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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周煌智 1,2 蔡冠逸 1 吳泓機 1 蘇東平 3 周碧瑟 2
本文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與精神醫學相關為主題，而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配合回
顧其他國內外的文獻，闡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歷史源由、診斷標準、可能致因假說以及
不同研究方法學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盛行率、相關（危險）因素的影響，以
進行差異性比較與提出改進的建議。
許多學者從生物、心理與社會環境的不同層面提出影響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的相關
因子，因此，本文依精神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致病因，配合公共衛生對疾病發生的網狀
致因模式，提出影響 PTSD 發生的可能致因假說。另一方面，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盛行率
視調查的方法、對象，研究工具的選擇，診斷系統，調查時間的切入點與災難定義而有所
不同，約有 1.5%-74%不等的差異；因此，未來對災難研究時需要依據目的，選擇能快速
篩檢又具有信效度的工具，並事先規劃做有系統的介入；此外，為與倖存者建立良好關
係，並獲得合作，在兼顧醫學倫理的前提下，提供醫療與服務是必須的；未來可進行的研
究方向則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生物學致病因、復原因素及療效評估與針對災難倖存者
PTSD 盛行率、發生率及危險因素等流行病學進行長期追蹤研究。
關鍵詞：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台灣精神醫學 2006;20:85-103）

與數千人死亡；天然災難則屬發生在公元 2004

前

言

年 12 月 26 日的印尼芮氏九級大地震所引起的
海嘯，造成南亞國家數十萬人死亡，百萬人流

災難（創傷）事件可分人為傷害與天然災

離失所的不幸事件最為嚴重；像這類大小不等

難兩類，前者如火災、車禍、空難、強劫與強

的災難每年影響全世界數以千萬的人口。以中

暴等；後者則有地震、火山爆發、颶（颱）

國大陸為例，每年平均約有二億的人口受到天

風、洪水與海嘯等。台灣近年來兩起較大規模

然 災 難 的 影 響，而 有 數 千 人 死 於 天 然 災 難

的災難，分別發生在公元 1999 年 9 月 21 日的

[1-2]。大部分研究顯示面臨災難或重大壓力

九二一大地震與公元 2003 年威力橫掃全台的

時，個體會顯現較多的心理障礙 (psycholo-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

gical impairment)，甚至精神疾病發生。而常

atory syndrome, SARS)。國外較嚴重的人為災

見與災難相關的精神疾病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難則有公元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在美國紐約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重 鬱

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造成雙子星大樓的倒塌

症、恐慌症、焦慮症與睡眠障礙等，其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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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及重鬱症有較高的比例發生，且彼此的

析盛行，當時的某雜誌編輯 [17] 就以「創傷性

共病性 (comorbidity) 亦高 [3-10]，在這兩者中

精神官能症 (traumatic neurosis) 」作為診斷名

又以 PTSD 發生的比例最高 [3, 6-8, 10-15]；故

稱。Jones et al [18] 研究波斯灣戰爭與波爾戰

發展災難精神醫學時，必須瞭解 PTSD 的來龍

爭 (1899-1902) 的官兵有關戰鬥症候群時，引

去脈。因此，本文以九二一大地震與精神醫學

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皇家醫院研究的資料來做

相關為主題，查詢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配

比較，他們發現：「兩大非明顯由外力造成疾

合回顧國內外的文獻，闡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病分別為：心臟的病態活動 (disordered action

的歷史源由、診斷標準、可能致病因素假說以

of the heart) 以及風濕 (rheumatism) ；當時認

及不同研究方法學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盛行

為前者的病因是因為士兵穿著厚重的裝備長期

率、相關危險因素的影響，做差異性比較，並

行軍，造成血液進出心臟時受到壓迫所致; 而

提出方法學改進的建議。

後者則是濕熱環境所造成 [19]。」
到了二十世紀時，這種症候群已被廣泛討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
歷史源由與診斷準則

論，從早期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近期
的越南戰爭，為數不少的軍人在戰後被觀察到
產生一些症狀，包括抱怨生理失調、失眠與激

