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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獻探討 

    失眠是指主觀經驗到不良的睡眠 (包括：入睡困難、維持睡眠的困難或睡眠沒有恢

復性) ，而失眠也是現代人經常見到的健康問題之一，失眠的盛行率會因調查的對象以

及對失眠的定義而略有不同，一項世界衛生組織針對 14 個國家的研究調查顯示，發現

有約 15%的受試有持續兩週以上的睡眠困擾 (Ustun et al., 1996) 。在美國，約有 2600 萬

或 10%的人口有失眠的困擾，每年也因此消耗約數百萬的安眠藥處方以改善相關症狀 

(Gallup Organization, 1991) 。關於國內失眠的盛行率，一項失眠盛行率的跨國研究，對

象以 20 歲以上的成年人為主，並以持續超過兩週的失眠做為標準，顯示台灣人口母群

的盛行率為 10.3%，而鄰近國家日本人口母群的盛行率為 4%，南韓人口母群的盛行率

則是 9.9%，研究並顯示失眠問題會影響個人的自我健康滿意度 (Nomura, Yamaoka, Nakao 

& Yano, 2005) 。儘管因調查對象與對失眠定義的不同而使各研究結果略有差異，綜合

上述失眠的盛行率普遍約在 10%左右。 

     造成失眠的可能的原因很多，例如：失眠有可能是晚間的睡眠呼吸中止 (sleap 

apnea) 所造成，也有可能是生理上的疾病或者是精神上的疾病 (如：重鬱症) 所導致

的。然而有些患者的失眠主訴本質上是長期性，並非只是其它疾病的附屬症狀。對於這

類長期的失眠在「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Ⅳ，簡稱 DSM-Ⅳ；APA, 1994) 裡稱之為「原發性失眠」 (Primary insomnia) 。

有許多關於探究原發性失眠病理的觀點，在神經生理方面現今有三個主要機制被認為會

交互影響睡眠，即恆定系統 (homeostatic system) 、晝夜節律系統 (circadian system) 、激

發系統 (arousal system) (Yang, Spielman & Glovinsky, 2006；Pigeon & Perlis, 2006) (見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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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定系統」指當清醒的時間拉長會增加睡眠的趨力，特別是當被睡眠剝奪後會增加睡

眠趨力來恢復其平衡，相反地當睡眠過量時則會降低睡眠趨力。而「晝夜節律系統」則

是產生睡眠與清醒的 24 小時生理節律，當暴露在與時間線索有關的刺激 (特別是陽

光) ，會幫助穩固或移動此生理節律。「激發系統」則是透過促進清醒來抑制睡眠趨力，

此系統有可能受到壓力、情緒、環境刺激所引發進而影響睡眠。依據上述，睡眠困難的

產生有可能是恆定系統過弱、晝夜節律失調，或者激發系統過度激發所造成，而個體的

心理與行為因素都可能對各生理機制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其睡眠，失眠患者對於睡眠的失

功能信念可能造成其使用不良的因應行為，譬如當患者深信一個人每天需至少睡足 8

小時才夠，這可能就會導致其每天花 10 小時待在床上，這樣的行為可能導致其恆定機

制的弱化與對晝夜節律的干擾而影響其睡眠。同樣的失眠患者對於睡眠的失功能信念也

可能造成患者的情緒激發增加，譬如當患者深信他們若無法有整夜完整的睡眠時會造成

災難性後果，這可能會導致其睡前情緒激發的提升，而使生理激發系統過度活躍而干擾

其睡眠。 

在原發性失眠的病理上，目前相對較多實徵研究與理論主要聚焦在激發系統的過度

活躍現象 (Pigeon & Perlis, 2006) ，意即認為原發性失眠的病理主要與過度激發或清醒機

制的過度活躍情形有關，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原發性失眠患者除了長期清醒機制的過度

活躍之外，似乎恆定系統本身的運作也出現異常，因為研究發現患者在接受睡眠剝奪的

研究時其睡眠趨力相較於正常睡眠組是較弱的 (Stepanski et al., 2000) 。以下將就原發性

失眠病理相關的神經生理系統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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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原發性失眠的中樞神經系統過度激發病理 

