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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頭痛電子報自本期起，由晚輩接續為各位會員服務。感謝前任主編楊鈞百醫師的勞

心勞力，讓精采多元的電子報，過去三年持續不輟。時值秋冬季節交替，天氣忽冷

忽熱，相信不少醫師有感受到一波叢發性頭痛的發作潮。叢發性頭痛與氣溫變化的

關聯，是很有趣的臨床觀察，儘管原因不明，但是相關佐證越來越多。本期內容由

臺北榮總的李宜蓉醫師提供，為各位提供 新的本土資料。有朝一日，說不定我們

可以應用當前火紅的大數據 (Big Data) 分析，整合各項氣候指標變化，精確推算

叢發性頭痛的發作潮，提昇診斷率！ 

後希望各位對頭痛感興趣的先進將您對頭痛的心得投稿到頭痛電子報，增進彼此

交流，充實這個屬於大家的學術園地。 

電子報主編：陳韋達醫師	  
秘書處報告:	 

5th ARCH 亞洲地區頭痛會議 (Jan 31,- Feb 1, 2015)將在泰國清邁舉行，已開 

始接受報名，提報論文者將可免除報名費用，另可申請學會之補助，詳情請見電子

報內文。 

17th IHC世界頭痛大會 (May 14-17, 2015)將在西班牙瓦倫西亞舉行，也已開始接

受報名。 

台灣頭痛學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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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及秘書長的話	 
 

台灣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我有這份榮幸出任理事長，在未來的三年來替大家服務。

我要特別感謝王榮譽理事長署君兄與王前理事長博仁兄的抬愛與支持，在他們的鼓

勵下我才有勇氣與信心接下這一棒。我也謝謝學會的理監事們接續學會各學組的任

務，讓學會運作能無縫接軌。 

頭痛學會在前兩位理事長的領導下，戮力經營，已經墊立良好的基礎，日益茁壯，

明年也正式滿十年，即將昂首邁入下一個世代。頭痛學會成立的宗旨主要是持續頭

痛醫學教育，發展頭痛醫學研究，與推廣民眾認識頭痛，未來我們仍將繼續努力。

繼續教育活動除了固定春秋兩季的繼續教育，也強化各地區的頭痛讀書會，擴大參

與。醫學研究方面，學會希望能扮演平台推動跨院甚或跨國的合作研究計畫。明年

度起也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著手修訂各類型頭痛的治療指引。另外為了加強民眾教

育，我們也準備成立頭痛病友的聯誼會，藉由醫護人員與病友的交流，傳遞正確頭

痛就醫觀念。 

頭痛學會目前的會員人數還是極有限，經費也很拮据。頭痛是神經科醫師 常碰到

的疾病，但是也 容易被輕忽，學會需要大家的支持與努力，希望各位會員幫忙鼓

勵周遭的同事加入頭痛學會，一起關心頭痛醫學的發展。 

 

後祝所有會員 心想事成，平安喜樂。 

 

理事長 陳威宏 敬上 

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各位頭痛學會的先進們大家好， 

 

很榮幸可以在未來三年，在陳威宏理事長的領導下，為各位會員服務。秘書處作為

樞紐及溝通平台， 將繼續提供會員學會活動訊息， 協助各區定期舉行頭痛讀書

會，及主辦春秋兩季大型研討會。會員亦可透過秘書處，發佈頭痛相關醫學新知，

促成跨地活動及研究合作。承如理事長指示，秘書處謹此將竭誠所能，秉承學會宗

旨、以持續頭痛醫學教育，發展頭痛醫學研究，推廣民眾教育；特別冀能實踐擴大

會員人數， 以發揚學會精神。 

 

 

秘書長 劉子洋  敬上 

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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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發性頭痛與氣候變化的關係	 
 
台北榮總 神經內科 李宜蓉醫師 

 

叢發性頭痛的臨床症狀及診斷基準 

 

叢發性頭痛是一種病徵獨特的頭痛：頭痛的範圍每次皆固定為單側

發作，位置在眼眶、上眼眶、顳部、或上述部位的任意組合；頭痛程

度皆為劇痛；持續時間在 15 到 180 分鐘之間；發作頻率從每兩天發作

一次到每天可發作達八次；在發作時會伴隨有同側的結膜充血或流淚

、鼻腔充血或流鼻水、前額及臉出汗、瞳孔縮小、眼皮下垂或水腫，

或是合併有不安或躁動的感覺[1-3]。 

在臨床表現上，病患於初期時可能會有一連串的叢發性頭痛發作，

持續數週甚至數個月，又稱為叢發期(cluster periods)，之間間隔沒

有叢發性頭痛發作的無痛期則稱為緩解期(remission periods)，有時

可以維持數個月到數年，而隨著疾病的進展，叢發期的時間(相對於緩

解期)可能會逐漸增長。根據國際頭痛疾病分類第三版(ICHD-3 

beta)[3]，當叢發性頭痛的發作持續 7 天至 1 年，其中至少間隔有一

個月的無痛期，則為陣發叢發性頭痛(episodic cluster headache；

診斷碼 3.1.1)，若叢發期超過 1 年以上無緩解或緩解期小於 1 個月則

稱為慢性叢發性頭痛（chronic cluster headache；診斷碼 3.1.2）。 

流行病學的調查顯示，病患的叢發期可能會發生於固定的某些時節

或月份，且喝酒、在熱的房間運動、洗熱水澡或接觸一些味道強烈的

物質等因素也有可能會誘發叢發期的產生，所以病患在緩解期時應該

減少與會引起該疾病的這些因素接觸[4]。 

 