Davison [12]在第六版完整性精神醫學教科

躁等無法控制的狀況行為；例如：第一次世界

th

書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6

大戰時，「砲彈休克 (shell shock) 」，「軍人

ed) 中提到：「早在莎士比亞時代，即在亨利

的心臟 (soldier's heart) 」等診斷，當時認為是

三世這本書中提到創傷壓力反應的三大症狀，

士兵無法忍受戰場上的二氧化碳 (CO2) 太多或

與現今的 PTSD 症狀相似；但最早的醫學相關

是分泌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的量超過自身負

文獻則可追溯到美國南北戰爭時代，Silas Weir

荷所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具有這些

Mitchell 觀察參戰的士兵與經歷戰事的婦女

類似症狀的人就被稱為『戰鬥性精神官能症

後，發現他們有創傷壓力反應，且多以酒精與

(combat neurosis) 』[20]；在 1941 年美國波士

鴉片自行治療這些症狀。」稍後，DaCostas

頓一家擁擠的俱樂部發生大火，事件過後有些

(1871) [16] 發現有些外表看似健康的士兵會覺

倖存者變得較神經質 (nervousness)，容易疲

得心臟無力、喘不過氣、頭昏、心悸，甚至覺

倦，且常做惡夢 [21]，也讓人發覺到不僅僅是

得裝備重壓著他，會有胸痛的感覺；因此，就

戰爭，只要是重大衝擊或創傷事件就會對人的

以『關於躁動的心 (On Irritable Heart) 』 來描

精神心理產生影響，於是心理創傷 (psycholo-

述這種症狀。十九世紀初精神分析盛行，認為

gical trauma) 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精神疾病，

這是精神問題所造成，Davison [12] 在第六版

故在公元 1952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 (American

完整性精神醫學教科書撰寫有關 PTSD 的資料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診斷與統計手冊

時就提及了：「Jean Charcot 主張這些壓力源

第一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stressors) 只是病患將過去未解決的衝突帶到

Mental Disorders, First Edition, DSM-I)，就有

意識層面而產生創傷性精神官能症 (traumatic

巨大壓力反應 (gross stress reactions) 的診斷名

neurosis) ；但是 Hermann Oppenheim 卻認為

稱。但直到八十年代 PTSD 才被納入診斷與統

這是器質性問題。」十九世紀末，由於精神分

計手冊第三版 (DSM-III) 的正式診斷之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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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1987 年 DSM-III-R 版中加以修正診斷準
則；1994 年 DSM-IV 加入更嚴謹的限制，而成