在探討原發性失眠神經生理的＂過度激發＂病理上，近期有兩個主要理論提出中樞

神經系統過度激發與失眠現象之間的關連，其中一個是 Perlis 與其團隊所提出的原發性

失眠的神經認知模式，另一個則是由 Merica 與其團隊所提出的「神經元轉換機率」   

(neuronal transition probability，簡稱 NTP) 模式，以下分別介紹其理論。 

Perlis 等人 (1997) 認為經常在失眠患者睡前時所觀測得的高頻率腦波的活動，尤

其是 Beta 波 (14-35 Hz) ，可能是反應患者睡眠時的內在認知運作活動過度活躍，他稱

之為「皮質激發」 (cortical arousal) 或者「中樞神經系統激發」 (CNS arousal) 。Perlis

等人並依此現象整合行為理論提出原發性失眠的神經認知模式 (見圖 2) ，他指出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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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心理行為因素透過神經生理調節機制影響睡眠的概念模式。 (Adapted  

from  ＂Nonpharmacologic strateg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nsomnia＂by Yang, C. M., 

Spielman, A. J. & Glovinsky, P., 2006, The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9, p.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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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失眠患者身上，中樞神經系統過度活躍可能只是反應短暫壓力所引發的擔憂與反

芻，然而當病程拉長演變成長期失眠時，此過度活躍就和古典制約有關，意即即使原

先的壓力源已經減除，然而患者中樞神經系統過度活躍狀態，仍會被與睡眠情境相關

的視覺或時間線索所促發 (如：臥房、床) 。而這樣中樞神經系統過度活躍現象，反

應的其實是患者知覺與訊息處理的過度增加，和過度促進長期記憶系統的運作。當失

眠患者的知覺處理歷程增加時，患者會比較容易受到外在環境刺激的干擾，因此變得

比較不容易入睡或者常容易半夜醒來。而當其訊息處理歷程增加時，即使患者在客觀

睡眠檢查時顯示是在睡覺的，但由於內在訊息處理活動仍持續運作，導致其對外在知

覺訊息仍有一定的辨識並進一步將其保留於短期記憶，這會干擾其對於清醒/睡眠現象

的知覺判斷。當其長期記憶系統過度運作時，會影響患者對於訊息的登錄 (encode) 與

提取 (retrieve) 歷程，因而高估自己夜間睡眠清醒的時間或入睡所需時間。因此 Perlis

等人推論這些異常內在認知活動是造成原發性失眠患者容易知覺到與抱怨不良睡眠品

質的關鍵 (Perlis et al., 200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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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ica 與其團隊所提出的 NTP 模式 (Merica, Blois & Gaillard, 1998) 則是認為腦部

活動基本上可以將其視為是由許多負責特定運作模式的神經元群集所共同協調的活動

現象。依此觀點，從清醒到睡眠現象，可以將其視為是一個連續向度上的不同程度，

當有充分數量的神經元處在睡眠的模式中，那就會導致知覺到睡眠現象的產生。在正

常狀態下，不同模式神經元群集可以彼此協調而產生睡眠的狀態，然而也有可能會有

不協調的情況產生而導致處在＂中介＂ (intermediate) 的狀態，意即可能有的神經元群

集處於睡眠狀態，然而同時間有的神經元群集卻尚處於清醒的運作狀態。而在長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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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質                           長期記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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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發事件 
急性 生理心理社會 事件 

脆弱  或者  生理/精神疾患 

圖 2. Perlis 的原發性失眠神經認知模式。 (Adapted from ＂Psychophysiological 

insomnia: the behavioural model and a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by Perlis, M. L. et 

al., 1997,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6,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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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患者身上所觀察到睡前的高頻率腦波過度活躍現象，即可能反應相對較多數的腦區

