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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討論 

   本研究欲探究原發性失眠患者的中樞及自主神經系統的激發以及恆定系統於原發

性失眠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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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瞭解 CBT-I 對患者不同生理系統的影響，與此影響與療效間的關連。以下

就本研究結果進行討論。 

第一節、CBT-I 的療效 

    由本研究的主觀療效指標來看，顯示 CBT-I 對於原發性失眠患者的失眠問題有顯著

地改善，包括：主觀失眠嚴重度、主觀入睡所需時間、主觀睡眠效率均有顯著地改善，

這與過去的研究是一致的 (Morin, Colecchi et al., 1999) 。除此之外，在主觀的激發程度

上，大多數原發性失眠患者的主觀知覺仍以認知激發為主 (認知激發平均 21 分，身體

激發平均 15.38 分) ，而這也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 (Lichstein & Rosenthal, 1980) ，而本

研究也看出患者在接受完 CBT-I 後其認知激發與身體激發等主觀激發程度均有顯著地

改善。由這些結果可以看出 CBT-I 對於改善原發性失眠患者的主觀睡眠困擾是有幫助

的。 

客觀療效指標方面，本研究個案於接受 CBT-I 後客觀入睡所需時間、入睡後清醒的

時間有顯著地降低，顯示在客觀指標上證實 CBT-I 有助於患者降低入睡所需時間，與減

少半夜再醒來的機會。然而其他的 PSG 指標結果，則與明顯的主觀療效結果顯得較為

不一致，包括客觀睡眠效率、客觀睡眠總時間、睡眠結構均未看出顯著的改善，這樣的

結果也與過去相近的研究結果不一致，有研究顯示原發性失眠患者於接受 CBT-I 後，其

客觀入睡時間有顯著地下降，客觀總睡眠時間、客觀睡眠效率則是顯著地提升，而 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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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EM 等睡眠結構也會有顯著地增加 (Cervena et al., 2004) 。推測造成這樣不一致結果

的其中一項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並未直接去控制「初夜效應」 (First night effect) 此

一混淆變項對結果所造成的可能干擾，所謂初夜效應指的是個案於第一晚接受 PSG 檢

查時傾向於睡得比平日來得差 (Agnew, Webb & Williams, 1966) ，而 Hauri 等人 (1989) 則

進一步指出此效應對於某些失眠患者來說呈現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意即他們第一晚接

受睡眠實驗室的 PSG 檢查時反而會睡得比平日還要好，他稱之為「反初夜效應」 (Reverse 

first night effect) ，這是因為這些長期失眠患者平日與睡眠情境的不良制約並沒有延伸到

睡眠實驗室。雖然本研究透過事後排除 2 位表示實驗室睡眠與平日睡眠差異較大者，嘗

試減緩初夜效應對結果的影響，但這並非意謂有直接地去控制初夜效應的整體影響性，

因此推測本研究於前後測各測一個晚上的 PSG，可能無法如實反應個案平日典型的睡眠

形態，因此從 PSG 結果上就無法看到如同個案主觀感受到顯著睡眠品質的改善。此外，

由於多數失眠患者原本可能即有過度躺床的習慣，而 CBT-I 的其中一個要素睡眠限制法

是以縮短患者過度躺床的時間為介入標的，這會導致患者睡眠效率的提高但未必會反應

在總睡眠時間上，因為該介入會讓患者待在床上的時間與機會縮短了，因此研究者預期

的治療效果會反應於睡眠效率的提升，但未必是睡眠總時間的增加，事實上本研究的客

觀療效指標，除了入睡所需時間有明顯縮短之外，睡眠效率也有趨近顯著地改善 

(p=0.061) 。 

第二節、生理指標前後的改變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各項生理指標，除了後半夜階段二的 Delta 波有顯著地提升之

外，其他生理指標前後測均無明顯差異。這似乎反應本研究個案於前後測 PSG 夜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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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激發系統、恆定系統、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經系統，整體而言並無顯著的改變。

若進一步，將個案區分為有療效組與無療效組來看，有療效組也僅在後半夜階段二的

Delta 波有顯著地提升與後半夜 NREM 的 HFn.u.有顯著下降，其他睡眠階段則與無療效

組一樣均未達到顯著差異。此結果與研究者原先所預期的並不相符，以 Perlis 的失眠神

經認知模式預測失眠患者的主觀睡眠抱怨現象，會因為中樞神經系統激發的下降而會有

顯著改善，而 Bonnet 的失眠過度激發理論則可預期失眠患者睡眠的改善應會反應在交

感神經系統的下降與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提升上。而以治療成分來看，CBT-I 裡的放鬆訓