PTSD 盛行率與共病性

為目前的診斷標準。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出版的診斷與統計

近十年來，PTSD 已成為許多災難後精神

手冊第四版定義 [22]：所謂「創傷後壓力症候

疾病的議題，且認為 PTSD 是災後最常見的精

群」是指在經歷過一種嚴重創傷事件後，出現

神 疾 病 之 一 [3,6-7,11-14]。Madakasria and

了嚴重、持續、或有時延遲發生的壓力症狀，

O'Brien [28] 是最早在文獻上提及天然災難會

並且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謂之。這些症狀大約

產生 PTSD 的學者，他們發現經過龍捲風侵襲

可以分為三大群： 痛苦經驗再現：包括五個

後的倖存者，PTSD 的發生率高達 59%；這顯

症候群； 逃避反應麻木：包括七個症候群；

示天然災害也會像人為創傷（如：戰爭）一樣

過度警覺：包括五個症候群；合計共有十七

使人罹患 PTSD。然而，災後倖存者 PTSD 的

個症候群。其診斷準則除了必須符合上述嚴重

盛行率卻有極大的差別，從安得魯颶風 (Hurri-

創傷事件與時間外，尚須符合手冊所定的標準

cane Andrew) [29] 過後的 1.5 %到亞美尼亞地

第一項至少有一個，第二項至少有三個，第三

震 [14] 災民的 74%都有（表一）。許多研究顯

項至少有兩個以上，方能定義為創傷後壓力症

示倖存者在災難過後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致

候群。若症狀持續性少於三個月稱為急性，若

病、共病及/或心理失衡狀態 [3,5-9,30-41]。天

達三個月或更久稱為慢性，若是延遲在災難或

然災難後，常伴隨 PTSD 出現的其他精神疾

創傷發生後六個月以上發生者稱為延遲型。

病，包括：重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睡眠障

近代許多學者大規模的研究越戰退伍軍人

礙、物質濫用與人格違常等，其中又以重鬱症

或戰俘後，對 PTSD 有更清楚的發現；例如：

與 PTSD 有高度相關 [3-5,8-10]；相對於天然災

Neylan 等 (1998) 研究了 1,167 位越戰退伍軍

難，因戰爭引起的 PTSD 所常見的其他精神疾

人，發現曾暴露在戰場的退伍軍人常有夢魘

病共病，則以物質濫用、反社會人格違常、體

[23]。Klaus 等 (1992) 評估 124 位曾被關納粹集

化症與憂鬱症居多 [3]。事實上，由於精神狀況

中營的猶太人的精神狀態，發現高達 96%有睡

的複雜性，PTSD 能被不一樣的創傷事件所促

眠 障 礙，其 中 83% 有 夢 魘 [24]。Goldstein 等

發。有許多學者贊成 PTSD 的共病性是原則

(1987) 評估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軍

(rule) 而非例外狀況，也就是說 PTSD 的共病

拘禁的 41 位軍人，發現高達九成有睡眠障礙

是很常見的 [4,10,42,43]。而當有 PTSD 倖存者

與重複惡夢 [25]。亦有學者研究遭受大屠殺的

合併得到恐慌與畏懼症時，是 PTSD 慢性化的

倖存者其夢魘可能持續五十年之久，九成的集

一個重要預測值，且在災難過後比起災難前有

中營倖存者抱怨疲倦、甚至影響工作，八成有

較多的精神病理存在 [5,44]。

睡眠困擾，特別是夢魘 [26]；DeFazio (1975) 發

除了災難後倖存者有較多的精神症狀與心

現 67%的剛自越戰退役的軍人有夢魘 [27]。由

理障礙外，面對高危險及壓力情境下的救災工

於過去的國外研究對象多是以軍人為主，且以

作人員，由於長期置身災害現場目睹傷害與死

DSM-III 為診斷標準的研究，故盛行率都比以

亡，因此比一般人具有較高的精神心理障礙，

DSM-IV 為診斷標準的研究來得高。

需要被注意與處置。在國內的九二一地震調查
顯示：約有 16.7%至 19.3%的救難人員在災後

Table 1. Prevalence of PTSD after 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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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患有一般精神疾患，而有 21.4% 的人具
有 PTSD 的症狀 [33]；Shih 等 [45] 發現從事救
難的女性護理人員認為救難經驗可以強化她們
的護理專業完整性，更瞭解災難照護概念，瞭
解倖存者的需求，增進自己救災能力與瞭解生
命的短暫，而希望過更有意義的生活，引導她
們走向更正向的生命目標。Liao 等 [46] 針對救
難人員的調查則發現救難人員受災難衝擊的影
響，在初期兩個月有一般心理障礙存在，其中
救難人員的「人格特質」與「救難之前的生活
適應」是預測產生心理障礙的兩個重要因素。
在 911 恐怖攻擊過後，大家注意到瞭解救難者
創傷的重要性，以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救災人
員追蹤研究 [47] 顯示:「較年輕者易產生急性
壓力疾患，而在災後 7 個月後，罹患急性壓力
疾 患 者 比 沒 有 罹 患 者 容 易 產 生 憂 鬱（3.93
倍）。曾經在災難現場有高暴露經驗，過去有
災難經驗或者有急性壓力疾患者較易產生
PTSD。此外，有憂鬱症狀的人在災後 7 個月
較容易產生 PTSD（9.5 倍）。」在災後 13 個
月，有憂鬱症的人也比較會同時符合 PTSD 的
診斷標準（7.96 倍）。整體而言，「在災後 13
個月 暴 露 組 罹 患 憂 鬱 及 PTSD 的 盛 行 率 為
40.5%，相對來說對照組只有 20.4%，顯示救災
人員也需要進行積極的精神心理醫療處置
[47]。」

PTSD 的危險（或相關）
因素與可能致病因素假說
當人們罹患 PTSD 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情？為何會造成如此的異常？身心起了什麼樣
的變化？引起人們相當的好奇。有學者提出的
理論是因為外在重大的刺激，造成神經內分泌
的失調 [48,49]；也有學者提出的理論是巨大的
社會變化，和心理層面適應能力無法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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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 [50]，種種的理論不一而足，然而截至目