域其實是尚處於清醒狀態的，而這也因此導致失眠患者產生主觀容易高估其入睡時

間、低估其入睡總時間，與容易知覺到他們尚未睡著但客觀睡眠檢查卻顯示其已經進

入睡眠等現象。 

     由上述 Perlis 與 Merica 等人的理論模式，可以推論中樞神經系統過度激發或內在

異常的認知處理可能是導致失眠患者容易知覺到與抱怨不良睡眠品質的關鍵，而此過度

激發往往會反應在所觀察到的高頻率腦波過度活躍上，以下回顧過去關於高頻率腦波與

失眠的相關研究。高頻率腦波與失眠之間的關聯最早是由 Freedman (1986) 首先提出

的，Freedman 調查失眠患者與控制組的腦波比較，發現在入睡期、階段一、與快速動眼

睡眠 (rapid-eye-movement sleep，簡稱 REM) ，其高頻率腦波較為提升。Merica 等人 

(1992,1998) 也發現，失眠患者在入睡時期 (sleep onset) 相較於正常組，除了 Delta 波的

活動 (0.5~3.75 Hz) 減少外有較多的 Beta 波活動 (14.7~30 Hz) ，而他認為這種中樞神經

系統過度激發的狀態可以解釋失眠患者容易高估入睡時間的主觀現象，更進一步他還發

現這種較多的 Beta 波現象在 REM 與非快速動眼睡眠 (non-REM sleep，簡稱 NREM) 期

均出現。Nofzinger 等人 (1999) ，則發現這樣提升 Beta 波 (20~32Hz) 的現象，主要是在

原發性失眠的患者身上發現，並沒有在正常睡眠組與或憂鬱所引起的失眠患者身上發

現。Perlis 等人 (2001) 後來更進一步確定這結果，他比較 9 名原發性失眠患者與 9 名重

鬱所引發的失眠與 9 名正常睡眠的控制組，發現原發性失眠患者相較於其它組有較多的

Beta 波 (14~35Hz) 與 Gamma 波 (35~45Hz) 活動，而重鬱所引發的失眠其 Beta 波與

Gamma 波活動最少，但卻有較多的 Omega 波 (45~125Hz) ，另外相關分析也顯示 NREM



 7

期的平均 Beta 波活動和對＂總睡眠時間＂的「主客觀睡眠評估差異」 (subjective-objective 

discrepancies) 有顯著地關聯 (r=-.46) ，而 Beta 波和＂入睡時間＂的主客觀評估差異關聯

也是趨近於顯著的，這也首次證明了 Beta 波的過度增加與主觀睡眠知覺異常現象的關

聯。Krystal 等人 (2002) 也發現高頻率腦波與睡眠主觀抱怨之間的關聯，但只有侷限在

NREM 時期，而 REM 時期的高頻率腦波則無此關聯，另外他也發現到高頻率腦波與 Delta

波之間顯著的負相關。 

第二節、原發性失眠的自主神經系統病理 

原發性失眠神經生理的＂過度激發＂病理，除了中樞神經系統的過度激發，也有研

究指出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和失眠病理的關聯，早先由 Monroe (1967) 提出生理激發與失

眠間的關聯時，就指出在瞭解其病理機制上，過度的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可能對睡眠造成

不良的影響，他的研究指出睡前 30 分鐘與睡眠時期，睡眠不良的患者會有較高的心跳

率與體溫。而 Vgontzas 等人 (1998) 藉由腎上腺測量皮質素 (Adrenocorticotrophin，簡稱

ACTH) 與可體松 (Cortisol) 等荷爾蒙的測量，發現失眠患者的 24 小時可體松水準與整

體清醒時間有顯著地正相關，而正腎上腺素與階段一的比率有趨近顯著的正相關  

(p=0.063) 而與慢波睡眠 (slow-wave-sleep，簡稱 SWS) 的比率有趨近顯著的負相關 

(p=0.074) ，這證實了長期失眠與壓力系統之間的關聯。Bonnet 等學者 (1997) 則延續此

想法，認為長期失眠患者普遍提升的心跳率、體溫、心陳代謝率等生理激發指標，背後

可能都是反應其潛在「交感神經系統」的過度活躍。Bonnet 等人後來使用＂心跳變異率＂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分析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原發性失眠患者在各個睡眠階段的交感神

經系統活躍程度均顯著地高於控制組，而副交感神經系統活躍程度則是顯著地低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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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這也證實了其想法 (Bonnet & Arand, 1998) 。而 Bonnet 提出的失眠過度激發理論 

(Bonnet & Arand, 1997) ，認為原發性失眠患者的主觀睡眠抱怨與相關症狀，是反應其背

後激發系統的過度活躍而非睡眠系統 (恆定系統) 的問題，Bonnet 等人認為降低交感神

經的活動或者提升副交感神經的活動是改善原發性失眠的關鍵，包括可以改善客觀的睡

眠 (Bonnet & Arand, 1999) 與主客觀睡眠評估差異 (Bonnet & Arand, 1994,1997) 的現象。  

第三節、原發性失眠的恆定機制失調病理 

     除了過度激發理論，恆定機制的失調 (homeostatic dysregulation) 被認為是另一個可

能影響失眠病理歷程上的重要因素。Pigeon 與 Perlis (2006) 透過回顧過去恆定系統相關

的研究，認為恆定機制的失調可能是維持原發性失眠現象的重要因素。他們舉出下列幾

項，與正常睡眠者比較原發性失眠患者傾向表現出的特性，第一、原發性失眠患者的

SWS 的量與比例的減少。第二、儘管原發性失眠患者經常經驗到睡眠不充足與感到疲

倦，然而當研究使用「多重入睡時間檢查」 (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簡稱 MSLT) 來

