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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利用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方式治療偏頭痛 比較兩種調節器應用方式作用及機轉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神經科 劉子洋醫師           P2 

 2020 年_中區、南區讀書會(日期:中區 01/11、南區 01/12)                      P6                                                       
 

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雖然偏頭痛的藥物治療因降鈣激素基因相關胜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CGRP)單株抗體(CGRP monoclonal antibody)的發明，進入了一個新的

紀元，但大家別忘了偏頭痛的非藥物治療其實也正蓬勃發展中，這次很榮幸能邀請

到對於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方法學有專精的劉子洋醫師，針對這個題目對會員們作一

些簡介，更期盼偏頭痛日後能有更多具有實證且有效的新治療，一方面解決病患的

痛苦，也提供病患更多的選擇。 

                                                電子報主編 : 施景森醫師 

秘書處報告： 

2020 南區冬季頭痛讀書會: 課程表如後列 

時間：10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  PM 15:00 〜 PM 18:30 

地點：台南台糖桂冠酒店_(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協辦：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裕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中區冬季頭痛讀書會: 課程表如後列 

時間：109 年 01 月 12 (星期日) 09:00~12:40 

地點：台中福華大飯店(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 5F_501 會議室 

協辦：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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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方式治療偏頭痛 

比較兩種調節器應用方式作用及機轉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神經科 劉子洋 
 

近年來新興一種非藥物的偏頭痛治療方式，利用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方法改變神經活

性，從而達到減緩頭痛的效果。這種治療方式獨特之處，在於它針對我們已知的各

個錯綜複雜的偏頭痛病生理路徑， 透過電生理方式嘗試遂一擊破。自從 2013年首

個以 TMS 治療偏頭痛急性發作的醫療器材通過美國 FDA後，好幾個不同方式的非

侵入性神經調節相繼出現，並先後通過歐美各國衛生部，成為治療偏頭痛一種有

效、安全及免服藥的新興另類選擇。這次電子報會為各位介紹及比較其中兩種。 

 

Remote Electrical Neuromodulation (REN) 
遠距電刺激 

 
REN (遠距電刺激)是一種嶄新的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方式。有別於其他神經調節，它

刺激的位置位於手臂，完全遠離頭頸部。它的作用機轉十分獨特，是透過一種稱為

conditioned pain modulation 的方式[1]。 

 

當手臂的週邊神經受到適度電刺激後，「疼痛」訊號會沿著

C and Aδ fibers 傳入腦幹， 這時位於腦幹的疼痛中樞包括

periaqueductal gray 及 rostral ventromedial medulla 等會發出下

行抑制路徑，並釋放 serotonin 及 noradrenalin 來抑制疼痛。

以這種方式治療偏頭痛，關鍵在於手臂上引發的電刺激強

度，剛好超過 C and Aδ fibers 的刺激門檻，但又未達到產生

明顯可感受的疼痛，才不致於舒緩了頭痛，卻產生了手臂上

新的疼痛。因為每人對疼痛感受有一

定差異，這種儀器配合手機 app 方式

可讓患者自行在一定範圍內調整強

度[2]。 

 

REN的科學證據，除了早期一些理論性的動物實驗外，臨床

實驗主要來自一個美國及以色列的研究團隊。在一篇隨機雙

盲對照試驗裡，偏頭痛患者(n=76)發作後使用REN 20分鐘，

達到疼痛50%減輕的百分比(試驗組64% vs 對照組26%, p = 

0.005)[2]。另一篇多中心隨機雙盲對照試驗(n=252)，在頭痛

發作1小時內開始使用30-40分鐘，在使用後2小時達到疼痛緩 

解的比例，REN組同樣優於對照組 (66.7% vs 38.8%; 

Image credit: Theranica 

Image credit: Thera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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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gain of 27.9% [CI95%, 15.6-40.2]; P < .0001 )，而且 

