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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CGRP 與偏頭痛的關係-----------------------------------------------王馨範醫師 

研討會訊息-------------------------------------------------北區春季頭痛再教育 

2012 年第二次北中南區頭痛讀書會 

 

 

本期內容由王馨範醫師提供，介紹「CGRP與偏頭痛的關係」。本文分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上)介紹CGRP與其受體的結構、分布；第二部分(下)介紹CGRP在偏頭

痛生理機轉扮演的角色及臨床上的重要性，將在下期頭痛電子報刊出。 

 

 

2012年北區春季頭痛再教育研討會將於三月18日舉行，目前報名已截止，仍歡迎

有興趣同仁直接前往。另外2012年第二季的頭痛讀書會將在四月間舉行，詳細議

程如後列，歡迎參加，仍請事先以網路報名，如下列研討會訊息處之連結，或是

前往本會網站之連結，以利講義及餐點準備，避免資源浪費。 

 

 

第四屆亞太地區頭痛會議(ARCH)預訂今年10月27-28日於台北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與本會年會合辦，這次活動邀請到的keynote speaker 包括Peter J. Goadsby, 

Rami Burstein, Stephen Silberstein, Alan M. Rapoport四位頭痛醫學的大師，是非常難

得的機會，請大家記得預留參加時間。 

 

台灣頭痛學會敬啟 

 

  



CGRP與偏頭痛的關係 

作者：台中童綜合醫院 王馨範 醫師 

 

引言 

 

Dr. Jes Olesen 在去年的台灣頭痛年會演說中提到，尋找頭痛的生化標記，

可以協助醫師在以臨床病史病徵為主體的 ICHD 2 之外，有更具體的工具來落實

頭痛的診斷與治療。 

 

尋找頭痛生化標記一直是頭痛研究者戮力的目標，也因為這些努力，20

年來我們對於頭痛的神經生化與生理機轉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Moskowitz (1)在 1987 年觀察到，在給予老鼠的三叉神經結電擊與化學刺

激後，腦膜組織發生了實質的變化, 稱為 sterile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註 1)，

這個變化可以被 ergots, indomethacin, 和 sumatriptan 抑制。當時他指出這變化可

能可以解釋偏頭痛的原因。而早在 1983 至 1985 年間，生化學家已經完整的研究

了 CGRP 的基因與轉譯過程 (2)，並已知 CGRP 是一種強力的血管舒張因子 (3)。 

 

 1990 年，Goadsby(4,5)發現電擊貓的蝶顎神經節與上矢狀竇可造成顱內

血管舒張，而在局部腦膜與血管釋放的成分就包含了 CGRP與 substance P(註 2)，

並且發現在偏頭痛患者急性發作期間，可以測得外頸靜脈內的 CGRP 濃度增加。

此後，因為 CGRP 與其受體在 trigeminal vascular system 有密集的分布，而且與

5-HT 的關係密切，遂成眾頭痛學者與藥物探究者研究的主題之一。 

 

 

CGRP 是一種神經胜肽 

 

神經系統內部彼此之間或神經系統與身體其他部分之間，需透過訊息傳遞

物質達成溝通。這些傳遞物包含了單胺( monoamine)、神經胜肽 (neuropeptide)，

與磷酸腺苷 (purine derivate) 等，皆無法自由穿過血腦障壁。其中，神經胜肽屬

於蛋白質，胺基酸鍊較短，具有複雜的四級結構。 

 

神經胜肽雖然最終仍需經由與受體(receptor)結合以產生作用，但是相較於

單胺類，其訊息傳遞並非限制在突觸間隙 (synaptic cleft) 內，所以有較長的作用

時間與較為廣泛的作用範圍。 

 

以下是 Neuropeptide 與 monoamine 的神經生化與生理角色的比較 :  

 

 



Table 1: Neuropeptide 與 monoamine 的比較(33) 

