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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非侵入性神經調控術於偏頭痛之應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 潘俐伶博士 P2

各位頭痛學會的先進及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近幾年利用「神經調控」(neuromodulation) 技術，來治療偏頭痛的聲量及研究
與日俱增，相信可提供偏頭痛患者非藥物治療的另一種選擇。本期電子報很高興能邀
請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潘俐伶博士，將針對「非侵入性的神經調控術」，應用在偏
頭痛患者治療，做最新的研究回顧。相信經由潘博士的介紹，會員朋友們對於這類治
療的概念與臨床應用，將有更深刻的瞭解。疫情肆虐的 2021 年即將進入尾聲，希望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能夠得到良好的控制，我們彼此也可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在
此也預祝所有頭痛學會的會員朋友們，新的一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耶誕佳節及
新年快樂！

電子報主編 : 三總 楊富吉醫師

秘書處報告：
*2022 年 01 月 08 日 (六) - 01 月 09 日 (日) 舉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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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如後列 (P10)
*2022 年 01 月 15 日 (六) 舉辦 2022 中區頭痛讀書會，此場為線上視訊會議，請大家預留時間
參加，議程表如後列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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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性神經調控術於偏頭痛之應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 潘俐伶博士

今天藉由這篇文章，簡單介紹目前應用於偏頭痛治療的神經調控
(neuromodulation) 技術，由於侵入性及非侵入性的神經調控原理大致上相同，目前
非侵入性的技術佔大宗，且侵入性的神經調控術基本上都有相對應的非侵入性的模式
可以進行，例如需手術植入的迷走神經電刺激以及在體表的迷走神經電刺激。因此本
篇將就非侵入性的神經調控技術應用於偏頭痛患者的最新研究，進行簡單的回顧。
神經調控術是甚麼? 簡單的來說，就是利用各種侵入性或是非侵入性的方法，試圖
取改變神經或是神經元的活性。不管是用直接或是間接的方法，試圖去抑制或是促進
一群神經的活動。
圖一、PubMed 自 1970 年以來關於"migraine"及 “neuromodulation”的文章發
表量

神經調控術在偏頭痛相關研究近年來的趨勢，自 1990 年代開始文章發表的數量急速
上升，直到 2000 年之後，每年大約都維持有 200 多篇的文章發表。 (繪於 2021/10)
關於偏頭痛的病生理，相信讀者皆非常熟悉 (下圖二)，這些區域都是目前認為與
偏頭痛有關係的地方，包含了感覺皮質區、枕葉皮質區、三叉神經節 (trigeminal
ganglion) 、 蝶腭神經 結 (sphenopalatine ganglion)、三叉神經 脊髓徑核 (spinal
trigeminal nucleus)、第一到三節頸神經皮節，也就是枕神經支配區域等地方，在做
神經調控的學者眼中，這些區域都被視為可以被調節以治療偏頭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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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偏頭痛病生理相關腦區

簡繪各神經調控模式主要作用位置 (modified from Ashina et al., Lancet Neurol., 2019)
非侵入性的神經調控模式有很多種，表一整理以刺激形式將神經調控模式分為三
大類，以下將就現有文獻簡單介紹各種神經調控介入模式。
表一、常見用於偏頭痛之非侵入性神經調控術
刺激形式
磁刺激

電刺激

神經調控模式
單 脈 衝 經 顱 磁 刺 激 (single puls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TMS)
重複經顱磁刺激 (repetitive TMS, rTMS)
經顱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三叉神經電刺激 (trigeminal nerve stimulation, T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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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神經電刺激 (occipital nerve stimulation, ONS)
迷走神經電刺激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
遠端電刺激 (remote electrical neuromodulation, REN)
熱量前庭刺激 (caloric vestibular stimulation, CVS)
動能振盪刺激 (kinetic oscillation stimulation, KOS)

單脈衝經顱磁刺激 (single puls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TMS)
單脈衝經顱磁刺激是第一個通過美國食藥署 FDA 許可，可以用在偏頭痛治療的神
經調控機器。單脈衝經顱磁刺激一開始是針對預兆型偏頭痛的急性止痛之用，讓病人
在預兆出現時，在枕葉進行兩次單脈衝經顱磁刺激，目的是要破壞皮質擴散性抑制現
象 (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CSD) 的傳遞。這篇重要的隨機對照試驗 1 結果發
現，不管在 2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後，介入組比起安慰劑組來說完全止痛 (pain
free) 的比例都是比較高的。接著在歐洲的一個上市後分析 (post-marketing analysis)
中也發現，單脈衝經顱磁刺激同樣對無預兆偏頭痛患者有著類似的止痛效果。因此，
研究團隊後續針對單脈衝經顱磁刺激在腦中的作用進行動物實驗 2，以瞭解除了破壞皮
質擴散性抑制現象的其他止痛機制，回答單脈衝經顱磁刺激為何同樣適用於無預兆偏
頭痛患者。結果發現在老鼠模型中，單脈衝經顱磁刺激不管對於機械性或是化學性誘
發的皮質擴散性抑制現象，都有抑制其發生的效果。此外，他們也發現在丘腦腹後側
核 (ventroposteromedial thalamic nucleus) 中 thalamocortical neurons 的活動有明
顯降低的情形，同時與疼痛相關的 C fiber 活動也被抑制。因此，除了破壞皮質擴散性
抑制現象的這個機制外，單脈衝經顱磁刺激對於丘腦中與疼痛相關的調節也是有影響
的，進一步說明了單脈衝經顱磁刺激如何在無預兆偏頭痛患者產生止痛的效果。
除了急性止痛外，單脈衝經顱磁刺激也被應用在偏頭痛的預防上，並且在 2017 年
被 FDA 核可用於偏頭痛預防。根據研究 3 結果顯示，連續三個月每天進行兩次單脈衝
經顱磁刺激，可以有效使每月頭痛天數減少大約三天，並且有約一半的患者頭痛天數
下降超過 50%。
•

