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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亞東醫院的劉亮吟醫師致力於頭痛醫學研究，並和大家分享其成果。看到前

陣子中西醫有些紛紛擾擾，其實我們本身並不排斥中國傳統醫學，但若能有更多

的科學根據相信對中醫的發展是好的。本期頭痛通訊將同時以中西觀點一起看月

經性頭痛，希望能提供給大家更完整的視野。 

此外，也感謝竹東榮民醫院陳韋達醫師提供有關自發性低壓頭痛的影像診斷新進

展，由於這是較為細部的頭痛新知，因此可能有些部分稍有難度，但廣泛吸收各

方面頭痛相關資訊，定能對頭痛的了解有所助益。 

本通訊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有興趣繼續獲得本通訊者敬請告知電子郵件信箱，

若有相關研討會，我們將會通知您；若您不希望繼續收到本通訊，也敬請回覆

e-mail告知。 

 

中藥治療經行頭痛：一病例報告 

亞東紀念醫院傳統醫學科 劉亮吟 

 

簡題：經行頭痛 

摘要 

    一 35 歲女性病人三年前曾有經行頭痛，服用中藥後半年未發作。自一年前

開始，每於經前兩天頭抽脹痛、欲嘔，合併眼睛累感，經行則頭痛自行緩解，但

月經結束時又頭痛半天到一天。經診斷為肝鬱血虛、肝陽上亢型之經行頭痛，症

同西醫之經期偏頭痛。給予加味逍遙散、天麻鉤藤飲等舒肝養血、平肝潛陽，該

次經期頭痛未發作，建議繼續服藥鞏固療效，若連續兩次月經週期未發作頭痛才

停藥。 

 



關鍵詞：經行頭痛，經期偏頭痛（menstrual migraine），中藥 

病例報告 

一、基本資料 

  姓名：魏 X X      性別：女   年齡：35 歲       病歷號碼：871308 

  籍貫：台灣省彰化縣       婚姻：已婚      就診日期：91 年 6 月 27 日 

二、主訴：經前及經後頭痛約一年。 

三、現病史 

此 35 歲女性病人自六年前開始排卵時右少腹痛，西醫告知右卵巢發炎，服

藥後症狀改善。四年前施行輸卵管結紮術，三年前開始為月經前和月經結束後有

頭痛症狀所苦，曾於他處服用中藥三四個月，頭痛緩解半年未發作。自一年前開

始，頭痛又發作了。每於經前兩天，頭抽脹痛、欲嘔，合併眼睛累感，經行則頭

痛自行緩解，但月經結束時又頭痛半天到一天。近一年來，無一次月經週期倖免。

因此病人前來本院中醫門診就醫，尋求進一步診療。 

四、過去病史及個人史 

（一）四到六年前右卵巢發炎。 

（二）四年前施行輸卵管結紮術。 

（三）一年多前心臟超音波告知二尖瓣脫垂。 

（四）不抽煙，不喝酒，無口服避孕藥，無藥物過敏。 

五、家族史：無特別陳述。 

六、中醫四診 

  （一）望診：舌質淡紅，苔白膩。 

  （二）聞診：無特殊異常。 

  （三）問診：經前兩天整個頭抽脹痛、欲嘔，合併眼睛累感，遇冷風頭痛

加劇。行經時頭痛自行緩解，但月經結束時又頭痛半天到一天。月經週期每 28

天行經 4 天，經量中等偏少，色暗紅，有少許血塊，經行第二天略小腹脹。

G4P3AA1，L.M.P.（last menstrual period，記錄最後一次月經的第一天）：91.6.5.，

曾右少腹排卵痛，經前乳脹、易怒。帶下色黃白、質黏。口不乾渴，偶清喉嚨。

易胸悶、心悸。納可，大便一日一行、成形，小便平。右肋下易抽筋，腰痠，

眠可。易緊張。 

  （四）切診：脈診：脈左弦澀、右澀。 

七、理學檢查：血壓 109/61 mmHg。 

八、診斷 

中醫診斷：經行頭痛，肝鬱血虛、肝陽上亢。 

西醫診斷：經期偏頭痛（menstrual migraine）。 

九、治則：舒肝養血、平肝潛陽。                                                                     

十、處方 

加味逍遙散 6 克、天麻鉤藤飲 3 克、當歸芍藥散 3 克、川芎茶調散 3 克。一



日量，分三次，飯後服用。七日份。 

 

