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經方今用實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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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

• 又譯創傷後壓力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1]、
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創傷後壓力失調
、重大打擊後遺症。指人在遭遇或對抗重
大壓力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之後遺症
。這些經驗包括生命遭到威脅、嚴重物理
性傷害、身體或心靈上的脅迫。有時候被
稱之為創傷後壓力反應（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以強調這個現象乃經驗
創傷後所產生之合理結果，而非病患心理
狀態原本就有問題。 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B5%E5%82%B7%E5%BE%8C%E5%BF%83%E7%90%86%E5%A3%93%E5%8A%9B%E7%B7%8A%E5%BC%B5%E7%97%87%E5%80%99%E7%BE%A4#cite_note-1


心理創傷

• 心理創傷是無力感所導致的一種痛苦，心
理創傷的共同要素是一種強烈的恐懼、無
助、失控和毀滅威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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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PTSD
• 依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Ⅳ） 衡鑑準則，

當一個人親身經歷或目睹到一種極大的創傷，特
別是威脅到生命或極重大的傷害時，往往會有極
度害怕、恐懼或無助感(小孩比較容易出現混亂與
激動的行為)，倘使個人之創傷後反應持續有診斷
準則之症狀，且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在精神醫
學診斷上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一般持續時間少於三個月稱為急性，超過三
個月稱為慢性，若是症狀出現在創傷後六個月後
才出現稱為Delayed onset(晚發型的PTSD)

• 如果持續時間不足一個月則診斷為Acute stress 
disorder(急性壓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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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PTSD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1:症狀常在創傷事件後的數個月到數年後才出現，

以致於無法在第一時間注意到與創傷事件的關連
性。

2:相信”他人一定可以克服”，” 他人一定不會出現問
題“或者 ”他人一定有能力解決問題“因此影響求助
的時間。

3:罪惡感、自責、困窘或痛苦都可能會影響其求助
的時間

4:逃避任何與創傷有關的事情，因此錯失瞭解自己
需要治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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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的主要症狀

• 包括惡夢、性格大變、情感解離、麻木感
（情感上的禁欲或疏離感）、失眠、逃避
會引發創傷回憶的事物、易怒、過度警覺
、失憶和易受驚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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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造成這些症狀的經驗包括
：

• 孩童時期遭受身體或心理上的虐待
• 經歷性侵害、戰爭、打鬥（後兩者常稱為

戰鬥壓力反應（combat stress reaction）
• 嚴重的車禍、意外事件
• 目睹親人、愛人等關係親近者的突然死亡
• 自然災難，如地震、海嘯
• 難產
• 校園霸凌，暴力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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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和軍隊

• 如果您在軍隊，您可能見過戰鬥。您可能
接受過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有生命危險的任
務。您可能遭到槍擊， 看到同伴遭到射擊
，或是見過死亡。這些都是可能導致PTSD
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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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PTSD的發生人數：

• 大約30%的越戰退伍軍人
• 多達10%的波斯灣戰爭（沙漠風暴）退伍

軍人
• 大約25%的阿富汗戰爭（持久自由行動）

退伍軍人，以及伊拉克戰爭（伊拉克自由
行動）的退伍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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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中的其他因素可能會使本已十分緊張
的情況增加更多壓力，並導致PTSD或其他
精神健康問題。 這些因素包括：您在戰爭
中的任務，有關戰爭的政治因素，戰鬥的
地點以及您面對的敵人類型。

• 導致軍隊中PTSD的另一個原因是軍隊性創
傷（MST），亦即軍隊中發生的任何性騷
擾或性侵犯。 男性和女性均會發生MST，
而且包括和平時期、訓練期間以及戰爭期
間。 10



接受退伍軍人事務部（VA）醫療
保健的退伍軍人中：

• 23%的女性報告在軍隊中遭受性侵犯
• 55%的女性和38%的男性在軍隊中經歷過

性騷擾
• 雖然軍隊性創傷在女性中更為常見，但是

患有軍隊性創傷的退伍軍人中超過一半是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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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創傷
類型 例子

