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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少年的睡眠障礙領域，需要考慮與評估的

面向非常多元，其中包含青少年的家庭與居住環

境狀態、青少年過去的神經發展狀態、目前的生

理、情緒與行為狀態、平常的學習與認知能力、

平常日與假日的睡眠型態差異、以及過去曾經為

了睡眠障礙所做過的調整與努力 (1)。也因為相對

複雜，因此在做相關評估時，最重要的是需要花

上一定時間做病史的詢問與整理。而臨床上面臨

的挑戰在於，除了青少年表達症狀的能力不一定

足夠外，青少年常見的睡眠障礙與原因也與成年

人常見的原因不同，因此許多由家長轉述的症狀

也不一定能切中問題。作者希望透過本文提供醫

療人員在評估青少年睡眠障礙這個領域上能夠更

加得心應手。

過去的一百年裡，不論是兒童或者青少年的

睡眠時間都逐漸減少 (2)。其中，對於青少年族群

而言，不論是睡眠的長度與品質都非常重要。已

有明確的實證資料認為，品質不佳的睡眠對於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學業表現，危險行為，甚至自

殺行為的出現都有明顯的相關性 (3)。門診中並不

容易客觀評估青少年的睡眠品質，但青少年每晚

的睡眠長度以及是否出現睡眠債 (假日需要很長
時間的補眠 )則相對容易了解，因此不論是臨床
醫師、學校單位、以及家長都至少應該嘗試從睡

眠長度這個議題切入評估，正常情況之下，青少

年應儘量能有8-10小時的睡眠時間。然而，根據
一個大型的回顧研究，比較全世界20個國家，

發現15-18歲青少年在週一到週五的上學時間，
歐洲學生大約每天睡眠500分鐘，美國學生大
約每天睡眠450分鐘，亞洲學生則大約每天睡眠
400分鐘。週末假日時，歐洲學生大約睡眠600
分鐘，美國學生大約睡眠570分鐘，亞洲學生則
大約睡眠530分鐘 (4)。亞洲青少年明顯較少的睡

眠時數，也讓青少年學生時常出現白天嗜睡、上

課遲到、與身心壓力。因此了解相關青少年睡眠

時數的危險因子與處置方式對於第一線面對青少

年的醫療人員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能力。

近年來，青少年的失眠問題日益嚴重，在

15-18歲為主，女性比男性多，且在亞洲更加明
顯。可能的原因包含電子螢幕過晚使用、過度的

咖啡因攝取、以及學業壓力等都可能是相關原因
(5)。根據2015年一項大型的統合分析研究顯示，
對於青少年的睡眠狀態而言，良好的睡眠衛生是

一個保護因子，而科技產品的使用、咖啡因、尼

古丁、酒精的使用則是危險因子 (6)。臨床上，大

部分青少年因為在學校出現過度嗜睡被認為是夜

間睡眠狀況不佳而前來就醫，其中有一小部分的

青少年是罹患猝睡症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症，因此

臨床醫師在問診時需謹記此鑑別診斷，必要時轉

介睡眠中心安排進一步檢查。另外有一大部分青

少年是罹患嚴重程度不等的焦慮與憂鬱病人，但

以失眠症狀作為主訴就醫。此外臨床上常見青少

年因嚴重的睡眠節律延後，出現白天就學嗜睡而

前來評估，但被醫師當成是失眠來處理，這部分

需要特別留心，慎重評估與小心的診斷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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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評估青少年的睡眠狀態，建議除了問診