練即是針對降低患者激發系統過度活躍為介入標的，而 CBT-I 裡認知治療也有藉由改變

患者失功能信念達到減緩患者情緒激發的功效 (Edinger et al., 2000, 2001) ，然而本研究

的個案雖然主觀睡眠已有顯著改善，且 PSAS 中的得分也反應出主觀上身體激發與認知

激發均有顯著地下降，但是客觀生理激發系統的指標卻未看到顯著的改變。另外，恆定

系統在過去 CBT-I 相關研究中也顯示治療後會有顯著的提升，特別是睡眠限制法有助於

促進恆定系統的功能提升患者 SWS 的比率與 Delta 波 (Hoch et al., 2001; Lichstein et al, 

2001) ，然而本研究的恆定系統整體而言並未有顯著改變，僅單一的後半夜階段二 Delta

波指標有顯著上升可能未必有明顯意義。而上述結果也並未因進一步對個案以主觀療效

的有無來分組，而使得生理系統指標的顯著改善效果能在＂有療效組＂中彰顯。因此針

對本研究不符合預期的結果，討論分析如下。首先，由於本研究的生理分析均是取自個

案於 PSG 晚上所測量的生理記錄，然而由於受到初夜效應的影響，受試者在 PSG 夜晚

測量到的未必能反應其平日睡眠的改變，這可能也使得即使有顯著地主觀療效與進一步

使用主觀有療效組進行分析，卻無法因此在客觀生理指標上顯現出研究者預期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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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研究探討分析認為造成初夜效應背後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焦慮 (Hauri & 

Olmstead, 1989) ，由於原發性失眠本身即可能對於睡眠環境較一般人來得敏感，因此當

面臨新的睡眠情境時所產生的過度焦慮狀態會導致初夜效應的產生，因此研究者推論當

這樣的焦慮狀態出現時也會導致本研究在測量中樞激發系統、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

經系統、恆定系統的生理指標時受到影響，使得研究者原先預期的顯著差異效果因受到

干擾而無法顯現。第三、以 Perlis 的失眠模式來預測，失眠患者高頻率腦波的下降會與

其內在異常的認知活動改善有關，而這樣的下降會反映於患者主客觀睡眠評估差異的減

少關聯上，因此或許個案 PSG 當晚的主客觀睡眠評估差異並無顯著地改善，然而由於

本研究的主觀睡眠評估指標測量的並非個案 PSG 當夜的睡眠，因此無法像 Perlis 直接使

用主客觀指標的相減來評估此指標，也由於本研究的主觀測量與客觀測量並非反應個案

同一天晚上的睡眠形態，這也可能是導致主客觀療效不一致的可能原因之一。第四、本

研究的樣本數有限，其實從個案的前半夜與後半夜各個階段，皆可看出 Beta1 波、Beta2

波的整體平均值是前測大於後測，而 Delta 波的整體平均值則是後測大於前測，均合於

研究者預期的效果方向，然而可能由於樣本數的侷限使得整體差異與效果無法顯著呈現

出來，不過從過去的相關研究來看，若能控制住初夜效應等相關混淆變項，個案數其實

並不需要過多即可以看出 CBT-I 對客觀睡眠結構與生理指標的改善，以 Cervena 等人  

 (2004) 的研究為例，該研究對 9 位原發性失眠患者進行 CBT-I，受試者於前後測階段

均接受連續兩個晚上的 PSG 檢測，且研究者也會監控受試者第二晚 PSG 前 16 小時的白

天活動狀態，以避免個案有白天睡覺的行為產生，分析均採用第二晚的資料，結果顯示

個案其 Beta 波 (16~30 Hz) 、Sigma 波 (12~16 Hz) 顯著地下降，Delta 波 (0.5~4.75 Hz)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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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提升。                                       

