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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受試者 

本研究以台安醫院、耕莘醫院等台北地區北部教學醫院失眠門診的病患為主要對

象，經由門診醫師初步篩選並轉介。除此之外，也以網路或書面宣傳的方式招募參與

CBT-I 的原發性失眠個案，自民國 94 年 12 月至 97 年 6 月，共計 20 位符合本研究條件

的個案全程參與研究，另外排除 2 位於前後測夜間睡眠檢查時，表示其該夜睡眠與平日

睡眠差異較大的個案，故最後進入研究分析的個案共 18 位。所有招募的個案均接受研

究前的初步晤談，晤談人員利用半結構式失眠評估問卷、MINI 國際神經精神科面談  

(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台灣版 2.0.0 等會談工具，篩檢睡眠與精神疾

病或其他重大生理方面的問題，以確認為符合研究標準的個案，會後再予以安排接受多

頻道睡眠記錄 (Polysomnography，簡稱 PSG) 的檢查。 

本研究收案的標準如下： 

(1) 符合 DSM-Ⅳ＂原發性失眠症＂的診斷標準，即患者抱怨有入睡困難、或有維

持睡眠的困難、或睡眠無恢復性等情況，此問題持續一個月以上，並造成臨床

上重大痛苦，或損害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領域的功能。 

    (2) 學歷為國中以上。考量參與研究過程中，需要進行團體交流與填寫問卷， 

       理解力佳者較能勝任團體中的家庭作業與維持團體進行的順利。 

    (3) 年齡在 18~60 歲之間。  

(4) 無其他嚴重的心理或精神方面疾病。 

(5) 個案目前無重大身體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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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案目前無酒精/藥物濫用。 

(7) 個案非從事夜班工作或輪班工作者。 

(8) 個案有意願接受 CBT-I，並且在過程當中願意配合相關的要求 (不使用藥物、

按規定時間作息、不飲用咖啡/酒精) 。 

另外，受試者在接受完 PSG 的測量後，若發現是屬於睡眠呼吸中止症、週期性肢

體抽動障礙等非原發性失眠的睡眠疾患，也會予以排除。 

第二節、程序 

前測階段. 每位個案在初步會談時會予以填寫問卷包括：「睡前激發狀態量表」、

「失眠嚴重度量表」、「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等量表，在確認為研究個案後會給予記錄

一週的睡眠日誌，並在一個月之內安排進行治療，此外在治療前兩週內會安排一個晚上

PSG 的檢查。上述測量的結果作為研究的前測值。 

治療階段. 本研究的 CBT-I 的內容是根據原發性失眠的心理病理為基礎設計，主要

以團體治療的形式進行，整個治療流程為期 7 週，共進行 6 次的治療，前五次治療為每

週一次，最後一次課程則是間隔兩週，每次團體治療時間為 2 小時。團體治療的進行皆

由受過睡眠醫學訓練的臨床心理師或諮商心理師擔任團體領導者，或者受過睡眠醫學訓

練的研究生在接受督導下帶領團體。 

整個 CBT-I 團體設計內容，簡介如下:  

(1) 第一次：領導者引導成員進行自我介紹，並介紹團體規範。然後在討論完各自

的失眠問題後，領導者開始介紹失眠可能的病因模式與影響失眠的神經生理機

制 (包括：恆定系統、晝夜節律、激發系統，與這些系統如何作用影響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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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最後予以家庭作業，包括填寫「我的失眠病因模式」 (讓成員返家運用團 