之外，可以使用低成本的睡眠日誌，要求病人帶

回家中紀錄，藉由多天的實際紀錄，除了讓醫師

更能了解病人真正的睡眠狀況，病人也可以藉由

每天的紀錄過程提醒自己那邊沒有做好。最近的

研究資料建議，如果利用睡眠日誌評估青少年的

睡眠情形需要至少完整記錄5天以上週間在學的
睡眠狀態，才有機會真正了解病人在上學日的睡

眠情形。內容包含紀錄者整晚的躺床時間，總共

花多久時間才睡著，以及粗估的睡眠總時數紀錄
(7)。實際在台灣的臨床操作則可於門診提供病人

一張A4雙面的睡眠日誌，可輕易的收集病人總
共14天包含週間與週末的睡眠狀態，並在兩週
後請病人回診當面討論與評估。臨床實務中，也

可讓青少年病人配戴睡眠腕錶或其他相關達醫療

監測等級的穿戴式裝置，做進一步的客觀生理狀

態評估與驗證。

青少年日夜節律延後的調整策略

地球的運轉，透過白天與黑夜的轉換，定

義一天為24小時，長期演化之下，人類也跟著
有平均約24.2小時的日夜節律。基本上，每個人
的日夜節律長度是固定的，但隨著年紀的增長與

變化，日夜節律的相位會有所改變。在青少年階

段，整體的相位會略為延後，大約在20歲左右
又會回到較為貼近一般24小時的作息，而在老
年時，整個相位又會跟著往前。因此常常可以聽

到青少年很容易會晚睡晚起，老年人則大多早睡

早起。然而，因為青少年正值最重要的就學階

段，因此假若出現嚴重的日夜節律相位過度延遲

(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DSPD)，很容易因
此出現上學遲到、白天容易打瞌睡的情況。根據

不同國家的流行病學統計，因日夜節律延後而導

致生活困擾的青少年，可能有大約3-10%不等的
比例 (8)。

目前認為造成DSPD的成因是多元的，可能
是病人體質上就有比其他人更長的日夜節律，

或者白天的活動量過低，睡前運動量過大 (9)，夜

間睡眠的驅力太小，對夜間燈光反應過大或者

夜間燈光過強，以及畏懼白天的陽光或者白天

接受的光度不足，甚至本身基因型 (PER1, PER2, 

CLOCK genes)表現都有可能造成病人出現嚴重
的DSPD而影響生活 (8)。

因為可能造成青少年DSPD的原因非常多，
因此處理上的策略也更需要依照病人的狀況做個

別規劃。根據作者過去的臨床經驗與文獻的回顧
(8,9)，建議處理的大原則為提早入睡與提早起床。

提早起床的達成難度較低，可以優先使用，並且

保持平日與假日同步，處理方式簡介如下：

1. 詳細病史詢問，了解病人24小時作息，並區
分平常日與假日作息是否不同。

2. 邀請病人返家紀錄睡眠日誌，且合併睡眠腕錶
配戴。

3. 確診DSPD後（晚睡晚起，白天嗜睡，夜間
清醒警覺度高），依照病人目前的生理睡眠時

段，設定合適的起床時間，並要求病人需要固

定起床時間（假日也需儘量與平常日同一時段

起床）。

4. 考慮拿掉窗簾或者換成透光窗簾，或起床後使
用2500-10000 Lux的光照機照射，2500 Lux約
照射120分鐘，10000 Lux約照射30分鐘，但
照射過程皆不可直射眼睛，避免造成危險。

5. 起床後馬上安排一定強度的體能活動。
6. 睡前2小時減少所有可能提升警覺度的因子
（電子產品使用、刺激性飲料、燈光使用、運

動）。

7. 睡前5小時使用褪黑激素0.3-5 mg（目標每天
入睡時間前調15-30分鐘，每週目標前調30-60
分鐘，目前台灣並無販售通路，暫不推薦使

用）。

8. 時間療法 (chronotherapy)：若真正入睡時間與
預計入睡時間差距4小時以上，建議每天順延
2-3小時睡，直到時間回到預計入睡時間後固
定；若真正入睡時間與預計入睡時間差距4小
時以內，建議每天提早15-30分鐘睡，直到時
間回到預計入睡時間後固定，此方式需要病人

與醫師密切的配合與追蹤，且調整的過程中病

人可能會較為不適並影響白天學業與工作，以

青少年而言，建議於寒暑假時間再行嘗試。

學業壓力對青少年睡眠的影響與處置策略

青少年正值學習的黃金時光，很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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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可能因為升學的準備與夜間的輔導課而犧

