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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經痛--------------------------------------------------------------施景森醫師 

研討會訊息--------------------------------------------------------南區頭痛讀書會 

IHS 邀請參與 Methysergide 續用需求的調查 

EHMTIC 2014 會議通知 

2014 年第五屆亞洲頭痛會議(ARCH)展延通知 

 

 

 

本期內容由施景森醫師提供，介紹「三叉神經痛」。希望藉由本文能讓大家對三

叉神經痛的診斷與治療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電子報主編：楊鈞百醫師 

 

秘書處報告： 

 

南區頭痛讀書會將於8月23日在高雄舉辦，因有名額限制，請務必提前網路報名，

報名連結及會議內容如後，歡迎參加。 

 

今年年會將在11月8~9日，於台北市福華文教會館舉行，主題為” Hope in the New 

Era of Headache”，將再次邀請Rami Bursterin教授前來主講，今年並將舉行第四

屆大會理監事選舉，敬請會員務必參加。 

 

台灣頭痛學會 敬啟  



三叉神經痛 

作者：高雄榮總神經內科  施景森醫師 

 

前言： 

   三叉神經痛是神經科門診裡不算少見的疾病，在以前的年代，很多病人會被

誤診為牙痛而延遲治療的時間或接受一些不必要的治療，但隨著對三叉神經痛疾

病的了解，病人已大大減少走冤枉路的機會；當然這個疾病也不是最近才被發現， 

早在西元一世紀希臘醫師 Aretaeus of Coppandocia 即首度描述到某些病人有面

部疼痛的症狀，但比較完整描述到三叉神經痛症狀的是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1756 年法國外科醫師 Nicolaus Andre 提出“tic douloureux” (痛性抽搐)這

個名詞，到了 1773 年時 John Fothergill 醫師提出“ trigeminal neuralgia”

(三叉神經痛)這個名稱，且給這個疾病完整與正確的描述[1]。但是直到 1932

年美國的 Dandy 教授提出了三叉神經痛的可能致病因可能是腦部血管在小腦橋

腦角附近壓迫到三叉神經而引發疼痛，大家對這個疾病才有進一步的認識，也開

啟了外科手術處理三叉神經痛的序幕。 

 

臨床症狀： 

    三叉神經痛的發生率約為每十萬人中有四到五位，以女性居多，且好發於五

十歲以後，隨著年紀愈大發生率越高，到六、七十歲時達到巔峰；典型的三叉神

經痛，都是單側，以臉部右側居多，兩側侵犯的很少見且經常侵犯三叉神經的第

二與第三分支。患者常突然地顏面劇痛， 猶如刀割、電擊，歷時幾小時到幾天， 

然後又突然自行痊癒。但不久又會再發。發病時間愈長，復發率愈高。有些患者

會經驗到發作前的「預兆」，且有「擊發點」（劇痛的起點），在咬嚼、吃冰冷

食物、說話、洗臉、吹風、刷牙甚至緊張時，都可能誘發。有不少患者的疼痛來

自牙齦，常因此被誤以為牙痛而慘遭拔牙之苦，因此臨床醫師的仔細分辨與對此

疾病的認識非常重要。 

 

分類： 

   ICHD-2將三叉神經痛分為典型三叉神經痛(Classic trigeminal neuralgia)

與症狀型三叉神經痛(Symptomatic trigeminal neuralgia) [2]，2013 年提出

的 ICHD-3 beta 則作了一些修改，除分類改成典型三叉神經痛(Classic 

trigeminal neuralgia)與痛性三叉神經痛(Painful trigeminal neuralgia)外，

典型的三叉神經痛又被細分成單純發作(purely paroxysmal)與合併有持續性面

部疼痛(concomitant persistent facial pain) 兩型(表一) [3]，且對典型的

三叉神經痛診斷基準亦作了部分修正(表二)。此外，也有部分學者以神經外科手

術為基準提出了 Burchiel 顏面痛此種分類法(表三) [4]，以方便神經外科醫師

使用。 



 

