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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IHC 2021心得分享: 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新進展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廖誼佳醫師  P2 

【本期內容】台灣頭痛學會2021年年度學術研討會紀實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梁仁峯醫師  P5 

 

各位頭痛學會的先進及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11 月份在美國是感恩的季節，先預祝各位感恩節快樂。隨著疫情再度趨緩，年底

有許多延期的活動紛紛集中舉行，在上個月底，台灣頭痛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很幸運

的，成為最早恢復實體舉行的全國性學術活動之一。在這期的電子報中，我將為大家

回顧年會的精采片段，讓因為有不同會議撞期或其他行程而飲恨錯過年會的同好們以

及參加完年會意猶未盡的各位，能有個回顧或是深入鑽研的機會。 

   此外本期電子報還邀請台北榮總神經內科的廖誼佳總醫師分享其參與今年世界 

頭痛學會 (IHC) 線上年會的心得，IHC 每兩年舉辦一次，同時有許多不同精彩的報告和

研究發表。廖醫師在本期電子報中將聚焦於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新發展，千萬不能錯

過！ 2023 年的 IHC 目前暫定於南韓舉行，各位也可以提早規畫準備。 

    台灣頭痛學會將於 2022 年 1 月舉辦第一屆台灣頭痛大師學院，培育頭痛診療

的年輕新秀，活動規畫用心，講師陣容堅強！報名即將於 11/26 下班截止，請有興趣

者把握最後機會！ 

                                      電子報主編 : 台北榮民總醫院 梁仁峯醫師 

秘書處報告：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六) 舉辦冬季南區讀書會，地點：B.B.ART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48

號)，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 報名連結 )，議程表如後列 (P10) 

*2022 年 01 月 08 日 (六) - 01 月 09 日 (日) 舉辦頭痛大師學院，地點：JR 東日本大飯店 (台北

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33 號)，11/26 報名即將截止，敬請把握時間 ( 報名連結 )，議程表如

後列 (P11) 

https://forms.gle/qUkjvybWcGQatgaEA
https://forms.gle/97JCh7ouCKUANEEN7


                                              台灣頭痛學會                            頭痛電子報第 203期 

 
 

2 

 

IHC 2021 心得分享: 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新進展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廖誼佳醫師 
 

由國際頭痛學會 (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 所主辦兩年一度的國際頭痛

會議 ( International Headache Congress ) 在疫情的肆虐之下，今年九月的會議改以

線上會議的形式舉行。雖少了忙裡偷閒，享受異國風情的時光，不過在這兩來，大家

也逐漸習慣新型態的虛擬會議模式，讓平常忙碌的醫師們能利用閒暇之餘進修，減少

舟車勞頓。另外，對於有選擇障礙的我來說，能盡情參加所有的 parellel session，不

受場地與時間的限制，不啻為一種便利的選擇。 

 

三叉自律神經頭痛 ( 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agia, TACs ) 是一類迷人的頭

痛疾患。其異常嚴重的疼痛常伴隨著同側自主神經症狀 ，另外，在叢發性頭痛 

( Cluster headache; CH ) 會出現的週期性（ cluster ）等等，都是引人入勝的特色。然

而，由於其盛行率較偏頭痛少了許多，目前對這類型的疾病以及其致病機轉仍有許多

未解之謎。剛好，這次的 IHC 有一場以 TACs 為主軸的 Session 。以下我將分享幾場

印象深刻的演講內容摘要。 

 

近年來，基因研究百家爭鳴，針對叢發性頭痛基因方面的 GWAS 研究，在 2021

年的兩篇文獻中（ O’Connor, 2021; Harder, 2021 ）都提及了第一、二、六對染色

體上的易感位點 ( susceptibility loci ) 與致病風險的增加有關。其中，位於第六號染色

體的 rs11153082 位點也和過去已知的偏頭痛位點重疊。隨著科技的進步，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也能被應用在頭痛研究上。一篇 2020 年發表於 Brain 的文章  

