，雖然夜裡會因翻

身壓到高爾夫球不舒服而醒過來，但覺得還能接

受這樣的睡眠方式，且在記憶力及注意力方面，

也感到明顯的改善。

在處置方面，調整家庭作業為：睡眠時間改為

23:30~07:00，其他處置不變。

第四次到第九次晤談

第四次到第九次晤談的主要目標，主要是對

個案的生活及睡眠習慣做部分調整，並持續觀察記

錄個案的改善情形。在這六次的晤談中，除了第七

週因為個案工廠作業出問題，使其感受到頗大的壓

力，進而影響其睡眠外，其餘晤談次數均顯示個案

在平均入睡時間、平均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

清醒度方面，都能維持改善的效果（請參照圖二(b)
及圖三）。

表二與圖四顯示個案第二次睡眠夜間檢查結果

及摘要圖。單就睡眠呼吸中止的嚴重程度來說，和

第一次睡眠檢查結果相比，嚴重度已從重度降低為

輕度（RDI值從34.3降到7.6）。此外，阻塞型睡眠呼

吸中止在整夜的發生次數為19次，每次發生的時間

為10.1~29.8秒，淺呼吸共發生24次，每次發生時間

為10~35.6秒。最低血氧濃度為92.2%。對照第一次

睡眠檢查結果來看，顯示藉由穿著縫高爾夫球的睡

衣維持側睡，可以有效地減少睡眠呼吸中止發生的

次數與嚴重度。

在睡眠結構方面，個案的階段1睡眠佔全部睡眠

為15.1%，階段2睡眠為52.5%，階段3睡眠為1.4%，

沒有階段4睡眠，快速動眼期為23.8%，夜間清醒為

7.3%，睡眠效率為91.7%，睡眠潛伏期為4分鐘。

比起第一次睡眠檢查，顯示個案入睡較快，睡眠中

醒來的次數與時間比較少，且整體睡眠時間較長，

換句話說，第二次的睡眠檢查顯示個案有比較好的

睡眠質與量。最後，從個案主觀評量來看，處置前

及處置後睡眠潛伏期顯著地從55分鐘，減少到15分

鐘；平均睡眠時間從4.9小時增加到6.9小時，睡眠品

質則從平均3.67分（範圍3~4分）增加到每天4分；

白天清醒度也從平均3.67分（範圍1-5分）增加到每

天4分。顯示在主觀評量上，亦呈現入睡困難、平均

睡眠時間、睡眠品質及白天清醒度獲致明顯的改善

（參考圖二(a), (b)及圖四）。

討論

本個案報告係以睡衣背部縫高爾夫球的側睡治

療來降低OSAS所引起的睡眠困擾，並以CBT處置

病人的失眠問題。在OSAS的治療方面，側睡治療

法是針對睡姿有關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狀（positional 
sleep apnea syndrome）的設計，讓病人維持側睡

以避免因仰臥引起呼吸道坍塌的治療法。睡姿有

關的OSAS被定義為當仰臥時RDI為非仰臥時RDI
的兩倍或兩倍以上（Cartwright, Ristanovic, Diaz, 
Caldarelli, & Alder, 1991; Richard et al., 2006）。根

據上述定義，Oksenberg等人研究發現，和睡姿有關

的OSAS患者佔所有OSAS患者的55.9%（Oksenberg, 
Silverberg, Arons, & Radwan, 1997），Richard等人的

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Richard et al., 2006）。這

說明了有一半以上的OSAS患者，可以藉由側睡而

獲得改善。Jokic等人（1999）將側睡治療與CPAP
治療效果做比較，結果顯示側睡治療和CPAP治療

效果類似，兩者均可改善睡眠結構、夜間醒來次數 
（arousal frequency）、白天嗜睡、心情（mood）

與認知測驗表現。不過，在RDI的改善方面，CPAP
治療顯著地優於側睡治療（15±1.8SEM vs. 19.4±

1.9SEM）（Jokic, Klimaszewski, Crossley, Sridhar, & 
Fitzpatrick, 1999）。雖然如此，比起CPAP昂貴的