(表一): 13.1 三叉神經痛診斷標準 (ICHD-3 beta) 

 

 

(表二)：13.1.1 典型三叉神經痛診斷標準 (ICHD-3 beta) 

A. 至少有3次單側顏面痛符合基準B 及C 的發作 

B. 發生於三叉神經一支或一支以上分支，不放射超過三叉神經的支配區 

C. 疼痛至少具下列4項特徵中的3項： 

1. 反覆發作性，持續由不到一秒到兩分鐘 

2. 嚴重強度 

3. 似電擊，抽痛刺，戳或尖銳性 

4. 受影響的臉部因輕微刺激而引發 

D. 沒有神經功能缺損的臨床證據 

E. 沒有其他更合適的 ICHD-3診斷 



 

(表三)：顏面痛的 Burchiel分類法(modified from Burchiel, 2003) 

 

診斷： 

   該如何診斷三叉神經痛呢？除了詳細的病史詢問看是否有三叉神經痛的相關

症狀外，可以用牙籤刺激疼痛區域看是否能誘發極大的痛感，即痛覺過敏

(hyperpathia)，此亦可作為輔助診斷的方法。此外，建議安排腦部影像檢查去

排除病源性因素引發的三叉神經痛，如果影像檢查無明顯病源性因素會誘發三叉

神經痛，但從病患描述的症狀很難分辨是何種面部疼痛時，當病患對三叉神經痛

治療藥物有療效時，亦可診斷為三叉神經痛。 

   最近有些文獻以影像檢查對三叉神經痛診斷的重要性與哪些症狀與檢查異常

可有效區分典型與症狀型三叉神經痛等方面作研究，發現使用神經影像檢查(如

腦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對每位懷疑三叉神經痛的病患做檢查，約有 15%的病

人被診斷出因腦部病變引發三叉神經痛，因此安排腦部神經影像檢查，去進一步

鑑別產生三叉神經痛的原因，是有其必要性的；這些研究還發現如果三叉神經痛

的病患合併有感覺缺失的異常，同時侵犯兩側三叉神經或者三叉反射檢查

(Trigeminal reflexes testing)有異常者，有很高的比例最後確診為症狀性三

叉神經痛 [5]。當然三叉神經痛也須與牙髓炎 (Pulpitis)、顳顎關節症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 TMD)、短暫單側神經痛性頭痛發作併結

膜充血及流淚(SUNCT) /短暫單側神經痛性頭痛發作併顱部自律神經症狀(SUNA)

與發作性半邊頭痛(Paroxysmal hemicrania)等疾病作鑑別診斷。 

治療： 

   典型三叉神經痛的治療主要分成內科與外科兩部分，在內科藥物治療方面，

最常用的藥物為抗癲癇藥物：如卡馬西平 (Carbamazepine)、奧卡西平

(Oxcarbamazepine)、樂命達(Lamotrigine)等。其他如三環抗憂鬱藥，肌肉鬆弛

劑與嗎啡類止痛藥等也有被使用，其中卡馬西平與奧卡西平使用最多，尤其是卡

馬西平，雖然療效良好，但時有病例被報導會誘發史帝芬-強生症候群



(Stevens-Johnson syndrome)／毒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等，最近的研究發現漢民族因帶有 HLA-B 1502 基因，容易引發此類致命的藥物

過敏症狀，因此對於新使用此藥物的病患，須先血液檢測確定沒有帶此基因，才

可開始藥物治療以保護病患用藥安全。此外，使用抗癲癇藥物也可能出現複視、

鎮靜、步態不穩、頭暈與嗜眠等副作用，須視病患的狀況調整藥物，如果病患症

狀有緩解時可嘗試減低藥物劑量。另外皮下注射肉毒桿菌，在部分文獻研究被認

為可能有療效，但仍須進一步的研究作確定[6]。 

   當典型三叉神經痛病患因內科藥物治療失敗或因藥物副作用無法有效控制疼

痛時，可考慮外科手術，且外科手術通常有效且安全。在外科治療方面，雖然有

多種處理方式，但目前較常使用的主要有血管微手術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CV)、經皮燒融治療(Percutaneous ablative procedures)與