牲掉不少白天小睡與夜間睡眠的時間，也有可能

因為本身的日夜節律相位延後，因此需要費盡心

力才能趕上每天早上7點多的上課時間。普遍而
言，台灣的青少年多有睡眠缺乏的問題，而睡

眠、學習、記憶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

良好的睡眠可以讓學習記憶深化並讓隔天有

更好的學習表現，過去的統合分析研究呈現一致

的證據，發現在青少年階段若出現睡眠剝奪的情

形，對於青少年的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與
記憶鞏固 (memory consolidation)上會有明顯負
面的影響 (10)。這兩項能力，正是學習階段中的

青少年最需要的認知能力。然而，學業壓力甚大

的亞洲青少年，週間學習每晚的睡眠時間卻平均

少了歐洲青少年約100分鐘 (4)，因此睡眠與青少

年學習的議題非常值得所有相關第一線的臨床醫

師、家長、與老師注意。

陸續有國外政策性或實驗性的延後25-60分
鐘的早上到學校時間，根據統合分析的結果顯

示，青少年學生整體因此週間每晚增加25-77分
鐘的睡眠時間。其中也有部分研究指出，青少年

學生延後到校時間，其白天嗜睡、咖啡因使用、

與憂鬱情緒都有因此改善 (11)。近期新加坡的研究

也發現，延後45分的到校時間，對於青少年的
睡眠生理以及白天整體表現都有顯著的改善 (12)。

因此策略性的略為延後早上到校的時間可能是改

善青少年睡眠狀況的其中一個方式。

在台灣甚至亞洲，無可避免的，一定要探討

學業壓力與睡眠的關係。作者團隊過去曾經在北

部某高中做一橫斷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
高中三個年級總共收案757名學生，其中高三同
學在評估的當下有69名已經完成大學的甄試或
申請，199名仍在準備大考。研究結果發現，有
60.9%的高中受試者每天超過午夜12點才睡覺，
平均的睡眠時間約為6小時。而高二與高三的學
生有近三成出現白天嗜睡的狀況。而已經完成

學校申請的69名高三受試者仍然有60.9%的比例
會超過午夜12點才睡覺，且亦有30.4%出現較高
的白天嗜睡情形。但這69名高三生在憂鬱量表
與睡眠品質量表的評估上有最好的表現，正在準

備考試的199名高三生則有最差的憂鬱量表分數

(13)。由作者團隊的研究可發現，就算是已經完成

大學申請的高三學生，在相對學業壓力較低的狀

況下，仍然有很高的比率會超過午夜12點才就
寢，且白天仍有一定比例的嗜睡狀況，因此評估

青少年白天在學校嗜睡的情形或處置需要更個別

化的評估與討論，而非單純以學業壓力作考量。

青少年的白天嗜睡與學習在亞洲許多國家都

獲得相當的重視，近來許多國家的研究都建議，

遇到有白天嗜睡狀況的青少年，最快速且可見成

效的方式是請青少年利用在學校的時間做短時間

的補眠。近來有一個韓國的研究邀請睡眠缺乏的

韓國高中生，依序讓學生在白天學習階段有5、
10、20、與30分鐘的補眠時間，而後進行執行
功能的測驗評估，發現休息20分鐘的組別有最
好的執行功能成績 (14)。另一個新加坡團隊設計

了一個兩週的研究，將青少年分成三組比較，一

組青少年是每天睡滿9小時，另外兩組是睡眠剝
奪的青少年（週一到週五每晚睡5小時，週末假
日給予夜眠到9小時，隔週又恢復到每晚睡5小
時），但其中一組能夠在學校每天下午2點後有1
個小時的補眠時間。透過攜帶型的睡眠檢查儀器

評估生理狀態並有專業心理師評估認知功能，結

果發現，每天睡滿9小時的組別有明顯最好的認
知功能測驗成績，另外兩組睡眠剝奪的青少年，

有小睡的組別在認知功能表現上比沒有小睡的組

別來好，兩組在週末的補眠都可以改善整體的狀

態，但若隔週繼續每晚只睡5個小時，第二週認
知功能的下降會比第一週更加明顯。因此研究的

結論認為，儘管每天小睡與週末補眠可以改善睡

眠剝奪青少年的認知功能，但仍然無法取代充足

的夜眠，且只要持續呈現睡眠剝奪，下次遇到同

樣強度的認知測驗會退步得比之前更快 (15)。在台

灣目前極大升學壓力的情況之下，許多青少年學

生與家長恐怕並無法接受每天晚上減少學習時間

而增加睡眠的時間，假若青少年學生出現白天嗜

睡且學業成績在熬夜後反而退步的情形，則應提

供青少年與家長目前的實證資料，並建議從增加

白天短暫休息次數開始，進而延長夜間睡眠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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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與青少年睡眠障礙