十一、理法方藥分析 

  理：病人四到六年前排卵時右少腹痛，加上經前乳脹，已有肝鬱氣滯。氣

滯引起血行障礙，導致肝鬱血虛，出現經後頭痛、經量中等偏少、右肋下易抽

筋、脈弦澀等症。血虛而陽不潛藏、肝陽上亢，表現經前頭抽脹痛、欲嘔、眼

睛累、脈弦等。帶下色黃白質黏、易怒、苔白膩為肝鬱化火夾濕。遇冷風頭痛

加劇考慮風邪客於巔頂。腰痠可能為血虛夾濕或肝腎不足。 

  法：舒肝養血、平肝潛陽，兼清熱袪濕、袪風止痛。 

  方：加味逍遙散、當歸芍藥散舒肝養血、清熱袪濕，天麻鉤藤飲平肝潛陽，

川芎茶調散袪風止痛。 

  藥：柴胡、薄荷疏肝解鬱，當歸、白芍養血柔肝，茯苓、白朮、煨生薑、甘

草健脾和中，澤瀉利水滲濕，丹皮、梔子、黃芩清熱，天麻、鉤藤、石決明平肝

潛陽，牛膝、杜仲、桑寄生補益肝腎，茯神、夜交藤養心安神，益母草活血袪瘀，

荊芥、防風、羌活、白芷、細辛、川芎袪風止痛。 

十二、追蹤診療記錄 

91 年 7 月 4 日 

症狀：L.M.P.：91.7.3.，本次無經前頭痛，經前一天覺目重感。服前方腰痠兩天

後緩解，帶下透明，經前乳脹減。倦怠，口乾喜飲，胸悶和心悸減。納可，

大便一日二行、成形，小便平。曾右肋抽筋，眠可。喉中痰梗、清喉嚨約

十日。舌質淡紅、苔白膩、邊少苔。脈左弦澀、右澀。 

處方：加味逍遙散 6 克、天麻鉤藤飲 5 克、川芎茶調散 3 克、僵蠶 1 克。一日量，

分三次，飯後服用。七日份。 

方義：本次無經前頭痛，但經後頭痛還未可知。續用加味逍遙散舒肝養血、清肝

熱，天麻鉤藤飲平肝潛陽，川芎茶調散袪風止痛。喉中痰梗加僵蠶化痰散

結，並有袪風止痛的功效。 

91 年 7 月 11 日 

症狀：本次月經 7 月 3 日行經至 7 月 6 日，經量中，色暗紅，少許血塊，無小腹

脹，無經前和經後頭痛。口乾喜飲，胸悶喜太息，曾心悸。喉中痰梗減。

納可，大便一日一行、成形，小便平，眠可。右腰麻、灼熱、偶痠。舌質

淡紅、苔白膩。脈左弦澀、右澀。 

處方：加味逍遙散 4 克、天麻鉤藤飲 3 克、香蘇散 4 克、虎潛丸 4 克。一日量，

分三次，飯後服用。七日份。建議繼續追蹤服藥，如果連續兩次月經週期

沒有經行頭痛發作，才考慮漸漸停藥。 

方義：胸悶喜太息為氣滯，用香蘇散理氣散滯；右腰麻、灼熱、偶痠考慮肝腎不

足，用虎潛丸滋陰降火、強壯筋骨；續用加味逍遙散和天麻鉤藤飲舒肝養

血、平肝潛陽。 

 



 

討論 

【偏頭痛（migraine）的西醫觀點】 

  一、臨床分型： 

（一）典型偏頭痛（classic migraine）：頭痛前有先兆（aura）如視覺（閃光、Z

字形線、視野缺損）、感覺或運動異常等神經症狀，然後產生單側搏動性

頭痛，合併畏光、惡心或嘔吐。頭痛通常持續 2 至 48 小時。頭痛也可能

是雙側的。 

（二）普通偏頭痛（common migraine）：頭痛型態類似前者（通常較不一定是單

側痛），但是沒有先兆。 

  二、機轉：腦動脈血管收縮，造成腦組織局部缺血，出現先兆之神經症狀→

血管擴張，尤其是顱外頭皮血管，產生頭痛。 

  三、誘發因子：食物（酒精、巧克力、起司、熱狗）、月經（偏頭痛的女性

患者常於經期加重、懷孕中後期減輕）、壓力、疲勞、熬夜、藥物（口服避孕藥、

血管擴張劑）等。 

  四、治療：乙型阻斷劑、非類固醇消炎藥、麥角胺（ergotamine）製劑等。 

 