立體定位放射手術(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等，各種方法都有其優缺點，

細述如下： 

(1). 血管微手術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CV)： 

   這是直接對壓迫三叉神經的血管進行移除壓迫的手術方式，約有 82%的病患

在第一次手術時即有急性疼痛的緩解，約 11%的病患需要第二次的手術，經過十

年的追蹤，仍有 64%的病患疼痛獲得緩解，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腦膜炎、腦脊髓液

滲漏、臉部麻木與聽力喪失等，但發生率很低，此手術的優點是針對原因直接處

理且疼痛緩解率良好，缺點是較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對老年人或身體狀況不佳的

病人也不適合[7]。 

(2). 經皮燒融治療(Percutaneous ablative procedures)： 

   主要包括雷射燒灼術(Radiofrequency Rhizotomy)，甘油燒灼術(Glycerol 

Rhizotomy)與氣球壓迫術(Balloon Compression)等，這些步驟主要用於老年人

或身體狀況不佳的病人，較安全也很少造成傷害，常見的副作用有感覺喪失、感

覺異常、痛性感覺缺失與角膜炎等。 

(3). 立體定位放射手術(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這類處理方式是以加馬刀手術(Gamma Knife Surgery)為代表，此手術也是較

適合老年人或身體狀況不佳的病人，處理過程最不具侵襲性且傷害最少，但疼痛

改善會較晚，平均術後一個月疼痛緩解效果才明顯，第一次術後成功率約 70%， 

主要副作用為感覺喪失與面部麻木等，手術費用也較昂貴。 

   根據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AAN)與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EFNS) 對於三叉神經痛的治療指引，第一線治療建議

為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奧卡西平(Oxcarbamazepine)，第二線或第三線治

療建議為手術。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可建議使用(等級 A)，奧卡西平

(Oxcarbamazepine)可考慮使用(等級 B)， baclofen、 lamotrigine 與 pimozide



可能可考慮使用(等級 C)，外用眼麻醉(topical ophthalmic anesthesia)可能

不考慮使用(等級 B)。對於內科藥物治療效果不佳的三叉神經痛病患，可考慮提

早接受外科治療(等級 C)。且血管微手術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CV)、經皮燒融治療(Percutaneous ablative procedures)與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這三種外科治療方式都可考慮使用(等級 C) 

[5]。 

結語： 

   三叉神經痛雖然是一種不容易處理的面部疼痛，只要臨床醫師能仔細問診應

很容易診斷，一旦診斷為三叉神經痛，多建議安排腦部影像檢查去排除病源性因

素引發的三叉神經痛，尤其病患出現感覺缺失的異常，同時侵犯兩側三叉神經或

者三叉反射檢查(Trigeminal reflexes testing)有異常時，更要考慮到症狀性

三叉神經痛的可能。至於治療方面，口服抗癲癇藥物仍是第一線的治療方式，但

須注意藥物的安全性與副作用，當口服藥物效果不佳或因藥物副作用導致病患不

適合使用藥物時，可考慮接受外科治療，目前已有多種外科治療方式，均有不錯

的療效且相對安全。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更多安全與有效的治療方式被發展，

以提供病患更多的選擇與更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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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頭痛讀書會 

 

 

親愛的醫師 您好: 

很榮幸能邀請您參加"南區頭痛專家讀書會"(會議議程如下表) 

衷心地期盼透過本次學術會議的交流，對於頭痛之治療能有所裨益。 

竭誠地邀請您，並感謝您的支持！ 

 

祝      醫 安 

 

 

時間: 103 年 8 月 23 日( 週六) 14:30 ~ 17:10 PM 

地點: 義大世界洋蔥先生(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A 區 5F) 

名額有限，必須事先以網路報名: http://goo.gl/Vkh7E4 ，8 月 16 日前或額滿即

截止。 

 

14:00 ~ 14:30 Registration 演講者 座長 

14:30 ~ 14:40 Opening 許世斌主任(義大) 

