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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慢性疲勞症候群 (Chronic Fatigue Syn-

drome, CFS) 是近年來逐漸受到大眾及醫療研

究人員注意的一種疾病，其主要的症狀為無法

以其他醫療因素來解釋的疲勞。早期的相關文

獻記載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中，當時美國的神

經學家 Charles Beard將「神經衰弱」(neuras-

thenia)的症狀進行有系統的分類，他所描述的

神經衰弱與現在所稱的CFS非常相似[1]。後來

陸續有零星的個案報告，但是並沒有獲得醫界

注意，因此這一群人一直沒有被詳細的了解，

也沒有受到妥善的治療[2]，而直到近十多年

來，才有研究者慢慢展開較有系統的研究。

CFS在美國的盛行率約為 0.2%[3]，而在日

本的盛行率遠高於西方國家，大約為 1.5%[4]。

在香港曾有研究人員針對主訴為疲勞的門診病

人進行診斷，其中 3%符合 CFS [5]。而在台

灣，李昱等人亦曾針對主訴為疲勞的 100位精

神科及家醫科門診病人，進行CFS的診斷，結

果發現並有沒任何病人符合。李昱等建議應經

由大規模社區調查來正確估計CFS在台灣的盛

行率[6]。

CFS的診斷標準方面，目前有三個被接受

的診斷標準，分別為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7]、英國[8]及澳洲的

診斷標準[9]。三種診斷標準相較之下，美國的

診斷標準比較強調身體上的症狀，英國及澳洲

的診斷標準則相對較強調注意力或記憶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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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10]。