【經期偏頭痛（menstrual migraine）】 

  一、定義：經期偏頭痛現在沒有統一的定義。目前傾向於經前或經期才發作

頭痛，非經期則不頭痛者稱之。 

  二、機轉：可能和月經前動情激素濃度突然降低有關。 

  三、治療：同偏頭痛。有人在月經前注射或經皮膚（貼片或凝膠）補充動情

激素，可延緩經期偏頭痛的發生。 

 

【臨床心得】 

  中醫將每逢經期或月經前後頭痛，稱為經行頭痛。一般經前頭痛為實，經後

頭痛為虛。辨證分型大致分為血瘀、肝陽上亢（或肝火）、血虛等證。 

本案例發作頭痛前沒有先兆，屬普通偏頭痛。經後和經前頭痛都有，乃虛實

夾雜，無法用單一方子解決，故用加味逍遙散和天麻鉤藤飲治本，川芎茶調散治

標。很幸運地本次月經頭痛沒有發作，但肝鬱血虛、肝陽上亢非短時間造成，不

會那麼快調整過來，還要繼續服藥。 

與月經週期相關的疾病，如月經不調、痛經、經前緊張症候群等，當症狀改

善時，我們通常建議病人繼續服藥鞏固療效，待連續兩次月經週期都正常後才停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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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醫觀點看月經性偏頭痛 

台北榮總神經內科 傅中玲 

 

 

真性月經偏頭痛是一種只發生於女性月經時的偏頭痛，一般定義是發生於月經開

始前２天或之後的１或２天。這種頭痛很少見，而大部份的月經性偏頭痛於月經

期間或平常時候都有頭痛，但是月經期發作較頻繁。這些頭痛主要是因為荷爾蒙

分泌的關係而導致的。 

 

這與月經期間的女性素下降有關，是引起偏頭痛原因之一。其他如初經、懷孕、

及停經等內分泌因素也會有所影響，而外在因素包括口服避孕藥及荷爾蒙的使用

亦也和頭痛有關。 

 

月經性偏頭痛患者的腦子三叉神經系統變得很敏感，荷爾蒙的波動，特別是女性

素，會導致其他生理變化並引起偏頭痛。其中一項變化就是 MAO（monoamine 

oxidase）濃度的改變。MAO 是一種在腸子及腦子裏發現的酵素，可用來代謝血

清素（serotonin），那是非常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MAO 濃度的改變會使得血清

素下降，而使得偏頭痛的閾值轉變。 

 

由於女性素減少，可能使血清素之受體數量改變，女性素的變化亦使得血清素再

吸收改變，同時也會造成腦內啡（endorphin）的改變。腦內啡是種頭腦的天然止

痛劑，其減少和女性素下降有關，而腦內啡減少則會使腦子對痛變得較為敏感， 

 

一般而言，患有偏頭痛的女性多於男性，隨著年齡增加，女性的一生中頭痛也會

有所變化及影響。小時候有偏頭痛的男生略多於女生。但進入青春期後，便開始



有所轉變。過了青春期，女性偏頭痛的情形增加，而進入中年後，有偏頭痛的女

性和男性比例約為３：１。 

 

許多女人在懷孕中後期，偏頭痛會有一段緩和時期，部份原因和懷孕初期的女性

素波動有關。中後期女性素較高並相對地穩定，而女性素的穩定，使得懷孕中後

期頭痛情形較為緩和。 

 