( Tso et al., 2020 ) 就利用機器學習的方式，分析 708 位叢發性頭痛病患的腦部磁振造

影及臨床特色，提出包含  total daily pain、Max attack duration、Max attack 

frequency、disease duration 及 mean attack frequency 及其他因子，依序能夠用來

預測病人是否對 verapamil 具有反應性。這也代表頭痛醫學已經逐漸邁向精準醫療的

行列。 

 

在致病機轉上的研究，除了一般認知上的三叉神經及腦幹神經核以外，小腦在最

近的研究中也被認為有參與頭痛的致病機轉。 2018 年由 Kros 等人發表的研究就發現

小 腦 與 偏 頭 痛 相 關 的 腦 區 有 緊 密 的 連 結 。 Tso 等 人 則 是 利 用  Voxel-based 

morpometry 的影像技術分析叢發性頭痛病患，並發現在 verapamil non-responder 

的小腦第六葉 ( Lobule VI of cerebellum ) 相比於 responder ，保有較高的灰質連結。

這個發現和 verapamil 抑制廣泛分佈於小腦的 P/Q type 及 N type calcium cannel 有

關，另外，在過去的研究中也已經證實：小腦第六葉與三叉神經傳導路徑有關。不

過，究竟小腦如何參與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致病機轉，又抑或只是一個偶然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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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仍然有需要更多研究來證實。無論如何，在治療頭痛上，或許我們又另闢了一條

研發新治療的蹊徑。 

 

治療上，新型態的治療也是遍地開花。 CGRP 相關的抗體或小分子藥物在偏頭痛

的治療已經廣泛獲得使用，且能大幅降低病人頭痛的程度，其治療偏頭痛的成效是舉

世皆知，而在叢發性頭痛的應用上，也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在會議中，來自比利時

的  Schoenen 教 授 也 簡 單 介 紹 了 一 下 最 近 很 熱 門 的 神 經 調 節 治 療

（ Neuromodulation ）。這也是除了藥物治療以外，日益蓬勃發展的治療領域。目

前使用在叢發性頭痛的神經調節治療包含針對下視丘的深部深部刺激術 ( DBS ) ，枕神

經刺激術 ( ONS ) 、蝶顎神經節刺激術 （ SPGS ） 及迷走神經刺激術 ( VNS ) 。 

 

使用深腦刺激術 ( Deep brain simulation, DBS ) 進行叢發性頭痛的治療，證據主

要來自影像顯示 posterior ventral hypothalamus 與 thalamus 在叢發期 （ bouts ） 

與叢發間期 ( inter-bouts ) 分別在功能與結構體積上會產生差異。來自米蘭的團隊總共

追蹤了 79 位使用 hypothalamus DBS 治療 TAC 病人 （ 其中有 69 位為 drug-

resistant chronic CH），其中有 66% 病人在 2.2 年的追蹤期有 50% 以上進步，其中

的 33% 更達到 headache-free 。在機制的部分目前仍然未明。有些文獻也指出，在下

視丘進行電刺激時，實際影響的可能是位於 ventral tegmental area 的 trigemino-

thalamic tract ，而非下視丘本體 ( hypothalamus proper )。 

 

枕神經刺激術 （Occipital nerve stimulation, ONS )  的原理則是利用電刺激第二

條頸椎脊神經複合體 ( C2 complex ) 後影響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 來達到調節

的目的。一篇由 Magis 等人發表，使用 ONS 於 refractory chronic CH 病人的研究  

( Magis, 2011 ) 顯示：在這 14 位平均追蹤 36.8 個月的族群中， 11 位（約 80% ） 病

患有至少 90% 以上的症狀改善，且有 60% 能達到 pain free 的效果。然而， ONS 可

能需要較高的電流產生刺激，也因此電池耗能較快，在這篇研究中有 9 位病患都面臨

這種技術問題。另一篇由法國團隊在 2021 年發表的大型研究 （ Leplus et al., 2021 ） 

中也可以見到，藉由 ONS 可以有高達 68.8% 病患在平均追蹤  43.8 個月後達到 50% 

以上頭痛程度的改善，且在有效的病患更能顯著改善其日常生活品質 （ QoL ）。 

 