Characters 單胺 Monoamine 神經胜肽 Neuropeptide 

製造者 神經細胞 神經細胞, 神經內分泌細胞與內分泌

細胞 

來源 直接由胺基酸合成 經 DNA 轉錄成 mRNA 後轉譯成 

合成位置 軸突末梢內的細胞質 細胞體內的內質網與高基氏體 

胞內儲存與運

送 

微小泡 small vesicle 大型緻密核泡 large dense core vesicle 

分子切割與修

飾 

無 在 vesicle 內運送時持續進行 

釋放 軸突末梢 細胞體, 軸突末梢 

半衰期 milli seconds to 

seconds 

 minutes to hours 

作用範圍 突觸內 突觸內, 並擴散於組織內或經由血液

運行 

去活性過程 單胺脢及回收 胜肽脢 

舉例 glutamate, dopamine somatostatin, CGRP, substance P, TRH 

 

 

從 CGRP 較長的半衰期 (約 6.9-26.4 minutes) (6,7)，相對遠且廣的生化生

理作用特色，我們可以看出與偏頭痛臨床症狀的若合符節之處。包括了漸進的症

狀、數小時至數天的發作期，與頭痛以外的廣泛症狀如眩暈、噁心等。 

 

 

 

CGRP 與 CGRP receptor 的結構與生化功能 

 

CGRP 全名稱為 Calcitonin-Gene-Related-Protein，是一個由 37 個胺基酸組

成的胜肽，前七個胺基酸形成了激活(activator) 部位，其餘的段落則為受體接合

(ligand) 部位。CGRP 分為 alpha- 與 beta- 兩種，分別由 Chromosomne11 上鄰

近的兩個不同的基因裁切轉譯而出。兩者僅有 3 個胺基酸不同，一般所討論的

多是指 alpha-CGRP。CGRP 不僅是疼痛訊息的傳遞與調控分子之一，同時是一個

強的血管舒張因子，並且會造成神經性發炎。 



那 CGRP 為何會與降鈣激素 calcitonin 有關呢? 這是因為生物體在演化

發展的過程中，使用非常有效率的方式來提供新的功能蛋白。由同一個基因轉錄

出來的 mRNA ，經過裁切形成了數個不同的產物，再經不同的轉譯與修飾的過

程，最終製成數個胺基酸序列相似度高但功能卻不同的胜肽或蛋白質。這樣一個

基因-多蛋白的情況，實屬自然界常態。CGRP 便是與 calcitonin 同時源自 

calcitonin gene。 

 

同樣的過程，出現在我們熟知的受體多樣性上。受體通常由數個次結構蛋

白以模組化的方式組成。透過模組的變換，可以對同一傳遞物質的接合傳送出不

同的、甚至是互為拮抗的訊息。亦可以組成對應許多激活序列相近、但來源不同

的神經傳遞物的受體。前者形成如 serotonin, dopamine 等各族受體，而 CGRP 

的受體便屬於後者。 

 

 CGRP 的受體由 4 個部分組成，分別為 Calcitonin receptor-like receptor (CRLR, 

又名 CALCRL), Receptor activity modifying protein1 (RAMP1), Receptor component 

protein (RCP), 及 Gs-protein。其中 CRLR 是與 Calcitonin recepter 結構相近(50%) 

的蛋白，而 RAMP 包含 3 個同族蛋白 RAMP1/2/3, 當 RAMP1 和其他三個次結

構結合時形成對 CGRP 親和力最強的受體。而當由 RAMP2/3 與同樣的三個次結

構結合時，則形成對 intermedin 與 adrenomedullin 有高親和力的受體。 

 

 RAMP1 與 CRLR 是鑲嵌於細胞膜的蛋白，兩者共同形成接合 CGRP 的部位。

RCP 與 Gs-protein 位於膜內， Gs-protein 負責傳遞胞內訊息，活化 Adenylate 

cyclase, 然後透過 cyclic AMP 活化 Phosphokinase A。PKA 接著磷酸化 glutamate 

通道(NMDAR)、Ca離子及K離子通道、NOS、cAMP-responsive element biding protein 

(CREB) 等，進一步改變細胞的反應。(請參照圖一)(8) 

 

圖一 (摘錄自 Eduardo E. Benarroch, CME, Neurology, 77, July 19, 2011): 

 

 



CGRP 與 CGRP receptor 的分布 

 