此優勢延續至發作後48小時[3]。在post-hoc 分析中，單獨使用REN及單獨常規偏頭

痛藥物治療作比較，在發作後2小時後達到pain-free狀態的效果相當，而且使用REN

者沒有任何嚴重副作用，只有非常少數在刺激處感到熱、紅或痛感[4]。雖然今年

五月，REN獲得美國FDA核淮通過，正式成為偏頭痛急性治療方式之一。不過它的

科學證據及真實有效性仍值得未來持續關注。 

 
External trigeminal nerve stimulation (e-TNS) 
經皮三叉神經電刺激 
 

國人在非侵入性神經調節器當中較不陌生的，或許

就是 e-TNS[5]。e-TNS 是目前唯一已被國內衛福部

核准，用於預防偏頭痛的非侵入性神經調節器。 使

用時 e-TNS 置於額前，會刺激三叉神經眼分支中的

supratrochlear 及 supraorbital nerves。有別於 REN 電量

所針對的 C and Aδ fibers， e-TNS 激活 Aβ fiber，

產生明顯「觸感」，透過 gateway control theory，來

抑制由 C fiber 神經所傳導的「疼痛感」，因此達到

舒緩頭痛效果。因為它的作用機轉主要是透過週邊

神經，所以常被歸類為 peripheral 

neuromodulation[6]。但有 FDG- PET 研究發現，連續

三個月每天使用 e-TNS 20 分鐘，偏頭痛患者原本 orbitofrontal cortex 及 anterior 

Image credit: Theranica 

Image credit: Cef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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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gulate cortex  處的 hypometabolism 會正常化，間接指出 e-TNS 減少頭痛的機轉可

能仍有中樞成份[7]。 

在最早的 PREMICE Study(n=67)中，連續三個月每天使用 20 分鐘，偏頭痛天數在 e-

TNS 組別明顯下降(6.94 vs 4.88; p = 0.023)，相較於對照組卻沒有太大改變(6.54 vs 

6.22; p = 0.608)[8]。一個上市後三個國家(法國、比利時、瑞士)共 2313 偏頭痛患者使

用經驗的調查研究發現[9]，連續 40 天使用 e-TNS，53.4%受試者感到滿意，並願意

將來繼續購買或租借使用該儀器；46.6%則不願意繼續使用，但不滿意者只有使用

48.6%的儀器建議使用時間，由此可見可能是使用時間不足所致。 另外，最近日本

也發表他們的經驗(n=100)， 每天使用 20 分鐘，使用 12 週可減少偏頭痛發作天數

及急性藥物使用[10] 。另外，在偏頭痛急性治療方面，幾篇研究也顯示其效果[11] 

[12] [13]。總括而言，e-TNS 使用上十分安全，只有 4.3%有非常輕微及完全可逆的

不良反應，提供一個既安全又免服藥的另類選擇。 

 

 

Parameters Remote Electrical Neuromodulation 

(REN)  

遠距電刺激 

External trigeminal nerve 

stimulation (e-TNS) 

經皮三叉神經電刺激 

Mechanism of 

Action  

Conditioned pain modulation  Gate control theory  

 Descending pain inhibition Ascending pain inhibition 

Nerve fibers C and Aδ fibers Aβ fibers 

Stimulated sensory 

tract  

Nociceptive Touch 

Location  Remote from pain location  At the same cranial 

nerve/spinal segment 

Impact Global  Local 

FDA approval US US, Europe and Taiwan 

Table 1. 兩種非侵入性神經調節器之表較(Modified from Theranica) 

 
結語 

由於非侵入性神經調節對於偏頭痛的正面療效、極佳安全性及方便性，頭痛專家

Prof. Lipton 及Goadsby建議應列入神經科醫師的常備武器[14]。尤其適合用於當患者

對偏頭痛藥物已失效、無法忍受副作用，或已產生藥物使用過度時，都可以作為一

種既安全、又免服藥的一線或輔助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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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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琦 會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全人醫療科辦公室 

TEL：06-2812811轉 57421  FAX:06-2816161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學會網頁：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