蝶顎神經節 (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SPG ) 是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病生理機轉

中，一個很重要的解剖構造。它連結了副交感神經，也連結了三叉神經核，並且引起

血管活化物質的釋放。因此，藉由電刺激調節該結構或許能夠改善症狀。 Pulsante 神

經刺激系統 ( Pulsante SPG Microstimulator System ) 在其臨床試驗 （ Pathway CH-

1 ） 中總共收納了 32 位病患，其中有四位因安全因素退出，最後總共 28 位病人列入

分析。真正接受電刺激的族群相比於 sham group 有較高的 pain releif rate  ( 67.1% v. 

7.4%, p < 0.0001 ) ， 68% 病人有臨床上顯著的進步。然而，在 81% 的病人報告有 

CN V-2 的感覺異常，是常見的副作用，但在三個月內有 65% 的病人該症狀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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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迷走神經刺激術 （ Transcutaneous vagus nerve stimulation，tVNS ） 的

原理則是透過迷走神經傳入支，去調節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 以及 nucleus 

tractus solitarius 。這兩個結構都參與了 trigeminal thalamic tract 的疼痛訊號傳遞。

急性治療的效果主要以 ACT1 ( Silberstein, 2016 ) 及 ACT2 ( Goadsby, 2017 ) 兩篇雙

盲隨機分派試驗為主。在 15 分鐘內的 pain-free rate ，使用 gammacoreTM 雖然比 

sham 組較高，但皆無達到顯著差異。有趣的是，若把頭痛族群再細分成 chonic CH 

(cCH) 和  episodic CH (ECH) ，  ECH 的族群有達到顯著較高的  15-minute pain 

freedom rate ，但是在 cCH 的族群則無此現象。另一篇 PREVA study ( Gaul, 2017 )  

探討利用 VNS 來預防叢發性頭痛的效果，發現若在標準治療 （ Standard of care, 

SoC ） 之外加上 VNS ，不論是在 randomised phase 或是 extension phase 皆有顯

著降低發作次數的效果。另外，若與治療前的發作頻率相比，在 SoC 之外搭配 VNS 可

以顯著降低 40.5% 的發作頻率。 

 

這次的會議中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了目前三叉自主神經的最新發展。隨著對三

叉自律神經頭痛的了解越發深入，我們能治療的標的也隨之增加。從尋找危險因子、

相關風險或是致病基因，神經構造的病生理機轉探討，再到藥物治療以及電生理調節

治療的研發，現在的頭痛領域已經遠超出我的想像。也期許未來有朝一日，我們在診

間能夠不用再看到病人拖著一大瓶氧氣，而是用更簡便、有效的方式就能解決他們的

頭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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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頭痛學會 2021 年年度學術研討會紀實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梁仁峯醫師 
 

自從五月中台灣 COVID-19 本土疫情猝然爆發後，許多學術活動也紛紛調整改以

線上的方式舉辦。雖然隨著線上課程的舉辦經驗累積及軟硬體的不斷開發升級，線上

課程的可能性越來越多，也帶來許多傳統實體課程無法企及的好處，如更多的參與容

量，更多外賓的參與等等。然而實體課程仍有一些無法被取代的部分，像是實體見面

的情感交流、身歷其境所激起的學習氣氛、實作練習等等。台灣經歷大概四個多月的

大型實體學術課程真空，幸運地在九月底疫情趨緩後，在今年的十月 23, 24 日兩天，

台灣頭痛學會的年度會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能夠以實體及網路並行的方式舉辦。  

 