CFS的患者常抱怨廣泛的認知受損，但在

客觀的神經心理測驗並沒有發現嚴重的受損情

形，較一致的發現是CFS病人在處理複雜訊息

時或在時間限制下完成作業時會出現困難的情

形[10-11]。而主觀的疲勞程度往往也和客觀的

神經心理測驗結果沒有顯著相關[12-15]，僅

Joyce 發現主觀疲勞程度的增加與語文流暢度

(verbal fluency) 及空間再認記憶 (spatial rec-

ognition memory) 的下降有中度的相關[16]。

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之一是CFS患者在進行這

些作業時已經主觀上感到疲勞了，但是神經心

理測驗並不夠敏感以反應這樣的受損情形。

神經心理測驗之所以無法顯現出CFS患者

疲勞而導致的認知功能下降的現象可能有幾點

原因：首先，因為神經心理測驗施行的時間多

半不長，可能還不足以誘發疲勞所導致的認知

功能的問題；其次，患者或許已經感受到疲

勞，但其影響還沒有大到在行為反應上呈現出

來的程度。因此，本研究使用簡單而時間較長

的認知作業─警覺作業 (vigilance test)，並

進行 ERPs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的測量，

來瞭解 CFS病患認知能力受損的情形。

過去對於CFS患者在警覺作業的表現上，

大多數研究發現CFS患者在正確率或反應時間

上和健康受試者沒有差異[14,17-20]，但少數研

究則有發現差異。在 Smith[21]及Vollmer-Con-

na[22]的研究中發現 CFS 患者比健康受試者出

現更多錯誤的情形，而且 Vollmer-Conna的研

究中 CFS患者的反應時間長於健康受試者。

過去文獻中也曾有三篇使用ERPs評估CFS

患者的認知功能，結果也是不太一致。Prasher

[23]研究一種病毒感染後的慢性疲勞─Myal-

gic Encephalomyelitis (ME)，記錄 ME進行聽

覺區辨作業時的 ERPs 波形，發現 ME 患者的

N200及P300潛時 (latency)增長。而Scheffers

[24]和 Polich[25]分別使用視覺及聽覺 Oddball

Paradigm 來評估 CFS 患者的認知功能，但發

現 CFS患者在 N1, P2, N2及 P300上皆沒有異

常的現象。因此，關於 CFS患者在 ERPs上是

否有受損仍沒有定論。

然而，過去的研究並沒有探討過CFS病人

在執行時間較長的警覺作業時的 ERPs 反應。

本研究透過警覺作業，讓CFS的患者較可能達

到疲勞的程度，再透過ERPs的測量，探討CFS

患者訊息處理速度上或心智能量上的改變情

形。

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別以 10名CFS患者（4名男性；

6名女性）及 9名健康受試者（2名男性；7名

女性）為研究對象，兩組在性別組成上沒有差

異 ( 2 = .114, df = 17, p = .732)，CFS患者平均

為 32.8 歲，健康受試者 26.7 歲，兩組在年齡

上沒有顯著差異(t = 1.598, df = 17, p = .13)，

且教育程度上亦沒有顯者差異 (t = .448, df

= 17, p = .66)。CFS患者主要是由成功大學附

設醫院家庭醫學部門診轉介而來，依據Oxford

的診斷標準進行診斷[8]。患者的主訴為疲勞，

但是在生理檢查上並沒有發現具體的原因，而

且沒有符合精神疾病的診斷，在睡眠的實驗室

檢查上也沒有發現可能的原因。健康受試者由

報紙廣告招募而來，沒有生理疾病，並且不符

合睡眠疾患的診斷，無精神病史及物質濫用的

情形，並且在組別上以年齡及教育程度上與

CFS患者進行配對。在參加實驗之前，實驗者

會充分告知受試實驗的進行方式及其權利，並

且請他們簽署研究同意書。健康受試者全程參

與研究之後可獲得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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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步驟