重大事故 汽車、飛機、船、工業的意外事件

天然災害 龍捲風、颶風、颱風、洪水、地震

犯罪事件
身體遭攻擊、射傷、刺傷，或被搶劫、

被槍指著

軍事方面 戰爭

性侵害 被強暴或被企圖強暴

兒童的性侵害
亂倫、被強暴、與成人或年紀較長者有

性接觸

兒童受到身體上的傷害或被忽視 被毆打、燒傷、監禁、受飢餓

人質、禁錮、拷問
被綁架、受到恐怖份子的攻擊、被拷問、

戰俘、被監禁或在集中營成為難民

目擊創傷事件 目睹槍擊、暴力事件或無法預期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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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壓力反應

• 壓力必須是極度且相當突然的：極度的事
件，包括生命受到威脅、嚴重被傷害、受
到性侵害等。但不包括我們經常可能遇到
的壓力事件，如輟學、離婚、失去工作、
可預期的死亡等。

• 壓力常造成強而有力的主觀反應：當事人
經驗到強烈害怕、無助、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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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主要症狀
主要症狀 例子

再次經驗創傷事件的
感覺

1.不斷回想痛苦的記憶
2.情境再現（Flashbacks) 
3.夢見創傷事件或其他的恐怖事件
4.當回想到創傷事件時易引發過大的情緒和生理反應

逃避 1.逃避與創傷事件有關的活動、地點、思想、感覺
2.回憶重要事件有困難

情緒麻木 1.對事物失去興趣(對平日重要的活動不想參加)
2.對人產生疏離感(不想與人接觸)
3.情緒反應侷限(感覺不到快樂與愛)
4.對未來悲觀與失去未來感(不想工作、結婚) 

警覺性增加 1.睡眠困難
2.易被激怒
3.專注困難
4.過度警覺
5.驚嚇反應強烈 14



PTSD長期的後果
生理後果
• 神經生理反應 (改變腦波的活動，腦部結構改變、

功能的改變如記憶、害怕的反應等) 
• 生理心理改變(交感神經系統過度反應，驚嚇反應

升高，睡眠障礙，增加神經賀爾蒙的改變造成壓
力反應增高與憂鬱的機會) 

• 身體不適的症狀通常都被處以症狀治療，其實都
有可能是PTSD的指標如(頭痛、胃痛或者消化系
統不適、免疫系統問題、氣喘、頭暈、胸痛、慢
性疼痛或者肌筋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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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後果

心理後果
• 憂鬱(重度憂鬱症或長期憂鬱) 
• 其他的焦慮疾病(如恐懼、恐慌或社交焦慮) 
• 偏差行為
• 解離症狀(從現實的環境脫離“splitting off”，

將自己分成好幾部分) 
• 飲食疾病(厭食與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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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長期的後果
社交後果
• 人際關係問題
• 低自尊與自信心
• 酒精與藥物濫用
• 就業問題
• 無家可歸
• 法律問題
自傷行為
• 藥物濫用
• 自殺企圖
• 危險性行為導致無節制的懷孕、性病與愛滋病
• 毫不在意的魯莽駕駛
• 自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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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Complex PTSD 症狀有：

• 常見的Complex PTSD 症狀有：
• 嚴重的行為問題(如酒精與藥物濫用，攻擊

行為，飲食障礙等) 
• 不易控制自己的強烈情緒(如憤怒、恐慌與

憂鬱) 
• 其他精神問題(如失憶與解離 — 多重人格其

特徵就是 “splitting off” parts of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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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流行病学硏究
• 在一般人口中，約為1.0-2.6%。在少數而有限之調查

中，火山暴發附近居民有3.6%，義消中有30%，被
虐婦女中有45%，曾出現此疾患；大約有50%的患者
在三個月之內復原(APA, 1994)，另有文獻指出，約
有30%的患者可以完全康復，40%患者持續有輕微症
狀，20%患者有較嚴重的症狀，10%症狀持續不會改
善甚至更惡化(Kaplan & Sodock, 1994)。

• Lima等人(1987)研究發現，在火山爆發七個月後，約有
55%的倖存者有嚴重的憂鬱，即使在五年後仍有30%倖存
者具憂鬱情緒(Lima et al, 1993)；Shore等人(1986)指出，
在火山爆發兩年內，有11%男性與21%女性出現PTSD、憂
鬱、焦慮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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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創傷階段
• 一、迷惘呆滯階段：突發的創傷發生了，個體處在迷惘、