實體會議分別於台北寒舍艾麗酒店 ( 23 日晚間 ) 與 W Hotel ( 24 日白天 ) 舉行會

前會及學術研討會。實體參與採事前報名制，提供 100 名參與的名額，網路參與則不

受限制。今年的會議的主題是 : Headache precision medicine: now or future? 內容

精彩，邀請的國外講者包括現任國際頭痛學會理事長 Cristina Tassorelli、頭痛神經影

像專家 Todd Schwedt 、頭痛神經生理大師 Gianluca Coppola 另外還有許多在國外

耕耘的台灣學者，如在德國漢堡大學的彭冠博醫師、美國費城傑弗遜大學的阮相國醫

師及 Mayo Clinic 的蔣佳君醫師等等，與國內重量級的頭痛學者分享頭痛醫學的熱門

主題與最新進展。 

近十年醫學的整體發展，已自前一個時代的實證醫學，更躍進到這個世代的精準

醫學。強調的不但是基於大數據治療經驗產生的治療實證，更能夠利用大數據及基因

學的發展，探討不同族群的病患的疾病進程及治療反應，並更加了解疾病生理。期待

治療能達到精準化、個人化的最佳反應。我將本次會議相關演講，大致分成三大部

分： 精準醫學、頭痛治療的新進展、頭痛相關的病生理研究。 

首先是關於精準醫學的部分：這部分包括頭痛相關的基因、頭痛的預測因子等

等。台北榮總的吳致緯醫師回顧許多臨床研究關於頭痛治療反應 ( treatment 

response ) 的預測因子，如偏頭痛或叢發性頭痛對於預防藥物，包括一般口服預防藥

物、肉毒桿菌素及當紅的 CGRP based 藥物，有哪些臨床特徵或是先前藥物的治療反

應可以預測下一個藥物的治療反應。這是非常實用的資訊。非常有趣的，偏頭痛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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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反應並非 CGRP 類藥物會不會有效的預測因子，而對 Triptan 類藥物的治療反應則

是預測因子。有一些目前臨床並沒有辦法提供的 biomarker ，如血中的 CGRP ，有助

於提供治療反應的預測。美國 Mayo Clinic 的 Professor Todd Schwedt 則對分享關

於預測偏頭痛發作、治療反應及頭痛分類的 biomarker 研究。說到 biomarker ，大部

分的人可能直接聯想到測定體液 ( 如血液、CSF 等等 ) 中某些物質的濃度。事實上 

biomarker 的定義非常廣。 NIH 在 1988 年對 biomarker 有以下的定義： 

“a characteristic that is objectively measured and evaluated as an indicator 

of normal biological processes, pathogenic processes, or pharmacologic 

responses to a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因此，無論是功能性 MRI 的結果、 EEG 

pattern 的變化，只要能夠客觀的測量，都是 biomarker 的一部分。在 Prof. Schwedt 

中，分享了不同類型頭痛腦部結構的差異性，甚至可以找出同一種頭痛的不同 

subtype ( 如 allodynia/photophobia 與 nausea/vomiting )。此外，許多研究都報告

了結構性 MRI 所顯現出的腦組織的變化，有助於預測頭痛的預後及治療反應。在頭痛

發作的預測努力上，許多研究團隊則分享了關於睡眠型態改變、疼痛 threshold 、腦

波型態甚至是語言型態的改變與頭痛的發作的關聯性。義大利的頭痛大師 Prof. 