評估原發性失眠患者的嗜睡度或睡眠趨力，並未發現其有表現出睡眠趨力的增加 

(Bonnet & Arand, 2000) 。第三、當對原發性失眠患者進行整夜的睡眠剝奪時，Stepanski

等人 (2000) 發現儘管原發性失眠患在前測時其 MSLT 值明顯高於正常組 (反應較低的

睡眠趨力) ，然而接受睡眠剝奪後其 MSLT 的嗜睡度與正常組則會有同等幅度的增加，

這顯示原發性失眠患者的恆定機制需要在強大的促發下才會產生作用。第四、當接受整

夜的睡眠剝奪時，正常受試者在恢復性睡眠會有慢波活動 (0.5~4.75 Hz) 增加的現象 

 (Dijk et al., 1993) ，然而原發性失眠患者相較於正常組其 SWS 比例的增幅是較弱或甚

至缺乏的，而這被推論是原發性失眠在恆定機制作用上可能失調的證據之一 (Step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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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0) ，因為患者缺乏足夠的睡眠趨力因而使其不易進入或維持長時間的睡眠。當

然上述現象，同時也可以由過度激發的觀點來解釋，因為過度激發也可能會導致 MSLT

評估時入睡時間的增加與 SWS 的減少 (Bonnet & Arand, 2000) 。然而 Pigeon 等人以

Bonnet 的操弄咖啡因水準模擬失眠的研究為例 (Bonnet & Arand, 1992) ，指出雖然該研

究透過操弄個案的激發水準成功模擬出失眠相關症狀，然而當該操弄持續到了第七天，

原先許多的效果 (包括總睡眠時間、MSLT 入睡時間) 均恢復到了正常水準。因此，Pigeon

等人推論若缺乏恆定系統的失調，或許單純短期的過度激發尚不足以導致原發性失眠的

產生。 

第四節、原發性失眠的認知行為治療 

雖然失眠困擾是常見的健康抱怨之一，但患者實際求助醫療協助的比例卻是偏低

的，僅有不到 15%的長期失眠患者會接受專業治療。而現今醫療系統對失眠患者的治療 

主要仍是以安排做藥物治療為主 (Mellinger, Balter & Uhlenhuth, 1985) ，可能原因之一是

對於醫療人員與患者來說藥物治療在時間上較能快速發揮功效，然而長期而言藥物治療

其臨床功效會隨著時間逐漸失去，且長期服用有造成患者成癮與產生副作用的風險 

 (Riedel et al., 1998 ) 。而失眠的認知行為治療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insomnia，

簡稱 CBT-I) ，是針對失眠的心理及行為病因而設計的整合性治療模式，已有不少研究

證實在失眠的治療上，CBT-I 在短期間是與藥物的治療效果相似的，而在長期的追蹤之

下，會發現其效果是優於藥物的治療方式 (Smith, Perlis, Park, Smith, Pennington, Giles & 

Guysse, 2002; Morin, Colecchi, Stone, Sood & Brink, 1999) ，此外也有研究顯示在提供充分

說明 CBT-I 與藥物對於長期失眠的治療過程與背後理念下，患者與其床伴對於 C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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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度會比藥物治療來得高 (Morin et al, 1992) 。CBT-I 包含一種或多種下列的技巧：