呆滯當中，感覺遲頓。此時需要協助的是關心、陪伴、注
意危機再度發生。

• 二、震驚階段：從迷惘中驚醒過來，充滿無比之震驚、恐
慌、害怕及驚慌，產生手足無措、無所適從、情緒難控。
此時需要的協助為陪伴、傾訴、關心、談話、溝通、關懷、
發現因應方式及模式，避免當事人反應失當。

• 三、失調創傷階段：當事人從震驚中得到相當的痛苦與創
傷，會產生怨天、尤人及過度自責現象。此時需要協助的
是協助他宣洩、同理、支持他的作法，告訴他們：「我願
意聽您說、關心您」。並且用不同方式（卡片、電話、傾
聽、行動）表示，我一直會傾聽您、支持您，積極的瞭解
其傷痛，同時尋找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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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創傷階段

• 四、追蹤解決階段：當事人開始覺得誰可以協助
我，我需要人幫忙，我撐不住了，我想改善我的
狀況。此時，要協助的是積極的同理、討論、處
置，並且運用助人及治療方式，協助案主進行澄
清。結構化、框架、重建，並以「統整」方法，協
助自我治療與學習、成長與發展。

• 五、長期復健階段：當事人處在有意願復健階段，
並且已準備接受他人及專家之協助。此時應發展
心理復健計畫，開發社會資源及支持系統，並進
行個案管理，分辨出高、中、低危險群，予以診
斷分類，分不同專業予以治療或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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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治療標凖

• 心理治疗
• 对于急性PTSD主要采用危机干预的原则与技术

，侧重于提供支持， 帮助患者接受所面临的不幸
与自身的反应，鼓励病人面对事件，表达、宣泄
与创伤性事件相伴随的情感。治疗者要帮助病人
认识其所具有的应对资源，并同时学习新 的应对
方式。治疗中不仅要注意PTSD的症状，还要识
别与处理好其他并存的情绪，如：相当比例创伤
性事件的幸存者有强烈的内疚与自责。及时治疗
对良好的预 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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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和迟发性PTSD治疗中除采用特殊的心
理治疗技术外，为患者及其亲友提供有关
PTSD及其治疗的知识也很重要，还需要注
意动员患者家属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力量，
强化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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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治療

• 其好處包括分享眾多創傷經驗及自團體成
員獲得支持，一種受創經驗回顧與共享的
過程。

•
• 團體諮商中，常見的議題包括生還者之罪

惡感、驟失親人之哀慟反應、目睹死亡或
不完整之人體或經歷重殘傷之情緒壓力、
對未來之不確定感以及無望感、憤怒及否
定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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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治療

• 其能減少患者之創傷事件被加上不良的標
籤，促進家屬提供正向及適當的支持，甚
至可協助受創者處理其婚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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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

• 药物治疗
• (1)抗抑郁药物
• 最早的PTSD药物治疗研究是三环类抗抑郁

药阿米替林、丙米嗪结果显示疗效较好。
后来有关SSRI类药物如帕罗西汀、氟西汀
等治疗PTSD的研究也证实，能明显减轻患
者的警觉性增高和闪回症状，也能有效改
善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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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抗惊厥药
• 丙戊酸钠和卡马西平在对越战老兵的研究中，

显示对中度的PTSD患者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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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无药物对PTSD的各组症状都能产生满意
疗效，在运用抗抑郁剂治疗PTSD时剂量与
疗程同抗抑郁症的治疗、治疗时间和剂量
都应充分，有人建议缓解后还应给予1年维
持治疗。根据病人症状特点，其他可以考
虑选用的药物包括：抗焦虑剂、抗痉挛药
物、锂盐等。除非病人有过度兴奋或暴力
性的发作一般不主张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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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治療、教育與藥物
• Play Therapy(遊戲治療):通常適用於兒童身上因

為他們無法有效地利用言語來表達，藉著遊戲的
形式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到關於他們本身的創
傷記憶和經驗的訊息。

• Psychoeducation(心理衛生教育):教導當事人和
他們的家人關於PTSD的症狀和他們可以得到的幫
助和治療，讓他們了解到這樣的情況當發生重大
災難之後是正常的，並且只要經過一定的治療程
序和時間他們是可以克服。通常此教育也包括其
他精神症狀症狀和治療。