女性在生育年齡會有各種形式的荷爾蒙補充方式，如使用口服避孕藥及荷爾蒙補

充療法，有的人偏頭痛情形可能因此變好，有的則是變壞。一些女性使用口服避

孕藥或停經後荷爾蒙，其偏頭痛會解除，但有的則是更為惡化。開始使用口服避

孕藥或荷爾蒙補充療法之前，須特別留意神經方面的改變，如提高中風機率之可

能性。 

女人老化的少數好處之一就是其偏頭痛會減少，尤是進入更年期的時侯，由於身

體自然變化，女性素的波動變得較平穩，頭痛也隨之減少。因此我們必須對女人

的生命週期及偏頭痛的關係更為敏鋭。 

 

一般常用於預防月經性偏頭痛的方式是使用非類固醇性抗消炎藥（NSAID）， 

也就是在婦女預期其月經性偏頭痛將發作的前幾天即開始使用 NSAID。在一個

臨床藥物試驗中便是使用 naproxen 550mg 劑量，一天兩次來治療。 

 

治療方式是在經期前一週即開始服用並持續至經期開始後六天。連續三個月使用

此療法以評估其反應。這是一個搭配安慰劑對照的雙盲試驗。此研究顯示有 50%

使用 naproxen 的人在第三個月時其月經性偏頭痛有所減少。有趣的是因「回歸

平均值」（reqression to the mean）的特性，前二個月可見安慰組也有進步，但時

間久了，Naproxen 的治療效果才達到顯著。 

 

另外一個方法是使用 triptan 類藥物來治療，治療方式是連續幾個月於月經來時

約５天的經期中，使用 naratriptan 標準劑量 1mg 及 2.5mg 和安慰劑。這項研究

結果令人出乎意料，其中 2.5mg 劑量的效果和安慰劑差不多，而約 50%使用 1mg

的人對其月經性偏頭痛之減少是有效的。這項研究在統計上達到顯著，然而，這

種治療方式是相當昂貴的。 

 

第三種方式是使用荷爾蒙，這對某些人來說是非常適當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口服

避孕藥達到效果。讓婦女連續幾個週期使用口服避孕藥，將婦女的經期改為三個

月一次的季經，這可使原來一年 12 次月經性偏頭痛變為 4 次，這對許多婦女而

言，生活會有顯著的不同。 

 

劉醫師的病人是一典型少見的真性月經性偏頭痛患者，她的的中藥治療經行頭痛



個案報告中，提及以中藥治療於第一個月即見效；而在 NSAID 的試驗中，第一

及第二個月是無效的，直到第三個月才看出其效果，這證明所有疾病最後會回歸

到平均值的理論。因此，短期一、二個月有效，並不能立即有所定論，而劉醫師

建議病人再連續使用２個月仍未發作才停藥是合理的。很高興中藥有潛力加入治

療頭痛的行列，也歡迎有志之士共襄盛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發性低壓頭痛的影像診斷新進展 

竹東榮民醫院  陳韋達 

 

 

Schaltenbrand 在 1938 年提出 Aliquorrhea 一詞來代表因 CSF 不足所導致的頭痛

等不適，這是自發性低壓頭痛 (spontaneous intracranial hypotension, SIH) 最早的

起源。由於研究工具的不足，在 60 到 80 年代，有關 SIH 的描述的大多侷限在

症狀學方面。直到 90 年代，磁振造影檢查為 SIH 的各項研究，指引一條新的方

向。不論在致病機轉、診斷甚至療效的追蹤方面，MRI 都有其重要的貢獻，使

我們對 SIH 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首先，Mokri 1在 1991 年發表了 SIH 最重要的磁振造影的特徵—diffuse 

pachymeningeal enhancement (DPE)，這是硬腦膜在顯影劑的作用下，所呈現一種

兩側瀰散性、非結節性的顯影。其後陸續有多項 MRI 影像的特徵被發現，包括

brain descent, subdural fluid collection, ventricular collapse, vinous sinus 

engorgement, pituitary enlargement 等 2。就連頸椎部位的磁振造影，也有 DPE, 

subdural fluid collection, epidural venous plexus engorgement 等類似的變化。 

 