價格及病人不易接受來說，側睡治療法不僅容易執

行，在價格上也相當便宜。因此，對於和睡姿有關

的OSAS病人來說，側睡仍不失為CPAP外有效的替

代治療方式。

在失眠的治療方面，助眠藥物對於OSAS伴隨

失眠問題的患者可能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雖然

助眠藥物對於改善急性或短期失眠有效，但對於長

期失眠的病人來說，助眠藥物的效果仍缺乏實證基

礎（Morin & Espie, 2003）。第二，對於重度OSAS
病人而言，助眠藥物的使用可能惡化OSAS，導致

更嚴重的後遺症，例如，中風（Brown, 2006）、高

血壓（Peppard, Young, Palta, & Skatrud, 2000）或充

血性心臟病（Lanfranchi & Somers, 2003）等。CBT
則可以迴避這兩個問題，並能實際地應用於OSAS
伴隨失眠問題的患者。研究顯示，CBT可以顯著地

改善失眠問題（Morin, Culbert, & Schwartz, 1994; 
Murtagh & Greenwood, 1995），並且與藥物相較之

下，長期追蹤顯示效果能維持很久（Jacobs，Pace-

● 100 陳明輝、楊建銘、陳濘宏

圖四、個案第二次夜間睡眠多頻道檢查睡眠摘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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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tt，Stickgold & Otto, 2004）。此外，CBT並沒

有使用助眠藥物後可能導致OSAS惡化的副作用，因

此，就治療效果與安全性而言，CBT更優於助眠藥

物。

本個案報告採用CBT，其內涵包含了刺激控制

法、睡眠限制法、放鬆技術及改善睡眠衛生等。本

報告認為，個案在治療後整體睡眠品質獲得改善的

主要原因，可能與睡眠衛生習慣的調整（包括規律

的睡眠與運動習慣，以及減少夜間飲茶行為）、重

新建立睡意與睡眠環境的連結、減少躺床時間以提

高睡眠效率、學習放鬆技巧及改變睡眠不良信念有

關，這些改變可以幫助個案誘發較深度的睡眠，

並減少入睡困難、夜間驚醒及醒後不易再入睡的問

題。

CBT與側睡治療法對個案睡眠品質的改善具有

相輔相成的效果。個案在接受側睡治療期間，可能

因睡姿長時間固定不舒服或改變睡姿過程中，背部

壓到高爾夫球而驚醒，但因CBT提供的睡眠衛生、

改變不良睡眠信念（例如，教導個案偶爾半夜的醒

來並不至於影響白天的精神）、學習放鬆技巧、規律

的睡眠等，提供個案睡眠受干擾後的因應方式，幫

助個案在短時間內適應側睡治療法。另一方面，個

案因睡姿的改變，進而改善OSAS的干擾，包括入睡

困難、淺睡、睡眠維持不易及早醒等問題，這將有

助於提高個案的睡眠品質及白天的清醒程度，進而

增強個案改善動機，持續接受治療。

由於本研究屬個案報告，研究結果是否能適

用於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患者，仍需未來

進一步的探究。在評估方面，雖然個案的OSAS嚴

重程度在側睡治療前及治療後可以由PSG做客觀的

記錄，但在失眠問題的評估上，主要仍是根據個案

主觀的睡眠日誌記錄。和使用較為客觀的儀器測量

（例如：actiwatch）比較起來，雖然睡眠日誌缺乏

絕對的客觀記錄，但是，多數學者仍同意睡眠日誌

是測量失眠穩定且有效的指標（Coates et al., 1982; 
Morin, Culbert, & Schwartz, 1994）。

綜合而言，對於OSAS伴隨失眠患者的處置，

除基本的失眠相關評估以及OSAS嚴重度的指標外，

需留意個案PSG檢查報告是否呈現因睡姿變換而導

致RDI不同的情形。當個案仰臥時RDI明顯地高於

側睡，且個案沒有意願使用CPAP時，側睡治療法合

併失眠的CBT可以作為臨床上經濟且有效的治療方

式。

附註

註：睡眠呼吸障礙指數（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 RDI）係指全部睡眠時間每小時呼吸中止與淺

呼吸的次數。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的區分RDI介於

5-15次屬輕度；15-30次屬中度；30次以上則為重度

（AASM,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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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tt，Stickgold & Otto, 2004）。此外，CBT並沒