• 藥物治療：抗焦慮藥物、抗憂鬱劑、安眠藥物等
29



中医治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 站在中醫角度雖然沒有PTSD的正式診斷，
但是當一個人經歷災難事件，確實會令他
的情緒發生變化，亦會影響臟腑的功能。
如果有患者來訴說自己曾經歷災難， 事後
仍不斷有不愉快的回憶，出現情緒低落、
失眠、心慌、食欲不振等症狀，中醫可以
為這些患者分析出致病機理，作出診斷及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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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的診斷是以病人主訴和病 史做依據，
在臨床上可診斷為「心悸」、「怔忡」、
「不寐」、「頭痛」、「眩暈」、「鬱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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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辨证论治分型

• 1. 肝氣郁滯
• 2. 心氣血虛兼脾氣虛
• 3. 心肝血虛
• 4. 心血虛兼肝氣滯
• 5. 肝氣郁滯挟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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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氣郁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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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263-266

• 口苦
• 咽干
• 目眩
• 往来寒热
• 胸胁苦滿
• 嘿嘿不欲饮食
• 心烦喜嘔、
• 脈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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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

• 和解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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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湯

• 柴胡
• 黃芩, 半夏
• 人參
• 甘草, 生姜, 大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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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选穴

• 太沖
• 合谷
• 心俞
• 肝俞
• 足三里
• 印堂
• 神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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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氣血虛兼脾虚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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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177

• 伤寒脈结代, 心動悸, 炙甘草汤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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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則

• 益氣滋阴, 補血复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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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湯

• 炙甘草, 人參, 大棗
• 干地黃, 麥冬, 阿膠, 麻仁
• 生姜, 桂枝, 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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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脾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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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氣補血, 健脾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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帰脾湯

• 人參, 黃蓍, 白术, 甘草, 生姜, 大棗
• 当归
• 茯神, 酸枣仁, 龍眼肉
• 远志
• 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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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三里
• 神門, 印堂
• 内關
• 合谷, 太沖
• 三阴交
• 心俞, 脾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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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肝血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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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 血痹虛劳病脈证并治第六

• 虛劳虛烦不得眠, 酸棗仁湯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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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則

• 养血安神, 清熱除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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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棗仁湯

• 酸棗仁
• 川芎, 茯苓
• 知母
•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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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俞
• 心俞
• 膈俞
• 脾俞
• 內關
• 神門
• 太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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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虛兼肝氣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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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 婦人雜病脈证并治第二十二
• 妇人脏躁, 喜悲伤欲哭, 象如神靈所作, 数欠

伸, 甘草小麥大棗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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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則

• 养心安神, 和中缓急, 亦補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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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麥大棗湯

• 甘草
• 小麥
• 大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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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門
• 合谷
• 太沖
• 印堂
• 三阴交
• 涌泉
• 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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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氣郁滯挟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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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 婦人杂病脈证并治第二十二

• 妇人咽中如有炙臠, 半夏厚朴汤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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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則

• 行气散结, 降逆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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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厚朴湯