最近，筆者等人 3將 SIH 病人的腦部磁振造影，與其他做過腰椎穿刺且顱內壓正

常的神經科病人 (控制組) 的腦部影像相比較發現，13 位 SIH 病人的兩側上眼靜

脈 (superior ophthalmic vein, SOV) 平均直徑為 0.90 mm，比年齡、性別相配對之

控制組的 1.85 mm 小，統計呈現有意義的差距 (p<0.001)。有趣的是，在住院接

受輸液治療之後，SIH 病人的頭痛全數消失，同時 SOV 直徑亦明顯回復 (平均

直徑 1.09 mm)，但仍比控制組的平均值 1.85 mm 小。至於 SIH 的其他 MRI 特徵，

如 DPE 等，絕大多數在治療後亦明顯改善。本實驗 SOV 直徑的測量，均選取最

靠近眼球後緣的 sagittal 影像為之。 



 

SOV 走在眼窩上直肌的下方，經眼眶上裂 (superior orbital fissure) 與顱內的海棉

竇 (cavernous sinus) 相連，是疏導臉部、眼窩的靜脈血流入顱內的重要通道。由

於海棉竇不像其他靜脈竇一般由硬腦膜分裂所形成，再加上 SOV 沒有瓣膜，因

此，顱內壓的改變，會同時改變海棉竇的壓力，進而影響 SOV 的靜脈回流。過

去已有人發現，腦壓昇高的病人，SOV 會變粗，據推斷應該是因為海棉竇的壓

力增加，使 SOV 的靜脈回流受阻所致。同樣地，SIH 病人的 SOV 直徑為何變小？

從壓力差 (pressure gradient) 的概念來說，因顱內壓降低，SOV 的靜脈回流加

速，根據流体力學的柏努力 (Bernoulli-Poiseuille) 定律，SOV 的管腔會隨之變小。 

 

然而，部分 SIH 病人的腦壓並未降低。事實上，近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

CSF 的量 (而非壓力) 不足，才是造成 SIH 種種不適的主因 2。容積的觀點，同

樣可以解釋 SOV 的變化情形。SIH 患者因顱內 CSF 容積不足，因此血液容積必

須代償性的增加，以維持顱內容積的恒定。大量靜脈血流由顱外經 SOV 流往顱

內代償的結果，導致了 SOV 的榻陷。 

 

上述的觀察型研究，有兩點重要的啟發： 

一、SOV 變小，能提供 SIH 的 MRI 診斷一個重要的線索。SIH 的診斷有時並不

容易，症狀學上的姿勢性頭痛、Lab 檢查之 CSF 壓力降低、以及影像學上之 DPE

等特徵，不見得都會出現。如果頭痛的病人合併 SOV 榻陷，應將 SIH 列入鑑別

診斷。尤其，腰椎穿刺有可能加重低壓頭痛，能用非侵入性 MRI 正確診斷，實

為患者的一大福音。 

二、SOV 榻陷現象在 SIH 治療之後改善，這表示 SOV 可以像 DPE 等 MRI 特徵，

用於 SIH 療效的追蹤，甚至推估 SIH 的復發。 

 

SOV 的直徑在腦壓高的病人會變大，在腦壓低的病人會變小的有趣現象，顯示

SOV 的大小似乎和腦壓的高低變化有關。一項有趣的研究顯示 4，SOV 的直徑大

小，確實與顱內壓有正相關，且從相關係數推算，顱內壓值可以解釋將近 35% 的

SOV直徑值變化！由此推論，顱內壓可能是影響SOV直徑最重要的因素，但SOV

的大小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這其中必定還包括 CSF 的容積量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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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 12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於福華飯店舉辦「由頭痛 ABC 到最新發展」研討會，

請參閱下頁詳細議程，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12 月 17 日前將報名表傳給頭痛學

組。 

 

●  12 月份頭痛學組將於仁愛醫院神經內科舉辦頭痛演講，講題是：「Advances 

of migraine」（原定於台大醫院之演講取消），  

 

仁愛醫院 

演講者：傅中玲醫師 

時間：92年 12月 24日上午 8:00~9:00（之前誤植為下午，特此更正） 

地點：仁愛醫院檢驗大樓 6樓教室 

 

 

 

頭痛學組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信箱：johnson8@ms63.hinet.net 

郵件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台北榮總神經內科 448-1 室  

電話：(02)28712121*3249、28762522 

本通訊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有興趣者請告知電子郵件信箱，若您不希望繼續收

到本通訊，敬請回覆 e-mail告知。如果您希望以 print form方式獲得本通訊，

也請與頭痛學組聯絡。 

mailto:johnson8@ms63.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