PTSD 與雙親具有 PTSD 者，其尿液中的可體

前為止仍無一個理論能放諸四海皆準。很多學

松值明顯較沒有上述兩個因素者低，相對地，

者 [2,4,5,7,9,10,31-33,42-44,51-69] 認 為 影 響

具有 PTSD 以外其他精神疾病診斷的倖存者就

PTSD 的危險（或相關）因子有下列許多因

沒有這種現象。具有 PTSD 者除了上述的 HPA

素，以下將分兩部分討論 PTSD 的危險（或相

軸有異常發現外，Gurvits 等 [62] 也發現 PTSD

關）因素及可能致因假說，分述如下：

者比起經歷類似創傷而未有 PTSD 者，有較高
的 陽 性 微 神 經 異 常 現 象 (soft neurological

一、PTSD 的危險（或相關）因素

sign)。另外，Anderson 等 [64] 將壓抑訓練

關於 PTSD 的危險（或相關）因素已有相

(suppression training) 的過程以功能性核磁共

當多的研究討論，以下將依生物性因素、人格

振儀 (functional MRI) 記錄下來，發現壓抑機

特質及社會環境分述之：

轉的執行功能，會動用到前額葉背外側皮質

1. 生物學因素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的活化

Nutt [70] 認為個體會產生 PTSD 主要是神

作用，進一步發現 DLPFC 的活化及海馬迴

經內分泌異常的生物學因素所導致的；因為下

(hippocampus) 的不活化程度與遺忘的程度成

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體 (hypothalamic-pitu-

正相關。以上這些生物學異常發現，暗示著罹

itary gland-adrenal axis, HPA) 軸是主要調節壓

患 PTSD 的人可能因為嚴重的創傷導致某種生

力反應的荷爾蒙系統，當個體面對急、慢性壓

物學缺陷，因此，假使能針對上述的缺陷進行

力源時會改變。例如：Thabet 與 Vostanis [53]

修補，就可以改善 PTSD 的症狀，但這有待進

長期追蹤經歷戰爭創傷的 7-12 歲 234 個兒童，

一步的研究證實。

發現當缺乏進一步的壓力源時，PTSD 反應也

有關於 PTSD 的基因遺傳研究仍然少見；

傾向於降低；因此，假設 HPA 軸異常與 PTSD

Stein 等 [65] 以雙胞胎的志願者作研究，發現

的疾病生理有相關。由於各種不同的壓力常會

具有 PTSD 的症狀者可能有中等度遺傳性，然

活化 HPA 軸，而皮質類固醇 (glucocorticoid)

而單一的遺傳性並無法完整的解釋 PTSD 致

是 HPA 軸的最後產物；因此，許多研究都以

因，因為基因可能也有個別性的差異；例如：

測量它來當作「媒介教唆者 (agents provoca-

人格特質因素會影響受測者對環境的選擇，導

teurs) 」。事實上，不管是持續性的壓力或前

致有不同程度的創傷（如性暴力、飆車而發生

置因子造成皮質類固醇長期的過度分泌，也常

車禍…等）而有 PTSD。此外，女性得 PTSD

會造成包括海馬迴等的大腦結構損傷，特別是

的比例比男性高出一倍以上 [10,72]，這可能跟

抑制 HPA 軸的回饋機制，導致內分泌的異常

女性的人格特質以及對災難、重大事件衝擊的

[71]；例如：Fukuda 等 [61] 研究具有創傷反應

反應程度有關。

者時，發現其血中可體松 (cortisol) 會增加，並

2.人格特質與精神疾病

且當受試者具有『最嚴重的創傷反應』與『強

有學者表示具有依賴型、妄想型及反社會

烈的生活型態改變』時，其血中可體松濃度最

人格特質的人較易有 PTSD [73]，例如：Meyer

高，且有劑量相關 (dose-dependent) 的傾向；

等 [66] 從 46 個住院的精神病患發現：「當急

Yehuda 等 [55] 研究 35 個歷經浩劫倖存者的 24

性精神病發作時，因受精神病症狀的衝擊與強

小時尿液中可體松 (cortisol) 值，發現曾經罹患

制住院因素影響，具有 PTSD 的可能性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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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特別是具有精神分裂病、妄想病症狀以及