瞭解 CGRP 與其受體在神經系統內的分布情形，就能進一步預測它們的

生理功能。透過放射核種追蹤或抗體免疫螢光染色法，我們可定位 CGRP 及其

受體。CGRP 的螢光標定並無困難，但是 CGRP 受體的標定方法則較曲折。科學

家們經多年的嘗試與研究，目前通用的方法是分別將 RAMP1 及 CRLR 染上螢光，

再將照片疊合；同時染出兩種蛋白的部位即具有 CGRP 受體活性。 CGRP 廣泛的

分布在各處神經組織，包含小腦與脊髓。相對的，神經組織內的 CGRP 受體則

分布在較為特定的區域。例如 trigeminal vascular system, parabrachial complex, 

periaquaductal gray, amygdala, thalamus (interlamina complex); superior salivatory 

nucleus, chochlear apparatus, secondary olfactory neuron, 與 spinal dorsal horn 等，

多為與疼痛傳遞相關的重要神經路徑。(註 3) 

 

其中, 在三叉神經血管系統 trigeminal vascular system (TVS) 與視丘 

thalamus 的 CGRP 與受體的分布特別受到重視. Lennerz JK (9)在 2008 年於 

Journal of Comp Neurol 發表的鼠腦的染色研究指出 CGRP 受體在 TVS 區域分布

情形包括: 腦內大血管、腦膜上的血管，硬腦膜、腦膜組織裡的單核球細胞 

mononuclear cells 和許旺氏細胞 Schwann cells，三叉神經結 trigeminal ganglion 

內中的 trigeminal neuron, Schwann cells and satellite cells ; 三叉神經顱內端末梢 

afferent axons 以及三叉神經脊髓核內的二級神經元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 

with secondary neurons。但是在三叉神經末梢 efferent 端並無 CGRP 受體的染

色。(10)(請參照圖二)  

 

當三叉神經結或腦靜脈竇上的三叉神經末梢受到剌激 (動物實驗中常使

用電擊或辣椒素)，三叉神經細胞會同時在 afferent 端與 efferent 端釋放 CGRP。

在 afferent 端，CGRP 與三叉神經脊髓核內的二級神經元上的受體接合，向視丘

傳遞信息。而在 efferent 端，CGRP 則與 substance P 共同造成血管舒張，並釋

放到血液之中。  

 

不過，如前述，目前使用的免疫染色法並未在三叉神經的 efferent 端發

現 CGRP受體，而且CGRP為何釋放到血液中與釋放後其進一步的生理作用為何，

相關的臨床意義仍不明確。這或許暗示我們，如果要了解為何頭痛會被誘發，探

討在顱部血管與硬腦膜上的三叉神經 efferent 末梢是否有其他目前未辨識出來的

CGRP 受體，以表現類似 auto-receptor 的角色，尚有進一步的研究之價值。 

 

 

 

 

 

 



圖二 (摘錄自 Lars Edvinsson et.al., Ther Adv Neurol Disord, 3, 369-378, 2010): 

 

 

 

註 1 : 感覺神經末梢或感覺神經結受外界刺激後，由感覺神經末梢 efferent 端所

釋出的 CGRP 與 substance P, 進一步使巨細胞或內皮細胞釋放 histamine, 

interleukin 等許多的 inflammatory mediators 到組織間，共同引發血管舒張、通

透性增加、多核球移行、蛋白質溢出(plasma protein extravasation)、組織水腫等

現象，統稱為神經性發炎 sterile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註 2 : 其中針對 substance P 研發的藥物在實驗階段並未獲成功，患者的頭痛未

能有效減輕，反倒是產生了抗焦慮的效果，另外有些拮抗劑應用於止吐。此外

substance P 及其受體在延腦嘔吐中樞，顱部神經節與脊髓後角的分布豐富，是重

要的痛覺傳遞因子之一，並可能與叢集痛的機轉有關。 

 

註 3 : GCRP 與其受體亦廣泛分布在身體各處, 尤其是心臟, 血管及腎臟等器官, 

負責調控心輸出, 血管張力, 局部血流, 血管內容積, 體液平衡, 與提升抗發炎

cytokines, 抑制促發炎 cytokin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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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北區春季頭痛再教育 

時間：101年 3月 18日(星期日)  AM 09:00 〜 PM 15:0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F 1001 室 (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座長 