一般而言，對於青少年的睡眠障礙治療，

藥物的使用上須要相當謹慎小心，且青少年鮮少

出現單純的失眠障礙，多半合併有焦慮與憂鬱情

緒，甚至可能有其他重大精神疾病初發的可能，

建議適時轉診給專科醫師。其中，臨床上最常見

的導致突發性的睡眠障礙是因為適應障礙合併的

焦慮憂鬱情緒。臨床醫師應仔細了解就診青少年

生活狀況，評估是否出現被霸凌、性侵、學業競

爭壓力或家庭重大變故，才能更客觀性的決定是

否需要短期或長期給予藥物治療，但不論給予藥

物與否，都應慎重的與青少年本人以及家長共同

討論。

以目前的實證研究資料而言，睡眠障礙是否

可以作為預測未來憂鬱症狀的發生還需要更多的

文獻支持，但假若青少年已經有憂鬱症狀，很高

的機率會合併有明顯的睡眠障礙 (16)。此外，近

期的統合分析研究指出，在控制憂鬱因子之下，

單純只看青少年的睡眠長度發現到可能是青少年

出現自殺意念、自殺計畫、與自殺行為的獨立因

子。最安全的睡眠時數為8-9小時，過長與過短
都不好，每1小時的睡眠長度差距可能影響11%
的青少年自殺計畫風險 (17)。

藥物上，以目前最常使用於睡眠障礙的鎮

靜安眠藥物benzodiazepine(BZD)而言，近期瑞
典的研究團隊發表了一個大型的流行病學研究，

該團隊分析了0-24歲的瑞典族群，發現到第一
次開立BZD藥物給青少年 (12-17歲 )病人的醫師
比率為家庭醫師 (primary care)25.4%、其他非精
神專科 (如小兒科與內科 )醫師34.6%與精神科醫
師39.9%，且有75%的病人除了使用BZD外同時
還被處方其他的神經精神藥物，且有30%的病
人被處方BZD超過6個月。而其中最常見的幾
種合併疾病為焦慮症、憂鬱症、適應障礙、與

物質濫用。根據該資料庫顯示，瑞典青少年階

段 (12-17歲 )最常被處方的前三名鎮靜安眠藥物
依序為diazepam(42.7%)、zopiclone(37.9%)、與
zolpidem(26.4%)(18)。因此處理青少年的睡眠障礙

應仔細評估其情緒狀態與相關神經精神合併症，

儘量避免長期使用相關藥物，必要時轉介相關專

科醫師作進一步評估。

2018年出版的 ICD-11將遊戲成癮 (gaming 
disorder)列為一個正式診斷。隨著網路發展，網
路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確實有部分青少