的復原，PTSD 的殘餘症狀也會慢慢的消除；

具有憂鬱/焦慮症狀的個體是發展 PTSD 的危險

相對地，有些受到心理傷害的倖存者這種改變

因 子。」另 外，具 有 恐 慌 與 畏 懼 症 可 能 是

會 持 續 較 久，而 且 對 其 心 理 狀 態 影 響 深 遠

PTSD 慢性化的一個預測值 [5,44]，而具有憂鬱

[4,42,43]。因此，本文綜合上述，依精神醫學

症、輕鬱症、反社會人格、懼曠症、畏懼症與

的生物-心理-社會致病因素，配合公共衛生於

恐慌症皆是 PTSD 的危險因子或易與其合併發

探討致病因素時，當多個致病因素造成一種疾

生 [56,67]。

病或一個致病因素造成多種疾病時常用的網狀

3.家庭社會環境

致因模式，提出影響 PTSD 發生的可能致病因

當家族有重鬱症病史或被強暴者較容易發
展成 PTSD [68]，而面臨親密的人突然死亡，

素假說如下：
1.前置因素

也是 PTSD 的危險因子 [9,32,69]。災難工作者

有些個體可能具有某些 PTSD 易致性 (vul-

面 對 死 去 的 朋 友，有 較 高 的 機 會 發 展 成

nerability) 的基因或遺傳性 [65]，或有生物學的

PTSD，且當壓力愈大，發展成 PTSD 的可能性

缺陷 [63]，或是受性別因素 [10,72] 影響，或有

也愈大；特別是在災難初期加入搶救行列的救

某些人格特質，例如：依賴型、妄想型及反社

難人員會有較高比例心理障礙存在，而「過去

會型人格違常 [73]；也有部分個體在成長的過

的生活適應能力」是預測這障礙的因素[46]。

程中，會有不良的家庭教養經驗以及成長創傷

同時，救難人員得到 PTSD 的比例較一般人稍

[33,46,52,55]，也有些人可能長期承受壓力，包

高，但低於受難者 [33,52]。

括經濟、婚姻、工作或其他壓力源 [2,7]；因

其他影響 PTSD 的危險（或相關）因子，

此，當發生重大災難或創傷（PTSD 的必要定

尚包括是否在災後尋求醫療協助 [10]、對創傷

義）時，相對於他人就比較容易罹患 PTSD。

事件暴露的遠近（嚴重度）、有無良好的社會

2.促發因素

支持系統（包括經濟支持與親情關懷）[2,7] 以

具有某些生物學的缺陷、人格特質、不良

及重覆暴露在創傷事件的累積效應皆會惡化或

家庭教養經驗以及成長創傷等危險因素的人

延續 PTSD 的症狀 [53]。

[6,9,32,62,66,69]，當他在經歷到重大災難（如
大地震、空難）或持續性的創傷（如家暴或性

二、PTSD 發生可能致因假說

暴）累積到一定程度，造成個體的生物學異常

綜合上述的文獻結果，當在評估 PTSD 的

[55,61-64,70]，導致 PTSD 發生。或者雖然沒有

發生與嚴重度時，應該瞭解壓力源發生與初始

上述的問題，但這種重大創傷或災難是過去經

症狀發展之間的時間間隔，而且必須小心謹慎

驗所沒有的 [74]，也可能產生 PTSD 的症狀。

去 評 估[51]；這 意 味 著 傷 害 事 件 (traumatic

3.持續因素

event) 應該是事件本身與個體的過去、現在、

得到 PTSD 的個體其症狀可能是暫時性的

及對未來期望，同時也與生物學易致病因素相

或是永久性的，如果是暫時性的，通常是在數

關的複雜互動所致 [31]，而非單一因素所能解

月或數年內當創傷不再持續或發生時，就會慢

釋。對於大部分個體而言，感情、行為、思考

慢的復原 [74]，而這些症狀也會慢慢的消除。

與生物因子失衡是暫時的，通常在數月或數年

但有一些情形會造成創傷無法復原，或是有持

內當創傷或災難不再持續或新發生時就會慢慢

續或加重因素發生 [53]，例如一些持續性的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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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萬餘次的餘震、或是持續性的家暴等），

他精神心理障礙的盛行率調查 [6,7,9,33,79] 以

則會如同電視影像般的持續殘留；由於重複影

及地震後自殺的研究 [80]；3.以研究的主題而

像 (reexperience) 佔據前額葉皮質的功能，可

言，則包括： 發展篩檢量表：包括可以大量

能導致其他認知功能（包括其他的記憶與學習

快速篩檢受試者是否罹患 PTSD 與重鬱症的量

能力）就比較沒有機會被提取出來應用，因

表[8]及翻譯外國 PTSD 診斷量表，並做效度考

此，一些如失憶 (amnesia)、注意力不集中等

驗的文章 [81]；

PTSD 的症狀就會持續發生；這時候生物學的

括 Chou 等 [6,10] 探討社區居民、Hsu 等 [32]

異常，包括海馬迴損傷 [63]、腦中的傳導物質

探討青少年、Liao 等 [46] 探討救難人員罹患精

與神經內分泌路徑就會持續的失衡 [70]，一些

神障礙的危險因素以及 Liao 等 [82] 發現具有

內分泌（如可體松）也會持續產生不平衡的狀

「亞 (subsyndromal) PTSD」及「有高度醒覺

態[55,61]，而變成慢性化的 PTSD，相對地若

症狀 (hyperarousal) 」者會有較高的血清纖瘦

能改善或修補這些缺陷，則罹患慢性 PTSD 者

素 (leptin) 值，顯示 leptin 可做為一個處於過

的症狀可能有機會得到改善。

度警覺狀態者的神經內分泌指標，但仍須進一

探討 PTSD 的危險因素：包

步探討其與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分泌系統

國內學者發表在國際文獻的
研究方法之比較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的 相 關
性；