• 半夏
• 厚朴
• 茯苓
• 生姜
• 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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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膻中
• 丰隆
• 合谷
• 太沖
• 足三里
• 肝俞
• 脾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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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認為身體機能會影響情志，情志亦會
影響身體機能，當遇到災難事件，人會感
到驚慌、悲傷，中醫理解「悲傷肺、恐傷
腎」，所以一個人極度恐慌時容易失禁，
是腎失去固攝二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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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主氣，腎主納氣，悲哀過度則傷肺，而
長期則會出現兩種情況：根據五行「金剋
木」的規律，肺金虛弱則無力制木，木氣
過旺，人容易出現焦慮、狂躁易怒、頭痛
、睡眠時惡夢多等屬於亢奮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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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驚恐環境中傷損傷中醫的腎臟，
五行認為「水生木」，水不涵木，使肝臟
虛弱，肝臟的疏泄功能因而受影響，出現
情緒低落、容易哭泣、食欲不振、消化不
良、月經不調、心慌心悸、難以入睡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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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臨床診治時，中醫必須仔細了解病
人的發病經歷，恐懼和悲傷的情緒可影響
病機的發展，同時會影響中醫師在治療時
所採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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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上精神情緒方面的問題中醫統稱情志病
，疏肝理氣雖然是中醫治療的常用方法，
但深究情志和臟腑的關係，所謂肝鬱有可
能只是標證，肝鬱的形成有機會是由其他
問題衍生出來，所以一定要處理根本問題
，對證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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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認為，「肝主情緒」，也主身體「疏
泄」，情緒經常受到環境影響，容易影響
身體氣血循環，心理影響生哩，進而出現
相關創傷後壓力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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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辨證治療上，針對「肝氣鬱結」者，
常見腹痛，胸悶，憂鬱，情緒經常不安，
舌淡紅，苔薄白，脈弦數。治療可配合疏
肝解鬱，可用加味消遙散加減，可加鬱金
、香附、合歡皮等藥材，加強解鬱，止痛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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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屬「氣虛痰熱不眠」者，可見作息日夜
顛倒，身體瘦弱，有痰，經常需要清喉嚨
，舌淡，苔微薄黃，脈弦細，治療可配合
健脾益氣化痰，可用溫膽湯加減，可加黃
連、酸棗仁、合歡皮加強安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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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由災難事件引發的情志失調，對過悲
傷肺者，治療要補肺氣、平肝火；對過恐
傷腎者，要補腎精、養肝血，如兼夾肝氣
不舒者可用疏肝理氣的方法，藥物及藥方
的選擇上可依照這樣的治療原則，因應病
者身體狀況和患病時所表現的病徵選擇合
適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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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補益肺氣可用玉屏風散、四君子湯，
疏肝理氣可用逍遙散、柴胡疏肝散，平肝
可用小柴胡湯、天麻鈎藤飲，補腎可用六
味地黃丸、左歸丸、右歸丸等，夜睡不寧
或心悸加安神藥，肝鬱化熱加清熱藥，食
滯胃腸加消食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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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本病的辨證，首先辨虛實。大抵實症
為肝氣鬱結、肝鬱化火和氣結痰阻三類；
虛症為心神失養、心脾兩虛和陰虛火旺三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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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氣鬱結型症見精神抑鬱、胸悶脅痛，若
肝氣犯脾胃則表現腹脹、打嗝噯氣等症，
方用逍遙散或柴胡疏肝湯加減。肝鬱化火
型症見急躁易怒、頭痛、口苦口乾等症，
方用丹梔逍遙散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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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結痰阻型(即梅核氣)症見咽中不適如有異
物梗塞，咳之不出嚥之不下，方用半夏厚
朴湯加減。心神失養型症見心神不寧，精
神恍忽，悲憂善哭等症，方用甘麥大棗湯
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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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神失養型症見心神不寧，精神恍忽，悲
憂善哭等症，方用甘麥大棗湯加減。心脾
兩虛型症見失眠健忘，食慾不振，便溏神
疲等症，方用歸脾湯加減。陰虛火旺型症
見眩暈心悸，心煩易怒，失眠，五心煩熱
等症，方用六味地黃丸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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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治則用藥為基本原則，但臨床上常多
見病症虛實寒熱夾雜或具有兼症，病患千
萬不可自行購藥服用，以免延誤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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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治療對改善這一系列病症也有理想效
果。在治療的同時，中醫亦強調情志輔導
和養生的重要，中醫「以情勝情，移情養
性」的方法見於古籍上，是心理輔導的一
種，可結合這類方法治療情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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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穴道治療部分，針灸可取太沖、合谷、足
三里、陽陵泉穴，幫助疏肝解鬱，理氣止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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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治療，針灸分為體針和耳針，體針取
穴如太衝、合谷、足三里、陽陵泉、內關
、神門、期門等穴;耳針取穴如神門、心、
脾、腎、腦和交感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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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擬用芳香療法和針灸治療創傷後壓力
• 美軍正在試驗用芳香療法和針灸等「非傳

統醫療」方式，治療軍人的創傷後壓力症
候。

• 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說，試驗效果不錯，軍
方考慮把它納入軍人免費醫療項目。

• 蓋茲在與軍人眷屬的一項座談上被問到，
為什麼指壓和針灸沒有被納入軍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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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茲透露，軍方正在試驗芳香療法和針灸
等非傳統療法，對於軍人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的療效，結果頗為令人滿意，軍方或許
可以考慮把指壓也納入。

•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使得美軍創傷後壓力
症候的病例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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