叢發性頭痛與氣候的關係 

根據研究顯示，叢發性頭痛具有獨特的季節週期特性(seasonal 

rhythmicity)[5, 6]，但是流行病學的調查顯示，世界各國叢發性頭

痛好發的季節和時間卻無一致性，因此推論這樣的差異，極可能是因

為不同緯度地區的季節會有不同的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可能也會影

響叢發性頭痛的發生。Donnent 等人的研究中[7]，發現在惡劣的天氣

下(unpleasant weather)可以使病患叢發性頭痛發作的現象增加。而

台灣也有相關之氣候研究發表[8]，其結果顯示，台灣叢發期好發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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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及季節交換的時候（例如冬天變春天和春天變夏天），若之前是

一段較寒冷或炎熱的時期，經歷氣溫的改變時即會引起叢發期的發作

，而其中從冷變熱所需要的溫度變化要較大才會引起叢發期的發作。

此外，若以日照時間長短作比較，發現叢發期的發作與日照時間成正

比，也就是日照時間愈長，叢發期發作的風險愈高。 

 

氣候影響叢發性頭痛的可能機轉 

氣溫的變化是如何影響或刺激叢發期的發作，目前仍機轉不明，但

普遍認為是和下視丘相關，因為下視丘屬於體內的生物鐘，並可以控

制體溫、食慾、口渴、性慾和情緒[9]。更進一步推測，可能是和下視

丘內視前區(preoptic area)的溫度感受器(thermoreceptors)有關

[10]。在此區域中，熱敏感神經元(warm-sensitive neurons)比起冷

敏感神經元(cold-sensitive neurons)，除數目較多外，也是主要負

責溫度調節的神經元，負責包括散熱(heat loss)和保暖(heat 

retention)等相關功能[11-13]。因為熱敏感神經元為負責溫度調節的

主要神經元，並藉由散熱來調節身體的核心溫度，所以若是之前處於

相對炎熱的狀態，熱敏感神經元處於活化的狀態，只要氣溫有改變時

即可引發叢發期的發作，目前已有研究證實增加體熱會進一步引發叢

發性頭痛，可符合上述的假設[4]。相反地，若是之前處於相對寒冷的

狀態，此時為避免體熱流失，熱敏感神經元是處於被抑制的狀態，因

此需要較大的溫度變化才可能會引起叢發期的發作。 

除了下視丘外，松果體(pineal gland)也被認為和叢發性頭痛的發

作有關[14]。松果體會藉由在夜間分泌褪黑激素(melatonin)來調節我

們的生理節律(circadian rhythm)，和睡眠周期有關。之前有研究發

現[15]，叢發性頭痛病患血清中的褪黑激素數值在叢發期較低，或許

正可以用來解釋日照時間的增加(褪黑激素的分泌減少)和叢發期的發

作成正比的原因。 

 

總結 

叢發性頭痛是一種嚴重頭痛，病患承受的疼痛與身心折磨，往往使

得情緒大受影響，除了焦慮或憂鬱，還會影響個人生活品質，甚至導

致家庭與社會衝擊。急性叢發性頭痛的預防與治療同等重要。想避免

叢發性頭痛發作， 重要的是排除生活中的誘發因子，尤其在氣候變

化時更應特別注意。一旦發作，及時的藥物治療與臨床追蹤，便能避

免生活品質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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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工作人員及職務分配	 

國際事務組	 王署君	 

醫學教育組	 傅中玲	 

頭痛讀書會	 

北區：王署君	 

中區：楊鈞百、陳彥宇	 

南區：王博仁	 

民眾教育組	 林高章	 

頭痛診治準則組	 傅中玲	 

頭痛網站組	 陳彥宇	 

媒體公關組	 陳威宏	 

臨床研究組	 王署君	 

頭痛電子報	 陳韋達	 

秘書長	 劉子洋	 

財務長	 陳桂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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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ch2014.com/ or http://www.archchiangmai.com 

 
2015	 年第五屆亞洲頭痛會議(ARCH)台灣代表補助計畫 	 

 

2015 年第五屆亞洲頭痛會議 5
th
-ARCH (Asian Regional Congress on Headache)

將 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在泰國清邁舉行,現已開始徵求 

Abstract,截 止日為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歡迎大家前往參加並踴躍投稿,論文

海報被大會接 受者,可免除報名費用。詳情請見

:http://arch2014.com/abstractposter-submission/。 

清邁是泰國第二大城市,也是有名的古城及觀光勝地,曾為宗教、文化及貿易的 中

心。水田稻米,綠蔭處處,加上舊城建築,城牆寺廟等,洋溢着古典傳統文化 及藝術

的氣息,古色古香。會場所在之清邁大學,建校於 1964 年,位於清邁市 西郊,是泰

國北部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以醫科和工科聞名。台灣虎航恰於今年 底開航台北至

清邁直飛班機, 便宜機票僅需 NT$7,771,每周二三五六飛行, 復興航空每五天一

班飛行,直飛免除轉機之舟車勞頓,航程約 4 小時。 

學會為鼓勵會員參加並發表研究論文,將遴選數名參加者予費用補助,凡台灣頭 痛

學會之有效會員,可以提出申請。補助內容如下:名額 2-5 人,補助其交通、 食宿

等費用,每人上限新台幣 3 萬元,實報實銷,學會提供補助之總金額上限為 新台幣 

10 萬元。有意者,請於 2014 年 12 月 20 日前將投稿的論文 abstract 連同 個

人簡歷(請註明會員編號)寄到學會秘書處,收件後秘書處會回函確認，請注意，若

該篇論文未被 ARCH-5 大會接受,則喪失補助資格。 

＊＊ ＊學會將由遴選委員決定人選，於 1 月 10 日前通知中選者並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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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hc201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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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惠 會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B4神經科辦公室 TEL:02-28332211轉

2598  FAX:02-28344906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