受試者一律在上午九點前來參與實驗，以

排除日夜週期對於認知功能及腦電圖 (EEG)的

影響。受試者被安排在一間隔音良好，照明充

足的實驗室內。給予簡單實驗流程的說明之

後，實驗者在受試者頭上戴好收集 EEG 的電

極帽及測量眼動的電極，然後在訊號測試正常

之後，請受試者進行為時30分鐘的警覺作業，

並同時計錄受試者 EEG訊號。

研究工具

警覺作業總共包含 240個刺激，其中有 60

個目標刺激，180個非目標刺激。非目標刺激

的大小為 3X3公分，形狀類似「H」的白色圖

形，目標刺激則是它旋轉 90 度後的樣子，刺

激會呈現在 15 吋電腦銀幕的正中央，刺激的

呈現間隔為 4 到 11 秒，間隔大小隨機變動，

平均呈現間隔為 7.5秒，每個刺激呈現時間為

0. 25秒，總測驗長度為 30分鐘。

受試者需對目標刺激進行按鍵反應，對非

目標刺激則不進行任何反應。資料分析的依變

項包括：反應時間、反應時間的標準差、正確

率、遺漏個數及錯誤反應（對於非目標刺激按

鍵反應）。由於考量隨著時間增加時受試者表

現的改變情形，因此將行為資料分為前、中、

後三段，分別計算出上述的依變項。

腦波的收集係以錫製成的電極帽，根據

10-20 system由 15個標準位置記錄 (O1, O2,

C3, C4, P3, P4, F3, F4, T7, T8, Oz, Cz, FCz, Fz,

Pz)，並且以耳後乳突骨為參考點。而眼動圖

則由置於眼球下方的電極測得，以判斷眼睛移

動造成的干擾。在資料收集時，電阻保持在

10kohms以下。將腦波資料透過增幅器過濾出

0.1 到 100Hz 之間腦波，並且放大 18000 倍

(Keithley DAS -1800 board)，每秒記錄 512個

點。

腦波資料的分析以 Neuroscan 4.1的軟體

(Neuroscan, USA)在收集完成後進行，首先腦

波資料受眼動的干擾依Semilitsch[26]等人發展

出來的方法校正，之後過濾 0.1到 35Hz 之間

的腦波。擷取刺激前 100ms 到刺激後 2000ms

的腦波資料進行分段，並以刺激前 100ms的振

幅為基準進行校正。振幅大於 50 v 的腦波片

段或是出現其他雜訊情形，將不列入後續的分

析。之後才進行腦波片段的平均。

在原來的收案過程中（原CFS患者12名，

健康受試者 12名），由於一名 CFS 患者的資

料過多雜訊，因此沒有進行腦波分析，另外有

1名 CFS 患者及 3名健康受試者的 ERPs 波形

與其他受試的波形相當不同，沒有出現 P300

波形，因此在後續的統計分析之列只採用 10

名CFS患者與 9名健康控制組受試者。另外，

腦波資料的分析亦分為前、中、後三段，以了

解隨著時間的增加，P300波形的變化情形。然

而當將腦波資料分段之後，有 3名健康控制組

的受試者部分區段中腦波片段 (sweep)的數量

不足，無法做ERP波形的分析，因此在包含時

間區段的統計分析部分，只納入 10名 CFS 患

者與 6名健康受試者的資料，其他部分的分析

則包含 10名CFS患者與 9名健康受試者。P300

的測量選擇 Fz、Cz、Pz 三處的電極紀錄，測

量 300-600ms之間振幅 (Amplitude) 的最大值

（頂點至基準線，point-to-baseline），以及

在該點的潛時。另外測量 300-600ms之間P300

波形的區域面積。

統計分析

在警覺作業的行為資料分析方面，為了解

時間的增加對CFS患者進行警覺作業時表現的

影響，分別以反應時間、反應時間的標準差、

正確率、遺漏個數及錯誤反應為依變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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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別） 3（前中後三個區段）的二因子變

異數分析。

在 ERPs 的統計分析上，考量時間的增加

對於CFS患者在進行警覺作業時的影響，首先

進行 2（組別） 2（刺激類型） 3（電極位

置） 3（區段）的四因子變異數分析（CFS患

者 10名，健康受試者 6名）。由於將ERPs資

料分為三個區段分析時會減少可分析的個案

數，可能造成統計檢定力下降，因此另外捨棄

區段因子，進行 2 (組別 ) 2 (刺激類型 ) 3

（電極位置）三因子變異數分析（CFS患者 10

名，健康受試者 9名）。

結 果

警覺作業的行為資料結果顯示，警覺作業

的行為資料的 2（組別） 3（區段）的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在反應時間、反應時間的標準差、

正確率、遺漏個數及錯誤反應上都沒有顯著差

異（P> 0.05）。

平均後的 ERPs 波形如圖 1所示。在振幅

的比較上，2（組別） 2（刺激類型） 3

（電極位置） 3（區段）四因子變異數分析

顯示刺激類型主要效果達到顯著，目標刺激出

現時的 P300振幅顯著大於非目標刺激出現時

的振幅 [ F(1,14)=16.760, p= .001 ]；組別主要效

果則接近但未達顯著，健康受試者與CFS患者

的 P300振幅的差異接近顯著 (F(1,14)=3.636, p=

.077)。區域面積的變異數分析顯示組別主要效

果達到顯著，CFS 患者的 P300區域面積小於

健康受試者 (F(1,14) = 5.400, p = .036)。潛時的

變異數分析顯示CFS患者和健康受試者在P300

CFS PATIENTS CONTROLS

FZ

CZ

PZ

5 µV

0.10 + 0.15 + 0.40 + 0.65 + 0.90

FZ

CZ

PZ

0.10 + 0.15 + 0.40 + 0.65 + 0.90
SEC SEC

Figure 1. Grand average midline comparisons of non-target- and target-elicited ERPs of 10
patients with CFS and 9 healthy controls while they were doing a 30-minute vigil-
ance task. Solid tracing was elicited by target stimulus; broken tracing was elicited
by non-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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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時上沒有顯著差異 (F(1,14) =2.069, p = .172)。

當不考慮時間區段因子，以所有受試者資料進

行 2 ( 組別 ) 2 (刺激類型 ) 3（電極位置）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時，結果符合預期，振幅的

組別主要效果顯著，CFS 患者在中線位置的

P300 振幅上顯著小於健康受試者 (F(1,17)