體提及影響睡眠的因素與神經生理機制等概念，應用於瞭解與建構自己失眠的 

形成模式) ，與填寫睡眠日誌。 

(2) 第二次：領導者邀請成員分享上次家庭作業中各自建構的失眠病因模式，並進

行討論。接著領導者介紹助眠的行為技術，包括：睡前助眠行為、刺激控制法、

睡眠限制法等助眠方法的原理與實行原則並進行討論。接著領導者介紹腹式呼

吸法的原理與練習原則，並在領導者引導下成員當場進行腹式呼吸與調整呼吸

速率的練習。團體最後予以家庭作業，包括執行助眠行為技術，與每天 2 次的

腹式呼吸與調整呼吸速率的練習，和填寫睡眠日誌。 

(3) 第三次：領導者邀請成員分享各自返家助眠行為技術的執行狀況，並進行討

論。接著領導者介紹漸進式肌肉放鬆法的原理，然後在領導者的引導下成員當

場練習漸進式肌肉放鬆法。接著領導者介紹晝夜節律系統與睡眠的關連，並運

用這些概念教導成員如何穩定或調整睡眠的晝夜節律。團體最後予以家庭作

業，包括執行助眠行為技術，與每天 2 次的漸進式肌肉放鬆法練習，和填寫睡

眠日誌。 

(4) 第四次：領導者邀請成員分享返家助眠行為技術與調整晝夜節律的執行狀 

況，並進行討論。接著領導者介紹助眠藥物，包括助眠藥物的種類、使用原則、 

減藥策略等相關概念。接著領導者介紹成員認識常見的睡眠疾患。團體最後予 

以家庭作業，包括執行助眠行為技術，每天 2 次的腹式呼吸法與漸進式肌肉放 

鬆法的練習，和填寫睡眠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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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次：領導者邀請各位成員分享返家助眠行為技術與放鬆訓練的執行狀況並

進行討論。接著領導者向成員介紹直接放鬆法，並當場帶成員進行練習。接著

領導者介紹認知信念與睡眠間的關連，教導成員認識自己特定的想法與信念如

何影響自身的行為與情緒並進而影響到睡眠與相關生理系統。團體最後予以家

庭作業，包括執行助眠認知行為技術，每天 2 次的直接放鬆法練習，記錄影響

睡眠的信念，和填寫睡眠日誌。 

(6) 第六次：領導者邀請各位成員分享返家助眠行為技術與放鬆訓練的執行狀況， 

並進行討論。接著在領導者引導下進行失眠認知行為技巧的整體回顧與討論， 

與討論失眠復發的可能處理原則。 

    後測階段. 每位結束完治療的研究個案，在第七週結束治療後再次填寫與前測相同

的問卷與睡眠日誌，並在治療結束後的兩週內安排一個晚上的 PSG 檢查。所測得的數

據做為後測值。 

第三節、研究工具與測量 

    PSG 的檢查. PSG 是對於個案整夜睡眠的電生理監控，透過腦電圖 

(electroencephalogram) 、眼動圖 (electrooculogram，簡稱 EOG) 、肌電圖 (electromyogram，

簡稱 EMG) 來測量，所得到參數提供判斷睡眠階段的必要資訊。本研究頭部電極的黏

貼方式，採國際 10-20 腦波電極配置法 (Jasper, 1958) 腦電圖的電極位置包括 C3、C4

和 O1、O2、參考電極 A1、A2、Cz。另外，還測量心電圖 (electroencephalograph，簡稱

EKG) 、脛部肌電圖、血氧飽和度、鼻腔氣流 (用來排除睡眠呼吸終止症、週期性肢體

抽動障礙的可能性) ，上述的生理記錄會記錄於磁碟，取樣頻率為 200 Hz，記錄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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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極的阻抗值皆為 5KΩ以下。而睡眠記錄的階段分析，乃由接受專業訓練與督導

下的研究人員以每 30 秒為一個期間 (epochs) ，根據 Rechtschaffen & Kales (1968) 等人的

準則來評判腦波與睡眠階段。開始入睡 (sleep onset) 的定義，乃出現連續兩個期間的階

段一或者出現一個階段二、三、四或 REM。研究中所測量的客觀睡眠指標的定義為： 

(1) 入睡所需時間 (sleep onset latency，簡稱 SOL) ：關燈到開始入睡的時間。                

(2) 總睡眠時間 (total sleep time，簡稱 TST) ：由關燈到開燈之間，所有的 REM 與 

NREM 的時間。 

(3) 睡眠效率 (sleep efficiency，簡稱 SE) ：總睡眠時間/躺在床上的時間 (即關燈到 

開燈之間) 。 

本研究藉由上述方式算出其客觀總睡眠時間、客觀入睡所需時間、客觀睡眠效率等

睡眠評估指標。 

腦波的分析. 蒐集到的腦波原始資料，會透過 REMbrandt 軟體 (Medcare Co., Iceland)

