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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外傷後頭痛是頭痛門診常見的主訴。然而，病人的頭痛，真的是外傷造成的嗎？這可

就不一定了。很多病人原本也有頭痛，只是外傷後頻率增加。也有部分病人原本沒有

頭痛，但外傷很久以後才出現頭痛。如何判定外傷與頭痛的因果關係，相信不少會員

朋友在開立診斷書時都深感困擾。本期頭痛電子報特邀林新醫院神經內科陳炳錕主任

，為大家介紹外傷後頭痛。讀完本文，相信各位對外傷後頭痛的診斷與治療，更能得

心應手！ 

 

電子報主編：陳韋達醫師 

 
秘書處報告:	

1. 北區頭痛讀書會將於2016年1月10日舉行，敬請踴躍參加	（詳情將於近日公佈） 

2. 為慶祝頭痛學會成⽴10週年，擬擴⼤募集會員，凡於104年加⼊頭痛學會，住院醫師、

護理⼈員、在學醫師(包括碩博⼠⽣)之會員⼊會費由1000元減⾄500元，歡迎新⽣代踴

躍參加。歡迎會員回家⽅案，⼤幅放寬會員資格回復之規定，連續兩年未繳會費遭停

⽌會員資格之會員，於104年內補上前⼀年與本年度會費(共1000元)，即可恢復會籍。 

台灣頭痛學會 敬啟 

台灣頭痛學會祕書處 敬賀 網站：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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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後頭痛 
 

陳炳錕   

中國醫藥⼤學醫學系  林新醫院神經科 

 
	
	
醫師，我⼗年前有⼀次撞到頭，現在常常頭痛，是不是腦⼦裡有⾎塊壓著… 
 
類似的問題，幾乎天天在頭痛⾨診不斷重複著，有些嚴重頭痛的病患，甚⾄可以細

數他(他)從⼩到⼤頭部外傷的次數和嚴重程度。 
 
那到底頭部外傷和頭痛有沒有關係呢?怎麼樣的頭痛才能算是和頭部外傷有關? 先

說結論，的確，頭部外傷很可能會引起外傷後頭痛，但是醫師在診斷上有嚴格的標

準來確定其因果關係，在 ICHD-3beta(國際頭痛分類第三 beta 版)中登錄於第五章”

歸因於頭部及/或頸部外傷或傷害之頭痛”。簡單來說，頭痛⼀定要發⽣在頭部外傷

後病⼈可清楚表達的 7 天之內，並依照持續時間是否超過 3 個⽉分為急性和持續性

兩類。詳細的條⽂⼤家可以在頭痛學會網站的下載專區中取得

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doc/ICHD3b-tc.pdf 
 
頭部外傷 

我們回頭來看看頭部外傷這件事。根據統計，頭部外傷中約 75%屬於”輕度頭部外

傷”(受傷時⼀開始意識喪失⼩於 30 分鐘，Glasgow 昏迷指數 (GCS)⼤於等於 13 分)

，對這些病患，醫師有時會給予腦震盪的診斷，但其實輕度頭部外傷和腦震盪之間

並沒有⾮常嚴格的轉換標準。此外，中度頭部外傷是指患者 GCS score 9-12 分，⽽

嚴重頭部外傷是指 GCS score 3-8 分。 
 
流⾏病學 

那多少頭部外傷的⼈會出現外傷後頭痛呢? 由於許多頭部外傷的病患並不⼀定會就

醫，因此真正的發⽣率和盛⾏率都不確定，⽬前的資料都來⾃於對特定族群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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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軍⼈，榮民和單⼀醫院等)，整體⽽⾔，3 個⽉內發⽣頭痛的機會相當⾼(40-

65%)，其中許多⼈在⼀年後的追蹤仍然受頭痛所苦。 
 
誰會痛?如何診斷呢? 

我們能不能知道那些頭部外傷病患容易有外傷後頭痛? 從研究報告來看，輕度頭部

外傷病患⽐中重度頭部外傷病患有更⾼的頭痛機會，⽽原來有就頭痛病史的病患也

⽐較容易出現外傷後頭痛。另外，年齡⼩於 60 歲的⼈發⽣外傷後頭痛的機會也⽐

年⾧者更⾼，但是性別因素是否影響外傷後頭痛發⽣機會，⽬前看來並不確定。如

果原本有頭痛病史的⼈容易外傷後頭痛，那怎麼知道是不是和新的外傷有關呢?這

的確是⼀個困難的問題，⽬前的診斷標準中，把與頭部外傷或傷害的頭痛嚴格限制

在 7 天之內，但是也有研究顯⽰，外傷後有頭痛的病⼈中，僅有不到 30%會在外

傷後 7 天之內出現，⽽且如何分辨是否是病⼈原有的頭痛實際執⾏上相當困難，因

此，在許多研究中，收案⽅法中會加上外傷後”新發⽣”或”惡化”的頭痛，在臨床上

，病患外傷前後的詳細頭痛病史仍然是診斷相當重要的依據。 
 
特徵 

那外傷後頭痛有沒有甚麼特徵? 事實上，外傷後頭痛是⼀種次發性頭痛，在 ICHD-

3beta 的診斷標準中被沒有嚴格限制頭痛發作的特徵，從以往的報告來看，各式各

樣的頭痛型態都曾被報告，但是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早期根據回朔性研究的結果

，認為⼤多數外傷後頭痛的型態以緊縮性頭痛(Tension-type headache)型態為⼤宗，

但是近幾年來，前瞻性研究的結果逐漸推翻這個想法，最近的研究中發現，在外傷

後頭痛的病⼈中，52%的病患頭痛具有偏頭痛(Migraine)的特徵，⽽緊縮性頭痛特

徵為 37%，其他 11%頭痛型態無法以⽬前的診斷標準來分類。在其他軍⽅的研究

中具有偏頭痛特徵的⽐例甚⾄⾼達 60-90%。更有趣的發現是，這些具有偏頭痛特

徵的外傷後頭痛病患，容易有更⾼的頭痛頻率，容易發展成慢性每⽇頭痛。 
 
治療 

⽬前對外傷後頭痛的治療並沒有證據等級相當⾼的臨床研究，多數的治療⽅式還是

依靠⼩型研究和專家經驗，⽬前藥物治療可以考慮⼄型阻斷劑、抗憂鬱劑、鈣離⼦

阻斷劑、單胺氧化酵素抑制劑（MAO inhibitors）、抗癲癇藥物(如 topiramate, 

divalproex sodium)、⾎清素拮抗劑（Serotonin antagonists），這些藥物的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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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照病⼈臨床的症狀做搭配。另外，靜脈注射雙氫⿆⾓胺（DHE, 

dihydroergotamine），枕神經阻斷術，⾁毒桿菌治療都曾被報告有相當療效。 
 
結語 

外傷後頭痛其實並不罕⾒，不論是運動傷害，遊戲，或⾞禍造成，都應該盡早診斷

，早期治療，不應⼀開始就將患者症狀歸因於⼼因性或其他保險因素。在治療上，

雖然沒有很好的證據⽀持特定藥物，但許多專家仍建議以病患頭痛型態與原發性頭

痛的相似性(如:偏頭痛，緊縮性頭痛等)，作為選擇治療藥物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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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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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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