09:00~09:05 Introduction and Welcome  王博仁 理事長 

09:05~09:35 

One Hundred Years of Migraine 

Research: Major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Observations From 1910 to 2010 

彭冠博醫師/台北榮總醫院 傅中玲醫師/台北榮民總醫院 

09:40~10:10 
Neurobiology of medication overuse 

headache 陳世彬醫師/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署君醫師/陽明大學 

10:15~11:35 Refreshment Break Refreshment Break 

10:35~11:05 Treatment of Chronic Migraine 施景森醫師/高雄榮民總醫院 曾弘斌醫師/羅東博愛醫院 

11:10~11:40 
BOTOX®: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Migraine 
王思菁醫師/桃園聖保祿醫院 葉篤學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11:45~12:15 Facial Pain 朱俊哲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陳威宏醫師/新光醫院 

12:20~13:45 Lunch Break 

13:45~14:15 Cortical Excitability of Migraine 賴冠霖醫師/關渡醫院 吳進安院長/關渡醫院 

14:20~14:50 Obesity and Chronic Daily Headache 許永居醫師/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高章醫師/奇美醫院 

14:55~15:00 Closing remarks 王博仁 理事長 

專科教育積分：神經科 3.5點，精神科 1.5點 

已截止報名，仍歡迎直接到場參加 

★北區頭痛讀書會 

時間：101年 4月 22日(星期日)   9:00~ 12:00  

地點：老爺大飯店 B1會議廳(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時間 主題 演講者 座長 

9:00~9:10 簽到  

9:10~9:20 Opening 王署君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9:20~10:00 Osmophobia in migraine 王嚴鋒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署君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10:00~10:40 Migraine, East vs West 許永居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   

傅中玲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10:40~10:50 Q & A  

10:50~11:00 Break   

11:00~11:40 SIH & SDH, craniotomy or not? 陳盈助醫師 

台中慈濟醫院 

傅中玲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11:40~11:50 Q&A  

11:50~12:00 Discussion & Closing 王博仁  理事長 



 
神經學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報名連結 http://goo.gl/ibevX  截止日期：4 月 15 日  

 

 

★中區頭痛讀書會 
 

時間：101年 4月 29日(星期日)下午 15:30~18:30  

地點：台中 永豐棧酒店大墩館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二段 9 號) 

 

時間 主題 演講者 

15:30~15:35 Opening 光田醫院 

楊鈞百 醫師 

15:35~16:20 Menstrual migraine 中山醫院 

孔勝林醫師 

主持人     

 

台北榮總 

王署君 教授 

16:20~17:05 Medication overuse: 

pathophysiology focusing on 

neuroimage and animal studies 

三軍總醫院 

楊富吉醫師 

17:05~17:45 Migraine and Stroke 台中榮總 

張嘉為醫師 

17:45~18:15 Discussion  All 

18:15~18:30 Closing 台灣頭痛學會 

王博仁理事長 

 

神經學會、家醫學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報名連結 http://goo.gl/0m6si  截止日期：4 月 22 日  

 

 

★南區頭痛讀書會 
 

時間：101年 4月 14日(星期六)   15:30~ 18:10  

地點：高雄榮總急診大樓 6樓第九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http://goo.gl/0m6si
http://goo.gl/ibevX
http://goo.gl/ibevX
http://goo.gl/0m6si


時間 主題 演講者 座長 

15:30~15:40 Registration and Opening  高榮神經內科 

施景森 醫師 

15:40~16:20 Update treatment of migraine 奇美神經內科 

林高章 醫師 

高醫小港神經內科 

盧相如 醫師 

16:20~17:00 Update treatment of cluster headache 新樓神經內科 

謝鎮陽 醫師 

活水神經內科 

黃子洲 醫師 

17:00~17:20 Coffee Break    

17:20~17:50 Case presentation 高長神經內科 

李連輝 醫師 

嘉基神經內科 

許永居 醫師 

17:50~18:10 Discussion & Closing  台灣頭痛學會 

王博仁 理事長 

 

神經學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報名連結 http://goo.gl/YACHO  截止日期：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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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玲 陳淑娟 

會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40 號 (活水神經內科診所安河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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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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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YACHO
http://goo.gl/YACHO
mailto:taiwan.head@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