第三節、生理系統改變與各項主客觀睡眠評估改善間的關聯 

腦波指標方面，本研究除了前半夜 SWS 的 Beta-1 波的下降與客觀睡眠效率的提升

達顯著正相關，是符合研究者原先的預期之外。其他達到顯著的腦波指標變化與主客觀

睡眠評估指標改善間的關聯，是與研究者預期方向相反的。在主觀睡眠評估指標上，失

眠嚴重度的改善與後半夜階段二的 Delta 波的降低有顯著正相關 (r=0.486, p<0.05) ，而

主觀入睡所需時間的改善與前半夜 SWS 的 Beta-1 波的降低則有顯著負相關 (r= -0.662, 

p<0.01) 。客觀睡眠評估指標上，入睡所需時間的改善與前半夜 REM 的 Delta 波的降低

有顯著正相關 (r=0.601,p<0.05) ，且與該階段的 Beta-1 波降低有顯著負相關 (r= -0.515, p< 

0.05) 。除了，上述睡眠評估指標的關聯外，其餘指標的改善與 Beta-1 波、Beta-2 波、

Delta 波的變化間並無顯著的關聯產生。上述的結果，似乎反映出背後的激發系統的下

降與恆定系統的提升，與各項主客觀療效的改善並無顯著關聯，即使有關聯也是相反效

果的。這與研究者原先預期的結果並不符合，因為以 Perlis 的神經認知模式來看，中樞

神經激發系統的改善可以改善患者內在過度活躍的訊息與知覺處理歷程，而這可以減緩

患者於睡眠中容易被外在刺激干擾與低估自身睡眠時間或高估入睡所需的現象，因此中

樞神經激發系統的下降與主、客觀睡眠品質的改善應有顯著的正向關連。此外，研究者

也預期恆定系統的改善是與睡眠品質的提升有關連，因為恆定系統的改善會增加患者的

睡眠趨力與提升深度睡眠。針對此不符合預期的結果，討論分析如下：首先、在主觀睡

眠評估指標上，由於本研究的主觀睡眠評估指標並非反應個案 PSG 夜的睡眠，加上初

夜效應而導致患者於 PSG 夜的睡眠與平日睡眠結果可能有所不同，因此造成其相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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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無法顯著，此外由於失眠患者本身對情境的敏感性，可能使得患者對於實驗室的睡眠

情境相較於自己平日熟悉的睡眠情境容易產生焦慮，且不排除部分主觀睡眠顯著改善的

失眠患者相較於未有明顯改善的患者對於睡眠情境可能更加地敏感，這可能使其初夜效

應干擾更加嚴重，導致反而於 PSG 夜的睡眠睡得較差，使某些結果的相關方向與研究

者的預期是相反的。第二、而客觀睡眠評估指標上，由於過去 Perlis 研究中探討的高頻

率腦波與主客觀睡眠差異現象的關連，主要是以前三個 NREM 循環 (cycle) 為主，相關

理論針對於 REM 中的高頻率腦波與睡眠指標的關連的探討是較為缺乏的，因此在本研

究中 REM 所顯現出的腦波變化與客觀睡眠評估指標改善間的顯著性關聯是否有其意

義，需要進一步理論去探索。此外也不排除是其他未控制的混淆變項干擾的結果， 

Krystal 曾經比較自己對於失眠患者的腦波研究結果與 Merica 的研究結果，Merica 的研究

發現失眠患者相較於控制組在 NREM 與 REM 會有較多的高頻率腦波活動，然而 Krystal

的研究並未顯示在 REM 會有此差異，雖然確切原因仍不明但 Krystal 推論其中一個可能

的假設是 REM 的快速眼動對腦波結果的干擾，因為快速眼動在陡升與陡降之際所包含

的高頻率與低頻率成分可能對腦波造成干擾 (Krystal et al., 2002) ，因此不排除本研究於

REM 中的顯著相關也可能是和該時期 EOG 對腦波的干擾有關。此外，研究者也發現在

前半夜的 REM 有一筆資料是屬於極端值，該個案其 PSG 平均入睡所需時間從 53.5 分鐘

下降至 7 分鐘，而其 Delta 波的相對功率則是從 78.77 下降至 48.75，當將此單一極端值

剔除，原本客觀入睡所需時間改善與 Delta 波下降間的顯著正相關即消失，且相關值由

正轉變成負值，因此這樣的相關有否可能只是因為其他未控制住的混淆變項造成極端值

對結果的汙染，而非真實反映個案生理系統變化與睡眠評估指標的關聯，是值得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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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的。 