= 4.692, p = .045)。

討 論

本研究發現CFS患者和健康受試者在警覺

作業的行為資料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在 ERPs

上有差異。以中線位置 (Fz, Cz, Pz) 所測得的

P300來看，CFS 患者 P300的振幅顯著小於健

康受試者，區域面積測量顯著小於健康受試

者，潛時上沒有差異。

目前對於 P300振幅的主要解釋認為它反

應出內在心智對於外在環境訊息改變時的更新

歷程[27-28]，以及與注意力資源投注在作業中

的多寡有關[29]。P300潛時主要與刺激的分類

速度相關[30]。Polich 及 Kok 回顧許多自然或

環境的因素（例如：日夜周期、季節、運動、

疲勞或藥物使用……等）對 P300 波形的影

響，並且提出以激發(arousal)來解釋 P300 波

形，激發可以分為 tonic arousal及 phasic ar-

ousal[31]。tonic arousal 是緩慢改變的，反映

一個人的背景激發程度，例如：心跳、腦波或

內分泌，而 phasic arousal與個體對於外界的

特定刺激的反應有關。Tonic arousal對於ERPs

的改變是全面的，影響所有電極位置所收集到

的 ERPs波形，而phasic arousal的影響是特定

電極位置所接收到的 ERPs波形。

本研究中 CFS 患者的 P300振幅在中線位

置上顯著小於健康受試者，以上述的觀點來解

釋，CFS患者可能在 tonic arousal上低於健康

受試者。CFS 患者的 P300波的區域面積顯著

小於控制組的受試也顯示出CFS病患在接收刺

激後的激發狀態有顯著較低的現象。

本研究的警覺作業，目標刺激和非目標刺

激的比例為 1：3，類似誘發 P300波形常用的

oddball paradigm，但是刺激間隔較長且間隔

大小隨機變動上，是與oddball paradigm的差

異處。Scheffer 的研究中使用視覺 oddball

paradigm，在中線的電極位置的比較上，雖然

組間的振幅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在P300

波形上卻可見到與本研究結果一致的差異方向

[24]。同樣的，Polich 使用的聽覺 oddball

paradigm，在振幅上也是沒有組間的差異，可

是卻在圖形上一致的呈現出在中線的電極位置

健康受試者的幅振大於 CFS 患者的[25]。本研

究可以顯示出組間振幅上顯著差異的一個可能

原因在於作業要求本身長達三十分鐘，中間沒

有任何休息的時間，這與 oddball paradigm分

為三個區段施測，每個區段長約 3-4分鐘是不

同的。這與 CFS患者在 tonic arousal上較低的

推論也是相符的，當CFS患者從事短期的作業

時，可以使用 phasic arousal盡可能補償原來

的背景激發上的差異。在 Prasher[23]的研究

中，CFS患者在標準的 oddball paradigm----音

頻區辨作業上和健康受試者並沒有顯著差異，

但在較困難的音長區辨作業上有顯著差異。因

此，作業難度的增加可能使得原來激發程度不

高但勉強調節的CFS患者出現困難，於是訊息

處理速度下降。Michiels等人曾經探討 CFS患

者在 phasic arousal 的調節上是否有受損情

形，在簡單的作業要求之下 (simple reaction

time task)，並沒有發現受損[32]。因此 CFS患

者的認知抱怨可能來自於一開始的 tonic arou-

sal較低而不是 phasic arousal的調節問題。

Lorist等人以ERPs研究疲勞和咖啡使用的

關係，他們以延長清醒時間的方式操弄疲勞，

發現疲勞組在正確率低於對照組，且在 Pz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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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0振幅小於對照組，而咖啡的飲用可以提升

Pz處的振幅，提高正確率[33]。另外，Kaseda

等人以讓受試者做六小時數學習題的方式操弄

疲勞，結果發現聽覺 oddball paradigm所產生

的 P300波形沒有振幅上的差異，但出現潛時

延後的情形[34]。Smulders（在 Polich,1995的

回顧[31]）的研究中，則發現保持 40小時清醒

狀態的個案在 P300振幅小於沒有睡眠剝奪的

對照組，呈現出整個大腦部位的 P300振幅減

小，而且P300潛時長於對照組。因此，CFS患

者的疲勞與短期操弄（清醒時間或進行算數）

所引發的心智疲勞不同，比較類似睡眠剝奪後

的情形。

臨床意涵

一、本研究發現 CFS患者在 tonic arousal

比健康受試者低的結果，有助於對CFS患者病

理方面進一步的研究，例如探討 tonic arousal

低的生物基礎。

二、本研究對於CFS患者的治療也提供了

新的思考方向，除了原來針對憂鬱、疲勞及疼

痛的所採行認知行為治療及藥物治療外，可重

新針對 CFS患者 tonic arousal較低的特性設計

合適的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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