探討災後倖存者的生活品質：計有 Lin

等 [52] 針對老人地震前後與 Chou 等 [6,7] 針對
震撼台灣的九二一地震發生後，發表在

地震後災民生活品質的變化等三篇文章。

Medline 可搜尋到有關於創傷後精神心理障礙
與生活品質的文章紛紛出爐，截至公元 2004

二、研究差異的比較

年底，以「posttraumatic or post-traumatic or

Green 等 [3] 發現 PTSD 在不同研究所得到

quality」and「Taiwan and earthquake」鍵入

的盛行率會有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創傷經

關鍵詞，計可找到 17 篇文章，除一篇與本文

驗、診斷準則、創傷到追蹤時間或研究方法學

較無關而剔除外，另外有二篇屬於調查救難人

不同等因素所致；例如：評估受影響的族群定

員的文章未搜尋出，但列入本文裡，合計 18

義、取樣的方法不同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83]。

篇文章整理成表二。並依據其研究結果與其他

在本國的研究中，依照不同的選樣方法、研究

國內外學者的發現，進行方法學差異性比較與

工具的選擇、診斷系統、調查時間點的切入與

未來研究的改進措施。

行政資源的投入等皆會影響到盛行率的高低，
所得到的 PTSD 盛行率亦有相當大的差異，以

一、國內研究的分類

下將逐一討論：

這些研究依據其研究對象、目的與主題分

1. 選樣方法：在許多災難的研究裡，僅有少數

類如下：1.以研究對象區分：計有老人 [52]、

的研究是使用社區樣本 [3,6-8,35,36,44]，而

成人 [6-8,75,76]、青少年 [32]、救災人員 [33,

有許多調查 [3,9,13,14,28,29,33,34,79,83-85]

77,78]、懷孕婦女 [34] 與罹難者家屬 [9] 等 12

是使用醫院、避難所及醫療站的病人或特殊

篇；2.以研究目的區分：包括上述的對象 [6-9,

群體如救災人員，作為災難後精神疾病盛行

32-34,75-78] 在災後罹患 PTSD 盛行率調查、其

率估算值，常容易導致取樣偏差 [36]，而使

≧

Table 2. Summary of Chi-Chi earthquake papers related to psychiatry (Medline search throug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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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9,32,33,77] 或精神障礙的盛行率偏高

一樣所致；例如調查精神障礙比例最高的是

[33,79]，因此在引用或發表這類成果時，必

Chen 等 [79] 所做的結果；他們所使用的工

須特別小心說明研究對象與目的以免被過度

具是中國人健康問卷 (Chinese Health Ques-

解讀，進而過度影響政府對政策制訂以及引

tionnaire, CHQ-12)，原 本即非針對災難所

起民眾不必要的恐慌。不過，為了提供對特

發展的量表，且僅顯示具有精神障礙的比

殊群體的服務與後續追蹤的成效評估，對於

例，相對於同時期的 Wang 等 [88] 以及稍後

某些特殊群體的追蹤研究是必須進行的，例

的 Chou 等 [10] 則是由醫師依照 DSM 診斷

如：罹病患者家屬 [9]、兒童 [32] 與救難人

準則為主所做的報告，PTSD 的盛行率自然

員 [33,77,78] 的研究，皆可在未來建立國家

會不同。

災難對策資料庫時，提供有用的資料；相對

3. 研究對象的選擇：當研究對象不同時，也會

於特殊族群的調查，當政府面對大災難評估

得到不同的盛行率（見表一）。例如：在同

需要投注多少資源於災區時，社區族群的調

時期的調查裡，Kuo 等 [9] 以罹難者的家屬

查結果可能較適合作為參考。此外，對於控

作為調查的對象盛行率為 29.6 ％，就比 Hsu

制組的選擇，以及測量工具也都會影響盛行

等 [32] 以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盛行率為 21.7

率估算 [86]；例如：有些高暴露創傷事件的

％），及 Chou 等 [10] 以社區成人為研究對

人，亦容易有較多比例的 PTSD [9,84,87]。

象（盛行率為 7.9 ％）來得高。

2. 研究工具的選擇：近期發表的文獻所採用的

4. 量表的發展：以國內針對大地震而發展的兩

方法包括篩檢量表及診斷量表，篩檢量表常

個 PTSD 篩檢量表-DRPST）[8] 與 DTS-C 而

用的有災難相關精神症狀篩檢量表 (disaster-

言 [81]：前者適用在短時間內大量篩檢時使

related psychological screening test, DRPST)