Coppola 的演講也是利用腦部電生理研究，來探討是否可以預測偏頭痛的發作。研究

結果指出，包括 EEG 及 SSEP/VEP 等等生理訊號的改變，都有預測偏頭發作的潛力，

其準確度大概落在 70-90% 之間，未來努力的方向則包括了穿戴式裝置的開發，頭痛

前驅症狀或是 aura 的預測等等。希望能有這麼一天，病患們能夠藉由一個小小生理訊

號收集器，經由發展良好的預測模型，提醒頭痛發生的機率，以即時服藥預防或安排

行程！而北榮的陳世彬教授則是分享了一個所有病人 ( 其實醫師也是 ) 很想了解的主

題：偏頭痛與基因的相關性研究。除了傳統極少數的單基因遺傳的偏頭痛疾病，如 

hemiplegia migraine 之外，許多偏頭痛的病患的頭痛，都可能不只是單一一個基因

的影響。自從 GWAS (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 的技術大量被應用在基因

分析後，我們能夠將偏頭痛和對照者的基因拿來做比對，進而找出與偏頭痛相關的單

核甘酸多形性 ( SNP ) 。隨著收案的病患數量越多，有越來越多的 SNP 被報告，目前

已有超過 123 個與偏頭痛相關的 SNP 被報告。台灣也發表了本土研究的結果。這些 

SNP 所有在的基因，可能藉由不同的機轉造成偏頭痛的發作。目前進行中及未來持續

研究的方向，包括在了解帶有不同的基因型的頭痛患者，其共病性(如憂鬱、心血管疾

病、中風等)是否有差異、對藥物治療反應的差異等等，也是未來精準醫學非常重要的

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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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頭痛的治療進展部分，這幾年的焦點應該都在新上市與即將上市的 Anti-CGRP 

based treatment 部分。這次年會中，新光醫院劉子洋醫師、 Mayo Clinic 的蔣佳君

醫師及台大新竹分院的李怡蓁醫師都分享了這些藥物的相關臨床研究及真實上市後的

臨床使用經驗。特別提到了，在一些單用 CGRP monoclonal antibody 類藥物療效不

好的病患，併用肉毒桿菌素治療的可能性。來自的丹麥的頭痛大師， HIS 

(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 國際頭痛學會 前主席 Prof. Messoud Ashina 則

以個案討論的方式，介紹了 Anti-CGRP 治療的治療效果與適應症。其餘與治療相關的

研究則包括了阮相國醫師介紹 Jefferson Headache Center 應用 Ketamine 於 

refractory headache 的病患的治療經驗。光田醫院的楊鈞百醫師介紹新上市的長效緩

釋型 toprimate 的治療潛力，及學會秘書長王嚴鋒醫師分享應用日廣的肉毒桿菌素在

慢性偏頭痛的預防。在王秘書長的演講中，北台灣發生了一次震度高達四級，持續時

間又長的地震。在 W Hotel 八樓的宴會廳，相當有感，全體聽眾都受驚疏散，唯獨王

秘書長堅守演講台，是這次會議可愛的插曲！ 除了近年上市的新機轉如 CGRP-based 

treatment , 包括 monoclonal antibody 及 antagonist  ( -gepant 類藥物 ) 、 

Serotonin 5HT-1F agnosit ( Lasmiditan ) 或新劑型藥物外，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新的

治療呢? 現任 IHS 的主席，義大利的 Prof. Tassprelli 則介紹了一些可能治療的 

target 。她的介紹主要在三個方向：1. 不同的離子通道，如 2021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

獎所頒發的感覺受器 TRP 家族 ( TRP1, TRP8 ) 阻斷劑 2. Anti-PACAP ( pituitary 

adenylate cyclase-activating polypeptide ) 類的藥物 3. 嘗試增加內源性大麻素系統 

( endocannabinoid system ) 的止痛功能。 

   會議的第三個重點則是頭痛相關的病生理研究：北榮劉虹余醫師探討慢性疼痛與

慢性頭痛的腦特徵。從神經影像學的觀點，帶我們去看不同的慢性疼痛疾患（慢性下

背痛、慢性偏頭痛、纖維肌痛症），有什麼樣的相似與相異之處。這三種慢性疼痛患

者的腦部，都可觀察到邊緣系統 ( corticolimbics ) 結構和連結的改變，且這些變化可

以預測病人的預後。而向下抑制調節疼痛訊息有關的腦區，如 Prefrontal cortex 到 

periaqueductal grey 的連結，也會在慢性下背痛和慢性偏頭痛患者出現變化，且與他

們的疼痛嚴重程度有關。前後腦島 ( anterior and posterior insula ) 則分別與纖維肌

痛症患者主觀感受到的疼痛廣泛度、以及客觀上的疼痛閥值相關，暗示著腦島的分區

掌管了不同的疼痛面向。彭冠博醫師的演講則分享了偏頭痛從前驅症狀期 ( pre-itcal 

phase ) 到 post-ictal stage 的腦部電生理變化，並將之與 ICHD-3 的定義做比較。演

講中提及，每次偏頭痛的發作之前，大腦可能已經提前好幾天竟已經默默的變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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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了。前驅症狀期可能長達 48 小時，而 post-ictal phase 則可能達到 24 小時，偏