14:40 ~ 15:20 Sleep apnea and headache 許世斌主任(義大) 徐崇堯主任(高醫) 

15:30 ~ 16:00 Case present 陳彥文醫師(義大) 

崔煥文醫師(義大) 

陳偉熹主任(高長) 

16:00 ~ 16:20 Coffee  break 

16:20 ~ 17:00 Mind-body treatment of Tai 

Chi Qigong on headache 

李連輝醫師(義大) 施景森醫師(高榮) 

17:00 ~ 17:10 Closing remarks 王博仁理事長(台灣頭痛學會)  

17:10 ~ Dinner discussion  

 

主辦單位：台灣頭痛學會 Taiwan Headache Society 

  

http://goo.gl/Vkh7E4


Having trouble viewing this email? click here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To keep methysergide we need your response!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has approved methysergide for 

migraine and cluster headache prophylaxis but unless we 

demonstrate an ongoing need, the company holding the license will 

not be manufacturing it again. 

Therefore, we need your views on its place in your practice. The 

questionnaire is anonymous and the response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company. 

Please take a few moments to respond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Start Our Survey 

 

 

We appreciate your time and thank you for the feedback!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http://visitor.benchmarkemail.com/c/v?e=4C349C&c=18155&l=79BAD56&email=KuxyCN/LioWABxTsT0yOdz38LBX4OOSbvHK1SYNRIfo%3D&relid=48332CA1
http://visitor.benchmarkemail.com/c/l?u=3927364&e=4C349C&c=18155&t=0&l=79BAD56&email=KuxyCN/LioWABxTsT0yOdz38LBX4OOSbvHK1SYNRIfo%3D


 

Late Breaking Abstract Submission is Now Open! 

EHMTIC 2014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you have an additional opportunity to have your 

voice heard at the upcoming congress in Copenhagen, 18 - 21 September, 2014.  

Late breaking abstract submission will be open for only two weeks only, 9 - 21 July, 2014 

Present your most recent research on migraine and headache related issu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EHMTIC 2014. 

Submit your abstract now! 

View the full list of abstract topics here. 
 

Headache Trainees Excellence Tournament 

The IHS Trainees and Residents Special Interest Group are organising the 

"Headache Trainees Excellence Tournament" at EHMTIC 2014 on 20 

September, 2014.  

The tournament aims to provide young scientists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data during a 7 minute talk and discussion. Young scientists 

will not only benefit from sharing their research expertise, but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xpand their knowledge in the 

headache field. The tourna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wo groups, one on 

clinical related research, and one on basic headache research. 

Full tournament details here. 

Don’t miss out on a minute of the exciting scientific programme.  

Register here for EHMTIC 2014.  

 

 

 

 

EHMTIC 2014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igraine, 

tension-type headache, 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algias and other 

headache disorders as well as trigeminal pain worldwide and to give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gather new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understanding for improv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For all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EHMTIC 2014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ehmtic2014.com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59b3644172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d6f2730f17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4fd353327d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43371cd637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6566ccdbfb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a5640305c4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b7d569c9f8
http://cts.vresp.com/c/?KenesInternationalEH/3aad06743f/a10029d752/ea06dd30f9


5th ARCH  

Asian Regional Congress on Headache

 

因為泰國政局動盪，ARCH-5已決定延期至 2015年 1月 31日到 2月 1日舉行，

泰國頭痛學會對此深感抱歉，仍歡迎各位會員報名參加。 

 

 

本電子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內容包括台灣頭痛學會的會員通知事項，及頭痛相關文章。本園地公開， 

竭誠歡迎所有頭痛相關醫學著述、病例討論、文獻推介、研討會講座等投稿，稿酬從優。敬請不吝指教， 

感謝您的支持！ 

聯絡人：秘書 王宣婷 

會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40 號 

TEL：06-2810700、06-2810701 FAX：06-2810702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http://arch2014.com/
mailto:taiwan.head@msa.hinet.net
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http://arch201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