睡眠限制法、放鬆訓練、刺激控制法、認知治療、睡眠衛生教育，在整個治療過程中可

以透過這些技巧介入失眠患者的各項心理因素，進而影響其神經生理機制，達到改善患

者睡眠的目標。以下簡介其各項主要治療技巧。     

「睡眠限制法」 (sleep restriction therapy) 背後的介入理念是認為，原發性失眠患

者主要的問題出在其恆定系統功能的不彰與晝夜節律系統的失調，而這與患者常常試著

使用過度躺床來彌補其睡眠的不足的錯誤因應行為有關 (Kales et al., 1976) 。因此施行

方式是根據患者過去的睡眠記錄去制訂目前適當的睡眠時間以減少其白天或夜間過度

躺床的習慣，這樣一方面可以促進其恆定機制增加其睡眠趨力，另一方面也減少患者清

醒或過度激發與睡眠情境的連結，進一步也提升其睡眠效率 (Spielman, Saskin & Thorpy, 

1987) 研究顯示限制睡眠是 CBT-I 有效果的重要成分之一，而這也會導致個案的 SWS

增加 (Hoch et al., 2001; Lichstein et al., 2001) 。 

「放鬆訓練」 (relaxation training) 則是聚焦於降低失眠患者的激發系統過度活躍狀

態，過度激發的狀態有可能顯現在認知層面讓某些失眠患者容易感到睡前思緒無法停

止，或者顯現在身體層面讓某些患者會抱怨感到身體緊繃難以放鬆，透過放鬆訓練能夠

促進認知的平靜與身體的放鬆，以減少睡前激發系統對睡眠恆定系統的影響，進而縮短

入睡時間，達到改善失眠的效果，常用的技巧包括：漸進式肌肉放鬆法、腹式呼吸法等。

漸進式肌肉放鬆法，是透過次序性的拉緊與放鬆身體各個主要肌肉群，來達到降低肌肉

緊繃程度的目的。腹式呼吸法則是透過讓患者覺察自身的呼吸形態，並藉由轉變患者急

促短淺的胸式呼吸習慣成為緩慢而深沈的腹式呼吸以達到放鬆效果。相關研究顯示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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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能降低患者的入睡時間、提升睡眠效率 (Carlson & Hoyle, 1993; Means, Lichstein, 

Epperson & Johnson, 2000) 。 

「刺激控制法」 (stimulus control therapy) 是根據古典制約的原理，針對打破失眠

患者睡眠情境與過度激發狀態的制約連結，與重建睡眠狀態與睡眠情境的連結以達到改

善患者失眠問題的目的。實際的介入方式，包括透過與患者討論調整其睡眠行為，包括

睡不著時要離開睡眠情境，有睡意時才返床睡覺，不要在睡眠情境從事除了睡眠以外的

行為，藉由這些行為減少患者過度激發狀態與睡眠情境連結的機會，能夠減少激發系統

對於睡眠的干擾以促進睡眠品質 (Bootzin & Epstein, 2000) 。 

「認知治療」 (cognitive therapy) 則是以改變或緩和患者與失眠相關的不合理信念

與自動化思考為標的，由於原發性失眠患者長期的失眠困擾使其對於睡眠形成了一些不

當的認知信念，這會導致其在情緒上過度焦慮，行為上則是可能採用不適當的因應行

為，而使患者的激發系統過度活躍，睡眠恆定系統無法有效發揮作用，進而影響睡眠品

質。因此藉由找出在患者失眠問題中關鍵的不合理想法，與其討論並引導其不合理想法

以較為合理的角度來面對睡眠，進而減緩其過度的憂慮，因而減緩激發系統活躍程度以

改善其睡眠問題。研究也顯示失功能的認知與較多的情緒困擾和較嚴重的失眠抱怨有關 

 (Edinger et al., 2000) ，而改善這些認知確實能改善睡眠 (Edinger et al., 2001) 。 

「睡眠衛生教育」 (sleep hygiene education) 則是透過改善患者影響睡眠的不當行

為 (如：不規律睡眠作息、假日補眠) 、生活形態 (如：刺激性物質的使用、運動習慣) 、

不良睡前行為 (如：睡前做引發激發的活動) ，以減少其對睡眠的影響。雖然一些原則

有點類似常識或教條，但其實這些行為與習慣都有可能是會影響到患者睡眠的神經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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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進而導致其產生失眠問題的關鍵，譬如：白天補眠可能會影響患者的恆定系統而使