頭痛不僅僅只有頭痛的症狀，不同的體感覺可能也會受到影響。曹宇茜醫師則分享了

包括了視覺預兆、畏光、視雪症(visual snow)等偏頭痛相關的視覺症狀的生理基礎，

臨床特徵及可能的治療，曹醫師曾於 2020 年 10 月份的電子報介紹過畏光與偏頭痛。

將來有機會我們將再請曹醫師專文詳細介紹偏頭痛的視覺相關症狀。 

 

在 24 日中午的會員大會前，學會陳韋達理事長介紹了這一年來，學會為了推動民

眾對於偏頭痛的認知和了解的努力成果。重頭戲之一是第一屆偏頭痛繪畫比賽。學會

收到了超過 600 件優秀的參賽作品，在會場同時展出這些得獎的作品，實體與會者可

以近距離欣賞第一屆偏頭痛繪畫比賽得獎者令人驚嘆的優秀作品，這又是線上會議無

法企及的感動。此外九月上旬，也舉行 2021 台灣偏頭痛關懷週系列活動，配合網路

調查、社群媒體活動、記者會及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成功為頭痛醫學吸引不少的關

注，也提升民眾對頭痛醫學的認知。但如調查所顯示的，僅有不到一半的民眾知道偏

頭痛是可以用藥物預防的，頭痛學會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推動頭痛的衛教和照

護。各位頭痛的同好，讓我們一起努力，許頭痛病患和我們一個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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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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沛儒  

會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中正 16 樓神經內科 160 室 

TEL：02-28712121 轉 3248  、0919-607-076 

FAX：02-28738696 

E-mail：headache.tw@gmail.com 

學會網頁：https://taiwanheadache.org.tw/ 



 

南區頭痛讀書會 
 

親愛的醫師 您好: 

 

台灣即將在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族群的頭痛問題是我們必須正視的，這場

讀書會將告訴我們高齡者頭痛的特色、常見的疾病、用藥的困難及共病的處理。在台

南這個歷史的城市，配合這樣的主題，我們選了特色老宅，希望在輕鬆懷舊的氛圍，

能帶給您兼具知性感性的午後。 

                                                  -讀書會招集人 蘇慧真醫師- 

 

時間：110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六) PM 15:00 〜 18:00 

地點：B.B.ART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48 號) 

本次採實體場地 20 名及視訊同步 (需事先報名，若無法參加請務必 3 天前取消)。 

報名時間：即日起 ~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五) 16:00 

主辦單位：台灣頭痛學會 (已申請台灣神經學學會教育學分) 

協辦單位：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qUkjvybWcGQatgaEA (或掃 QR code)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5:00-15:10 Opening and Welcome 成大神經科 黃欽威主任 

15:10-15:40 
General principles of headache in 

older patients 

杜宜憲 醫師 

(義大神內) 

黃子洲 副院長

(活水聯合) 

15:40-16:10 
Headache associated with 

ischemic stroke 

陳滄山 主任 

(新樓神內) 

許永居 主任 

(嘉基神內) 

16:10-16:30 Coffee and Break 

16:30-17:00 CGRP in elderly 
楊浚銘 主任 

(奇美神內) 

林高章 主任 

(奇美神內) 

17:00-17:30 
Drug induced headache in elderly 

patients 

吳牧韓 醫師 

(部南神內) 

施景森 主任 

(高榮神內) 

17:30-18:0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陳韋達理事長 

https://forms.gle/qUkjvybWcGQatga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