有使用助眠藥物後可能導致OSAS惡化的副作用，因

此，就治療效果與安全性而言，CBT更優於助眠藥

物。

本個案報告採用CBT，其內涵包含了刺激控制

法、睡眠限制法、放鬆技術及改善睡眠衛生等。本

報告認為，個案在治療後整體睡眠品質獲得改善的

主要原因，可能與睡眠衛生習慣的調整（包括規律

的睡眠與運動習慣，以及減少夜間飲茶行為）、重

新建立睡意與睡眠環境的連結、減少躺床時間以提

高睡眠效率、學習放鬆技巧及改變睡眠不良信念有

關，這些改變可以幫助個案誘發較深度的睡眠，

並減少入睡困難、夜間驚醒及醒後不易再入睡的問

題。

CBT與側睡治療法對個案睡眠品質的改善具有

相輔相成的效果。個案在接受側睡治療期間，可能

因睡姿長時間固定不舒服或改變睡姿過程中，背部

壓到高爾夫球而驚醒，但因CBT提供的睡眠衛生、

改變不良睡眠信念（例如，教導個案偶爾半夜的醒

來並不至於影響白天的精神）、學習放鬆技巧、規律

的睡眠等，提供個案睡眠受干擾後的因應方式，幫

助個案在短時間內適應側睡治療法。另一方面，個

案因睡姿的改變，進而改善OSAS的干擾，包括入睡

困難、淺睡、睡眠維持不易及早醒等問題，這將有

助於提高個案的睡眠品質及白天的清醒程度，進而

增強個案改善動機，持續接受治療。

由於本研究屬個案報告，研究結果是否能適

用於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患者，仍需未來

進一步的探究。在評估方面，雖然個案的OSAS嚴

重程度在側睡治療前及治療後可以由PSG做客觀的

記錄，但在失眠問題的評估上，主要仍是根據個案

主觀的睡眠日誌記錄。和使用較為客觀的儀器測量

（例如：actiwatch）比較起來，雖然睡眠日誌缺乏

絕對的客觀記錄，但是，多數學者仍同意睡眠日誌

是測量失眠穩定且有效的指標（Coates et al., 1982; 
Morin, Culbert, & Schwartz, 1994）。

綜合而言，對於OSAS伴隨失眠患者的處置，

除基本的失眠相關評估以及OSAS嚴重度的指標外，

需留意個案PSG檢查報告是否呈現因睡姿變換而導

致RDI不同的情形。當個案仰臥時RDI明顯地高於

側睡，且個案沒有意願使用CPAP時，側睡治療法合

併失眠的CBT可以作為臨床上經濟且有效的治療方

式。

附註

註：睡眠呼吸障礙指數（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 RDI）係指全部睡眠時間每小時呼吸中止與淺

呼吸的次數。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的區分RDI介於

5-15次屬輕度；15-30次屬中度；30次以上則為重度

（AASM,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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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ormorbid with Insomnia :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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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case report demonstrates the efficacy of non-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namely positional 
therapy an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 in the management of insomnia and sleep apnea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omorbid with insomnia.

Method:    The patient was a 47-year-old male with a chief complain of insomnia and snoring, and was diagnosed 
with a severe sleep apnea syndrome. Positional therapy was introduced to reduce sleep apnea by having 
the patient wear night clothes with two golf balls stitched on its back, in order to keep a lateral sleep 
position. In addition, CBT for insomnia was applied with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stimulus control 
instruction, sleep restriction therapy, relaxation training, and sleep hygiene education to eliminate his 
insomnia. Sleep diary and polysomnography (PSG)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progress and 
treatment effects.

Results:    The treatment consisted of nine weekly 50-minutes individual sessions.  The patient’s sleep apnea and 
insomnia symptom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 decreased 
from 34.3/hr to 7.6/hr, PSG sleep onset latency decreased from 12.5min.to 4 min., subjective sleep latency 
decreased from 55min. to 15min., and average sleep time increased from 4.9hrs to 6.9hrs. The ratings on 
both quality of sleep and daytime alertness improved from 3.67 points to 4 points.

Conclusion: Positional 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CBT for insomnia can improve position-relate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insomnia. Because these non-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are safe, 
inexpensive, and can be conducted relatively easily, they could be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for patients with 
insomnia complaints associated with position-related sleep apnea.

Keywords: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somnia, positional therapy,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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