心跳變異率分析方面，結果顯示 LF/HF 的下降在前半夜的 NREM 與後半夜的 REM

均與 ISI 總分的改善有顯著地正相關，這反應了交感神經活動的下降與整體失眠嚴重度

的改善有顯著的關連，這也證實了 Bonnet 等人 (1997) 所認為降低交感神經激發程度是

改善失眠患者主觀失眠感受的關鍵，雖然可能因為初夜效應的干擾而導致前後測的交感

神經活動的改變並未達到顯著水準，然而透過相關分析可看出其改變的幅度與失眠嚴重

度的改善是有顯著相關的。而 CBT-I 裡許多的治療成分均可能使患者的交感神經系統下

降而改善其失眠，最直接以激發系統為介入標的是放鬆訓練，而刺激控制法則是有助於

減少患者與睡眠情境形成不當激發狀態制約的機會，認知治療也可透過減緩患者失功能

信念而減緩其情緒激發的機會，這均有助於患者的交感神經系統於睡前不易處於過度活

躍的狀態減緩激發系統對睡眠的干擾。因此，CBT-I 對於原發性失眠患者交感神經系統

的減緩，可能是使患者失眠嚴重度改善的關鍵。同時也看出雖然同樣是反應過度激發的

現象，然而交感神經系統激發改變與失眠嚴重度改善間的關連並未反應在中樞神經激發

系統的變化上，這也支持 Perlis 等人 (2001b) 曾提出進一步將生理激發系統區分出皮質

激發 (cortical arousal) 、身體激發 (somatic arousal) 的概念，因為雖然一樣是＂過度激

發＂的現象但中樞神經激發系統與交感神經系統激發的變化與療效改善的關聯未必是

一致的，此外也不排除中樞激發系統對初夜效應的干擾，反應較為敏感的可能性。 

     綜合本研究結果，顯示原發性失眠患者於接受 CBT-I 後主觀失眠困擾是有顯著的

改善，而交感神經系統的下降與其失眠嚴重度改善有顯著關聯，顯示 CBT-I 對於原發性

失眠患者交感神經系統的減緩，可能是使患者失眠嚴重度改善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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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限制與未來方向 

    綜合上述，本研究證實了失眠患者接受 CBT-I 治療的主觀療效與部分客觀指標的療

效，和交感神經系統與失眠嚴重度改善之間的關聯，然而其他結果並無研究者預期的顯

著效果或者是與研究者的預期方向相反，而這樣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出自於本研究的限

制。因此以下檢討本研究的限制與提供未來相關研究可參考的方向，第一、本研究雖然

排除掉 2 位表示 PSG 睡眠與平日差異較大的個案，然而並未直接地控制初夜效應的影

響，若考量長期失眠患者本身即比正常人更易焦慮與敏感，可以透過讓個案於實驗室連

續測量 2 晚 PSG 並只分析其第 2 晚的資料，以控制實驗室情境對個案初夜效應的影響，

方能反映其現實真正的睡眠狀況；第二、本研究並未控制個案 PSG 記錄前白天的活動，

雖然研究者均會提醒受試者於接受 PSG 檢測前需保持正常作息與不使用咖啡因等刺激

性物質，然而本研究並未實質掌握個案 PSG 前一天的白天活動狀況，這也會使得整體

研究的變異性增大，若受試者白天有小睡或者參與激烈的體育性活動或者飲用咖啡因飲

料等行為，均可能會影響到其 PSG 夜的客觀生理檢測結果；第三、本研究的樣本數不

足，雖然整體而言，個案的 Beta 波平均值在各階段後測均低於前測，而 Delta 波平均值

則是後測均高於前測，然而由於樣本數不足導致其差異並無法達到顯著，以目前結果估

計總共約需 44 名個案，方可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差異效果；第四.雖然本研究分別於前測

與後測階段，使用主觀睡眠指標與客觀睡眠檢測，然而主觀睡眠評估與客觀睡眠評估並

非評估個案的同一個晚上的睡眠形態，加上初夜效應的影響，會使得兩種評估方式的結

果差異更趨加大，因此較好的方式是同時亦能蒐集個案 PSG 當夜的主觀睡眠評估；第

五.由於生理系統彼此間並非完全獨立，彼此間會有交互影響，而 CBT-I 的介入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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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多項技術，而本研究並未對不同的治療技術進行分組介入，因此未來相關研究若欲

探討原發性失眠不同生理系統與療效的關聯，建議針對不同生理系統介入的治療策略來

進行分組研究，或許可以更清楚地釐清相關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