數位化轉成 EDF 檔，並進一步以 Brain Vision Analyzer 1.05 軟體 (Brain Products Gmbh) 進

行腦波的頻譜分析 (Spectral Analysis) 。本研究以 2 秒為分析的區間 (periods) ，1 秒為

重疊區間，並排除受干擾或清醒的區間來做頻譜分析。本研究參考 Perlis (2001a) 等人

的研究使用 Beta-1 波 (14-20Hz) 、Beta-2 波 (20-35Hz) 來反應中樞神經系統的激發程

度，Delta 波 (0.5-2.5Hz) 則反應睡眠恆定系統的強度，因此頻譜功率將被區分成下列

各個波段 (band) ，包括：Delta 波 (0.5-2.5Hz) 、Beta-1 波 (14-20Hz) 、Beta-2 波 

(20-35Hz) ，分析並量化每個波段的頻譜功率 (單位：μＶ²) 之後，將每個區間的結果

平均，並做進一步地＂相對功率＂的計算，意即最後會以個別波段功率除以總頻譜功



 20

率 (0.5~125 Hz) 以控制個別差異所造成的影響 (Perlis et al., 2001a; Krystal et al., 2002)，

最後的輸出值乃以 C3、C4 為主並且取其平均，即[C3/A2 + C4/A1]/2。進一步，本研究

會將整夜頻譜分析結果，由關燈到開燈整夜睡眠記錄時間的一半，分成前半夜、後半

夜，並依此按照睡眠階段階段一、階段二、SWS、REM 來進行分類。 

心跳變異率的分析. EKG 的原始資料取樣頻率為每秒 200 個樣本，研究者將所收集

到的 EKG 資料透過 REMbrandt 軟體 (Medcare Co., Iceland) 轉成 ASCII 檔，並以 MATLAB

軟體 (The MathWorks, Inc. Natick MA) 所寫的程式來做頻譜分析，由於取樣頻率的不足

可能會造成後續偵測 R 峰的不穩定而影響頻譜，文獻建議理想取樣頻率應在 250~500 Hz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1996) ，而本研究使用的程式會透過重新取樣將取樣頻率由 200Hz 轉成

500Hz，再透過程式自動偵測出 EKG 中每個 QRS 複合波中的 R 峰，並進一步經由人工

校正 R 峰後，以每一個分析區間進行快速傅利葉轉換 (Fast Fourier transform) 的頻譜分

析，雜訊干擾或有激發干擾較為嚴重的區間會被排除，分析區間採用公認的標準化心跳

變異率分析時間單位 5 分鐘為一單位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1996) ，透過整合特定頻率範圍

的頻譜功率，分析出的下列各參數，其中總功率 (total power，簡稱 TP) 為 0~0.5 Hz，高

頻率 (high frequency，簡稱 HF) 為 0.15~0.5Hz 的部分，低頻率 (low frequency，簡稱 LF) 為

0.04~0.15Hz，超低頻 (Very low frequency，簡稱 VLF) 為 0~0.04Hz。HF 被認為反應副交

感神經的活動，至於 LF 的部份 0.04~0.15Hz 則是反應了交感神經活動和副交感神經活動

的共同狀態有關 (Akselrod, Gordon, Ubel, Shannon, Barger & Cohen, 1981) ，因此本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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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交感神經活動程度時，是使用 LF/HF 的值來代表 (Malliani et al., 1996) 。而推論副

交感神經活動程度時，為了減少總頻率變化對於 HF 絕對值的影響，則是使用正規化的

高頻率頻譜功率 (normalized unit of the HF，簡稱 HFn.u. ) 代表，即 HF/ (HF+LF) (Busek et 

al., 2005) 。進一步，本研究會將整夜頻譜分析結果，由關燈到開燈時間整夜睡眠記錄時

間的一半，分成前半夜、後半夜，並依此按照 REM 、NREM 來進行資料分類。 

MINI 國際神經精神科面談 (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除了轉介醫

師的篩選轉介，為了能在短時間對病患相關的精神疾病做更有系統與正確的問診以篩選

適當的研究個案，本研究使用 MINI 國際神經精神科面談 台灣版 2.0.0 (台北精神醫學

會，民 90) ，MINI 原本係根據 DSM-Ⅲ-R 和 ICD-10 的診斷準則所定，隨後隨著 DSM-

Ⅲ-R 改版為 DSM-Ⅵ時又再度修定，共有 17 個題組，包含 25 個第一軸的診斷。所有的

診斷均先藉一或兩題問句來排除或納入考量，運用樹狀邏輯結構，當個案對問句反應

為＂是＂者才繼續深入檢視其他準則。此簡要與快速的結構式診斷面談系統，協助本研

究的晤談者能快速篩檢出個案是否有嚴重的精神症狀。 

失眠嚴重度量表 (Insomnia severity index，簡稱 ISI). ISI (見附錄 1) 是一個自填式問

卷 (Morin, 1993b) ，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失眠患者對自身失眠問題的知覺程度。問卷由 7

項題目組成，採用 5 點量尺，所有題目得分累計後總分由 0-28 分，0-7 分代表沒有顯著

的失眠問題，8-14 分表示失眠問題處於臨界程度，15-21 分表有中等程度失眠問題，22-28

分表有重度失眠。在療效指標方面，有研究指出以 ISI 總分 10 分為閾值可以作為決定是

否患者的失眠症狀已有效改善的決斷值 (Morin et al., 1999) ，因此本研究也依 ISI 總分

10 分為閾值，根據個案後測 ISI 得分是否落於 10 分之內，將個案區分為有療效組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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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效組，並進一步進行相關檢定。國外研究顯示本問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效度研究