用，可以較快速預估需要精神醫療服務的人

[8]及中文版大衛森創傷量表 (Chinese ver-

數，適合公共衛生兩階段篩檢法的第一階段

sion of Davidson Trauma Scale, DTS-C)

使用 [8]；然而因其沒有症狀的嚴重度檢測，

[81]，至 於診斷量 表因限 於篩檢人 力及時

不利於作為療效追蹤時的症狀改善指標。相

間，使用最多的是迷你國際神經精神科會談

對於 DRPST，DTS-C 的優缺點剛好與之相

（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In-

反，它被用來評估 PTSD 的頻率與嚴重度，

terview，MINI 診斷量表）。而以篩檢量表

可以作為評估療效改善指標，但卻較為費

來檢測盛行率一般會比診斷量表高，例如

時，不利於大規模的社區篩檢使用；因此可

Chen 等 [79] 調查九二一震後的魚池鄉民的

以融合兩者的優點，以 DRPST 進行大規模

精神障礙高達 88.2%，但若以同期另一團隊

的篩檢，當遇有疑似案例時，則以 DTS-C 確

所調查 PTSD 的盛行率則為 35.7% [88]，稍

認並進行後續的追蹤。由於 ICD 系統對於

後 三 個 月 的 社 區 調 查 PTSD 的 盛 行 率 為

PTSD 的診斷所需要症狀持續時間較 DSM 系

7.9%，其他各種精神疾病的盛行率也僅有

統短，故以 ICD 系統就會比 DSM 系統高，

1.6%-9.5%而已 [10]；然而在同時期以篩檢量

在災難初期調查會比後期高 [8,10,79]；精神

表所測得的精神障礙則高達 34.3% [6]。這些

科專科醫師診斷會比受過訓練的訪視員低 [6,

盛行率的差異主要是所採用的工具、診斷的

8, 10]。另一方面，Kessler 等亦發現不一樣

疾病、介入的時間點以及使用者與對象皆不

的創傷，則會有不一樣的盛行率 [89]，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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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成人群體所做的調查 PTSD 的終身盛行率