年在就學階段花費過多的時間於社交網路與網路

遊戲當中，台灣國衛院團隊利用嚴謹的診斷標

準，近期發表了台灣本土青少年網路遊戲成癮的

比率約略為3.1%(19)。相關狀況的青少年因為過度

沉溺於網路遊戲當中，導致出現睡眠障礙、睡眠

節律延後、多夢易醒、以及人際關係與情緒障礙

等。處理相關的議題，往往不是醫師端單一角色

可以處理，目前的實證研究都認為相關障礙最好

的處理其實是「預防」(20)。預防的方式包含提供

青少年多元且有益身心健康的舒壓活動，並提升

青少年與家長及導師的溝通管道，培養青少年對

於生活以及未來的目標規劃，學校建立缺曠課預

警與學習檢視系統等。以醫師的臨床服務而言，

通常都是青少年開始出現過度使用網路遊戲與社

群媒體，且合併有學業退步以及睡眠與情緒困擾

時，才由家長陪同前來就醫。醫師應協助評估來

診青少年病人的核心問題，並與青少年、家長、

學校代表共同研析改善的方案，依照個案狀況提

供個別化的治療對策 (20)。

結  語
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絕大部分青少年

白天嗜睡且學習狀態不佳，是能透過仔細的病史

詢問與行為的調整達到明顯的改善。部分精神與

睡眠病人可能需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適當的使

用睡眠日誌、轉介睡眠中心、或利用穿戴式裝置

檢測可以提供臨床醫師更多客觀的資訊。

致謝： 作者特別感謝蔡明潔心理師與宜蘭縣凱旋
國中張謝玲老師協助提供專業意見。

參考文獻

1. Becker  SP,  S ido l  CA,  Van Dyk TR,  e t  a l . :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of sleep/wake patterns 

in relation to child and adolescent functio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Sleep Med Rev 2017;34:94-



16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2019, Vol.62, No.10

542

121.

2. Matricciani L, Olds T, Petkov J: In search of lost 

sleep: secular trends in the sleep time of school-

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leep Med Rev 

2012;16:203-211.

3. Shochat  T ,  Cohen-Z ion M,  Tz isch insky  O: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inadequate sleep in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Sleep Med Rev 

2014;18:75-87.

4. O lds  T ,  B lunden  S ,  Pe tkov  J ,  e t  a l .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x, age, geography and 

time in bed in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of data 

from 23 countries. Sleep Med Rev 2010;14:371-

378.

5. de Zambotti M, Goldstone A, Colrain IM, et al.: 

Insomnia disorder in adolescence: Diagnosis, 

impact, and treatment. Sleep Med Rev 2018;39:12-

24.

6. Bartel KA, Gradisar M, Williamson P: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for adolescent sleep: a meta-analytic 

review. Sleep Med Rev 2015;21:72-85.

7. Short MA, Arora T, Gradisar M, et al.: How many 

sleep diary entries are needed to reliably estimate 

adolescent sleep? Sleep 2017;40.

8. Micic G, Lovato N, Gradisar M, et al.: The etiology 

of 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Sleep Med Rev 

2016;27:29-38.

9. Richardson CE, Gradisar M, Short MA, et al.: 

Can exercise regulate the circadian system of 

adolescents? Novel impli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delayed sleep-wake phase disorder. Sleep Med 

Rev 2017;34:122-129.

10. Kopasz M, Loessl B, Hornyak M, et al.: Sleep and 

memory in health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a 

critical review. Sleep Med Rev 2010;14:167-177.

11. Minges KE, Redeker NS: Delayed school start 

times and adolescent slee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Sleep Med Rev 

2016;28:86-95.

12. Lo JC, Lee SM, Lee XK, et al.: Sustained benefits 

of delaying school start time on adolescent sleep 

and well-being. Sleep 2018;41.

13. Chen TY, Chou YC, Tzeng NS, et al.: Effects of 

a selective educational system on fatigue, sleep 

problems, daytime sleep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in Taiwan. 

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2015;11:741-750.

14. Kang K, Choi J, Hwang HJ, et al.: A twenty-minute 

nap boosts the planning domain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sleep deprived late adolescents. J 

Sleep Med 2017;14:18-22.

15. Lo JC, Lee SM, Teo LM,et al.: Neurobehavioral 

impact of successive cycles of sleep restriction 

with and without naps in adolescents. Sleep 

2017;40.

16. Lovato N, Gradisar M.: A meta-analysis an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Sleep Med Rev 

2014;18:521-529.

17. Chiu HY, Lee HC, Chen PY,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 leep durat ion and su ic ida l i ty  in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

response  meta-ana l ys i s .  S leep  Med Rev 

2018;42:119-126.

18. Sidorchuk A, Isomura K, Molero Y, et  a l . : 

Benzod iazep ine  p rescr ib ing  fo r  ch i ld ren ,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from 2006 through 

2013: A total population register-linkage study. 

PLoS Med 2018;15:e1002635.

19. Chiu YC, Pan YC, Lin YH.: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ten-Item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test and 

prevalence estimate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mong adolescents in Taiwan. J Behav Addict 

2018;7:719-726.

20. 葉啟斌：SOS，3C成癮怎麼辦，初版，台北，大

塊文化，2015:5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