其睡晚上不易入睡 (Hauri, 1991) ，而刺激性物質的使用 (譬如：咖啡因) 則有可能增加

其激發系統的過度活躍狀態，使其正常睡眠機制受到干擾而不易入睡 (Bonnet & Arand, 

1992) 。因此藉由與患者討論解釋其相關不良行為和各個生理系統之間的關連與其如何

影響到其睡眠，可以使患者較能確實配合改變不良行為習慣，達到改善睡眠的目的。 

儘管已經有許多關於 CBT-I 的研究證明其療效，然而大多數研究仍著重於主觀的

評量，儘管主觀測量較為貼近個案的主觀感受與臨床對失眠的定義，然而對於想要進一

步瞭解神經生理機制與失眠改善之間的關連，客觀睡眠結構與相關生理的測量與分析是

不可或缺的，瞭解失眠患者前後測的神經生理變化，有助於釐清 CBT-I 對於影響失眠改

善背後關鍵的療效機制。過去研究中，可以看出認知行為治療法反映在客觀生理指標上

的療效，Jacobs 等人 (1993) 使用行為治療的方式介入前後，發現失眠組入睡前的 Beta

波 (高頻率閾值=30Hz) 顯著地下降。而 Hoch 等人 (2001) 則是在對老年失眠患者 (年齡

大於 70 歲) 進行分組治療，發現接受睡眠限制法治療的這組患者其 Delta 波活動於整夜

顯著地增加 30%且效果維持超過 24 週以上，但是另一組只接受睡眠衛生教育的患者則

無此現象。近期 Cervena 等人 (2004) 則是對 9 位原發性失眠患者進行為期 8 週的 CBT-I，

發現其治療前後的療效會反映在慢波活動 (0.5~4.75Hz) 的增加，與 Beta 波 (16~30Hz)  

、Sigma 波 (12~16Hz) 活動的減少上，而睡眠結構中的階段二、SWS、REM 等睡眠階段

的時間也均有顯著地增加。 

第五節、研究目的 

儘管至今已經有不少關於 CBT-I 相關的療效研究，然而在神經生理與病理方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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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生理系統進行探究的研究並不多。從前面文獻探討可以知道中樞及自主神經系統

的激發以及恆定系統等生理機制與失眠之間可能有所關連，而患者的心理行為因素也會

透過對各項生理系統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其失眠問題，因此瞭解原發性失眠患者接受

CBT-I 前後神經生理系統的變化與療效之間的關連性，有助於釐清影響失眠改善背後的

關鍵機制，進而對於改善或開發失眠相關的治療技巧有所貢獻。本研究欲探究失眠患者

的中樞神經激發系統、恆定系統、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經系統等與失眠有關的不同

生理系統於患者接受 CBT-I 前後的變化，並探討其變化與各項主客觀睡眠評估指標改善

間的關聯。研究中以腦波頻譜分析中的 Beta-1 波 (14~20Hz) 、Beta-2 (20~35Hz) 活動來

測量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激發程度，而 Delta 波 (0.5~2.5Hz) 來測量患者的恆定系統活

動強度。心跳變異率分析的指標則用來測量交感神經系統與副交感神經系統活動程度。 

由文獻探討可知 CBT-I 對於原發性失眠患者失眠問題的改善是有效果的，且 CBT-I

各技術會透過對神經生理機制的影響改善患者的睡眠，因此研究者形成以下對本研究的

假設與預期：(1) 原發性失眠個案於接受 CBT-I 前後，其各項主客觀睡眠評估指標會有

顯著改善，包括：失眠嚴重度的下降、主觀入睡所需時間的下降、主觀總睡眠時間的提

升、主觀睡眠效率的提升、客觀入睡所需時間的下降、客觀總睡眠時間的提升、客觀睡

眠效率的提升。(2) 原發性失眠個案於接受 CBT-I 前後各項生理系統均有顯著改善，包

括反應在中樞神經激發系統活動的測量指標 Beta-1 波、Beta-2 的下降，恆定系統強度的

測量指標 Delta 波的提升，交感神經的活動則會反應在其心跳變異率分析相關指標的下

降，副交感神經活動則會反應在其心跳變異率分析相關指標的提升上。此外，為了進一

步確認有無治療效果會反映於生理系統的改善上，研究者將個案區分為有療效組與無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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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組，研究者預期有療效組相較於無療效組在上述各生理系統指標均會有顯著地改善。

(3) 原發性失眠個案於接受 CBT-I 前後生理系統的改善程度與主客觀睡眠評估指標的改

善程度會有顯著的正相關，至於特定的睡眠評估指標的改善與特定生理系統改善之間關

連的大小與是否達顯著，研究者以探索性研究的角度並不預設特定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