以救人與醫療為第一優先，相對地，為了要配

從 1% [50] 至 9.2% [30] 不等，但若加入有特

合嚴謹的研究方法學所需要的訓練與步驟就有

殊創傷事件的群體研究時，其終身與現在盛

可能被忽略，導致於未來文章無法被國際期刊

行率就會有 1.5-74%不等的差異 [6-10,29,

接受，或僅能限縮解釋與應用；特別是臨到用

32-34,44,50,70,73,79,83,88-90]，而且女性罹

時方建立工具信效度，常常緩不濟急，因此，

患精神疾病的比例約為男性的兩倍或以上

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最好能夠事先建立，避免失

[10,72]。

去時效，或導致收集了不具備信效度的資料，

5. 調查的時間點：目前國內已發表的研究，調

自然也無法發表或被接受。其次，對於研究對

查的時間點泛從大地震發生的一個月後至二

象也必須先要建立信賴感，以提高其參與度，

十一個月，所得到的盛行率雖各團隊有不

達到足夠的反應率 (response rate)，才不會有

同，但大致上盛行率隨著時間的經過而有逐

推估的偏差；因此，為了提高反應率，在研究

漸下降的趨勢 [6-9,32,33,75,76,78]，至於更

的過程中提供治療與相關的服務是獲得倖存者

長期的追蹤研究，目前國內外仍缺乏相關的

合作的不二法門，也是這類研究的基本倫理。

文獻結果，是未來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過去實務所得到的經驗是：「當大災難發生

6. 行政資源的投入：有研究顯示行政資源的投

初期，因為缺乏有效的整合，以致於常有許多

入會影響災難後 PTSD 的盛行率 [1,2]，然而

『愛心團體』各自進入災區，對災民重複發放

目前國內尚缺乏針對此部分進行研究的文

類似的問卷施測，卻又缺乏實質的回饋與幫

章。

助，以致於引起民眾的反感，也連帶地對於後

從上述的文獻發現在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來有系統的心理重建計畫產生很大的阻抗

時，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的選擇與災難後調查

[91,92]；因此，需要予以有效的整合。」除了

的時間點，對所調查出 PTSD 盛行率會有相當

愛心團體需要事先整合外，精神醫療團隊也應

大的影響；因此，雖然對於特殊群體或社區調

在災後 24 小時內，於所需要協助的災區裡配

查皆有其必要性，但必須視時機與目的來引用

合內外科醫療團隊，立即成立緊急醫療站；在

這些報告，以免被過度或錯誤解讀。其次，大

這個階段裡，雖然倖存者或有失眠、易怒、驚

部分的文章皆是橫斷面及小量樣本的研究，缺

慌…等急性壓力反應；然而此階段較為迫切的

乏大樣本、有系統、及長期的追蹤研究。同

是內外科醫療的治療，以及防疫體系的介入防

時，目前所發表的文獻較缺乏生物精神醫學及

止傳染病的擴散；因此，在急性階段裡（一週

追蹤療效方面的文章。這些皆是下一節討論的

內），精神醫療團隊可以視部分民眾的需要主

重點。

動關懷災民，並且初步評估其心理障礙的多寡
來決定需要投入的比例。另一方面，由於救難

三、未來類似災難時研究方法的改進與研究方

人員的高比例精神心理障礙，在急性期的這段

向

期間可以針對救難人員給予抒壓與情緒支持，

雖然沒有一次的重大災難是完全類似的，

有助於減少日後救難人員精神心理障礙的產

但是從上述的研究結果與實務經驗裡 [91,92] 得

生，以及提升救難人員的士氣 [91-93]。另外，

知：選擇合適的研究工具、研究對象與追蹤時

固定族群的倖存者若能長期地被追蹤，對於提

間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在重大災難發生時，

供災後長期精神疾病盛行率、危險因素與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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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之評估則有很大的助益。在這次九二一大

記載，然而討論災難造成人類的心理創傷，卻

地震災後的研究中，比較缺乏的是生物學研究

是近百年來才為精神心理工作者投下較多的關

的文章，截至 2004 年底為止，僅有一篇文章

注與重視。雖然在災難後對某些特殊群體的追

是探討生物學的異常 [82]。從現有因震災罹患

蹤研究有其必要性，但在引用或發表這類成果

PTSD 的倖存者當中，進行研究罹患 PTSD 的

時，必須特別小心說明以免被過度或錯誤解

生物學相關因素時，大部分的研究顯示這些人

讀。相對於特殊族群的調查，當政府面對大災

的內分泌會有異常發現 [55,61]，但究竟是創傷

難時，評估需要投注多少資源於災區時，社區

導致其內分泌異常，抑或先前存在異常或易致

族群的調查結果可能較適合作為參考。同時也

因素，則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同時，為何

有必要訂定出一套可供精神醫療團隊介入倖存

有些罹患慢性 PTSD 的人，其部分症狀如「影

者心理治療與復健的標準作業流程以供參考。

像重複出現」會一直殘留，是否是這類人的額

由前述已知災難對倖存者的心理影響程度相當

葉出現暫時或永久性傷害，假使針對這種傷害

大，因此，災難精神醫學需要積極的發展﹗本

進行檢查，並視情況進行部分修復是否可以改

文也藉著回顧近期的重大災難事件所發表的文

善，甚至治癒 PTSD？這些問題皆提供未來研

獻，提出 PTSD 可能的網狀致因假說，並討論

究 PTSD 生物學相關因素的題材。另外，許多

國內目前所進行 PTSD 相關研究的優點及不足

民眾對於精神病仍然有刻板的污點化印象，因

點，以提供將來對 PTSD 研究有興趣者一個思

此，許多醫療團隊在研討會上皆提到災民接受

考的方向。綜合前述，未來的研究需要涵蓋的

『到宅式的居家治療』的程度會比僅設醫療站

內容有：1.研究倖存者的精神障礙、危險（或

的效果來得好 [91,92]。相關的研究 [94] 也顯示

相關）因素以及 PTSD 盛行率等流行病學，2.

接 受 居 家 治 療 的 災 民 隨 著 時 間 的 過 去，得

罹患 PTSD 的長期心理復健以及影響因素之評

PTSD 的比例愈來愈少；然而，由於不像醫院

估，3.進行 PTSD 的生物學致因、相關因素以

可以進行雙盲研究的藥物實驗，究竟病人病情

及改善生物學缺陷後療效評估的研究。

的改善是隨著時間過去的自然修復結果、居家
治療的效果或者是其他因素所導致，仍缺乏足

致

謝

夠的證據證明[94]。因此，這些方向皆值得作
為未來研究的題材。雖然大規模災難並不常

本文完成得感謝助理沈詩佩的協助以及國

見，然而事先做好各項規劃，有助於未來再次

科會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 92 2625

發生災難時有效的治療與介入；由於 PTSD 已

Z 280 001）。

經開始廣為國人所注意，家、性暴的被害人罹
患 PTSD 的比例並不低，未來有志於研究 PTSD
的『生物學因素』與『心理復健評估』學者，
也可以考慮往這類倖存者著手。

結

論

人類從有歷史以來，就一直有災難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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