結果顯示與睡眠日誌和 PSG 所得的睡眠參數有顯著的中、低 相關 (r=0.32~0.55) (Bastien, 

Vallieres & Morin, 2001) 。問卷的中文版信效度研究 (林詩淳、楊建銘、許世杰，民 95) ，

顯示本問卷有足夠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762) ，能有效區辨失眠者與正常

睡眠者之間的差異，ISI 同時可評估各類型失眠的嚴重程度與整體睡眠品質，本研究將

ISI 總分作為整體的失眠嚴重度指標。  

睡前激發程度量表 (Pre-sleep Arousal Scale，簡稱 PSAS). PSAS (見附錄 2) 主要功能

是用來評估睡前的身體激發程度與認知激發程度，問卷共有 16 題，採用 5 點量表，並

可進一步區分成兩種不同激發形態的分量表，其中身體激發分量表 包含第 1 到第 8 題，

反應評估的生理症狀如心跳、肌肉緊張度、急促呼吸等，而認知激發分量表 包含第 9

到第 16 題，以評估 入睡時的擔憂、心理警覺度、無法停止的思緒等方面為主。從填答

狀況可分別得出身體激發程度分數 與認知激發程度分數，得分越高表示 身體或認知激

發程度越高。研究顯示此問卷的兩個分量表具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Nicassio, Mendlowitz, 

Fussell, & Petras, 1985) ，身體激發分量表之 Cronbach＇s Alpha 介於 0.79~0.84，認知激發

分量表之 Cronbach＇s Alpha 介於 0.67~0.88。 

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簡稱 PSQI). 它是由 Buysse 等人

發展出來衡鑑一般睡眠困擾的自陳量表 (Buysse, Reynolds, Monk, Berman, & Kupfer, 1989; 

見附錄 3) 。主要由 19 個自我評估與 5 個床伴評估個案在一個月內睡眠品質與睡眠困擾

的題目所組成。包括評估主觀睡眠品質、睡眠潛伏期、睡眠持續時間、睡眠效能、睡眠

困擾、助眠藥物使用、和白天失功能。前 4 題為開放式問題，接下來的項目為四點 Li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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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尺，範圍從 1 到 4，分數越高表示睡眠品質越差。本研究取前 4 題，來計算個案的主

觀睡眠評估指標，包括：主觀入睡所需時間 (個案從上床到真正入睡所花的時間，簡稱

SOL) 、主觀睡眠總時間 (個案上床睡覺到早上起床的總時間，簡稱 TST) 、主觀睡眠

效率 (個案真正睡著的時間/主觀躺床總時間，簡稱 SE) 。 

第四節、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10.0

來進行下列統計分析。 

首先，本研究欲檢視原發性失眠患者於接受 CBT-I 前後，其各項主客觀睡眠評估指

標是否有顯著改善，因此研究者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顯著水準定為.05，檢視患者下列

各項主客觀睡眠評估指標，包括：失眠嚴重度分數、主觀入睡所需時間、主觀總睡眠時

間、主觀睡眠效率、客觀入睡所需時間、客觀總睡眠時間、客觀睡眠效率等指標，於接

受 CBT-I 治療後有否顯著地改善。 

第二，本研究欲檢視患者的中樞神經激發系統、恆定系統、交感神經系統與副交感

神經系統等生理系統在接受 CBT-I 治療前後的改變，因此研究者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

顯著水準定為.05，檢視下列各項生理指標，腦波指標 (Beta-1 波、Beta-2 波、Delta 波) 、

心跳變異率分析 (LF/HF 值、HFn.u.值) 於治療前後的改變是否有達顯著。進一步，本研

究會以原發性失眠患者其後測 ISI 分數是否落於 10 分以內，區分為有療效組與無療效

組，去檢定上述各項生理指標於治療前後的改變是否有達顯著，由於考量到分組後各組

個案數變少，故採用無母數統計法「魏氏帶符號等級考驗」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來

檢定，顯著水準定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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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研究以 Perason 相關分析檢視上述各項生理指標的改變與各項主客觀睡眠

評估指標改善間的關連，顯著水準定為.05。所有的生理指標改變與主客觀睡眠評估指

標改善，均是使用前測值減去後測值，所檢視的睡眠評估指標包括：整體失眠嚴重度分

數、主觀睡眠評估指標 (入睡時間、睡眠總時間、睡眠效率) 、客觀睡眠評估指標 (入

睡時間、睡眠總時間、睡眠效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