•

重複經顱磁刺激 (repetitive TMS, rTMS)

重複經顱磁刺激與單脈衝經顱磁刺激最大的差異在於給予脈衝的次數，重複經顱
磁刺激顧名思義為連續給予多次的脈衝達到改變大腦皮質活性的效果。重複經顱磁刺
激的作用大多在於偏頭痛的預防，主要的針對的腦區有初級運動皮質區與背外側前額
葉皮質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這兩個腦區在神經調控與止痛的研
究中是最常被提及的兩個區域。首先發現重複經顱磁刺激可預防偏頭痛的契機，是在
一個針對重鬱症的臨床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經過左側背外側前額葉皮質以重複經顱
磁刺激進行興奮性刺激作為重鬱症的治療後，有些同時有重鬱症及偏頭痛患者提到，
他們偏頭痛的頻率也減少了；這有點像肉毒桿菌注射從美容療程中被發現可以預防偏
頭痛。接著研究團隊針對這樣的發現，設計了針對偏頭痛的臨床試驗 4，以隔天進行
12 次的重複經顱磁刺激興奮左側背外側前額葉皮質後，發現在治療完成的一個月及兩
個月後，頭痛頻率都有顯著的下降。而在動物研究中，研究團隊也發現左側背外側前
額葉皮質的興奮性刺激會影響血清素的調節，進一步會影響頭痛，這也解釋了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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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之所以可以同時可以治療重鬱症與偏頭痛的潛在機轉。此外，因為左側背外側前
額葉皮質與邊緣系統、丘腦及腦幹有很強的功能性連結，而這些腦區與疼痛及頭痛的
調節相關。因此，也進一步的影響大腦的疼痛路徑調控。
另外一個常被用來作為止痛目標的腦區就是初級運動皮質區，也因為其與丘腦的
功能性連結。在一個只進行三次重複經顱磁刺激的研究 5 中，結果現在介入後的一個月，
介入組的頭痛天數下降情形還是顯著的優於安慰劑組。可能的機制主要有在動物實驗
上發現的經過初級運動皮質區的興奮性刺激後，在疼痛相關腦區的腦內啡濃度有上升
的情形，同時調節了初級運動皮質區的活性，增進止痛的效果。另外也發現在經過初
級運動皮質區高頻重複經顱磁刺激的受試者，血清中的 β-內啡肽 (β endorphin) 濃度
有上升的情形。後續的初級運動皮質區興奮性刺激與肉毒桿菌注射的直接比較 (headto-head comparison)6，發現在介入後前兩個月，兩者對於減少頭痛天數的效果是沒
有差異的，要到了第三個月之後重複經顱磁刺激的效果才漸漸輸給肉毒桿菌注射。在
一篇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 7 中，針對以重複經顱磁刺激作為預防偏頭痛治療的隨
機對照試驗進行分析，發現在初級運動皮質區的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組效果有效優於
安慰劑組，但在背外側前額葉皮質的治療則沒有達到顯著效果。
經顱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經顱直流電刺激在多種疾病的應用，多年來已被廣泛研究，但其實直到去 (2020)
年中才有第一個經顱直流電刺激儀被 FDA 核可用於重鬱症。經顱直流電刺激與經顱磁
刺激可被視為類似的介入模式，針對不同腦區進行刺激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樣的。這
兩者最主要的差異在於，經顱磁刺激是直接去刺激 (stimulate) 神經元，造成去極化，
而經顱直流電刺激則是「促進 (facilitate)」這些神經元的活化，不直接造成去極化。
這也是為什麼經顱直流電刺激的反應通常會比經顱磁刺激弱一些。
多個針對初級運動皮質區進行興奮性的陽極經顱直流電刺激介入的研究 8–10 發現，
介入組在偏頭痛相關的效果，如頭痛程度、頭痛時間、急性止痛要使用等，皆優於安
慰劑組。雖然經顱直流電刺激是一種比較弱的刺激，但在利用電腦模擬的結果 9 發現，
頭殼表面的經顱電刺激，亦可改變深部腦區的電場，如與偏頭痛非常相關的前扣帶皮
質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丘腦、腦島 (insula) 及腦幹等。
另外，偏頭痛，尤其是慢性偏頭痛的患者，在過去的研究中都發現枕葉有興奮性
較高的情形，因此也有團隊利用陰極的電刺激試著去抑制枕葉的活性，進一步降低偏
頭痛的頻率。研究 11 結果發現，不管在頭痛天數、頭痛程度及頭痛時間，在介入後都
有明顯下降，而相對地接受安慰劑經顱直流電刺激的患者則沒有明顯的進步。
•

•

三叉神經電刺激 (trigeminal nerve stimulation, TNS)

三叉神經電刺激早在 2014 年就被 FDA 核可應用在偏頭痛的急性止痛及預防上，
此種電刺激也在 2017 年通過台灣衛福部許可。針對偏頭痛預防，此研究 12 連續 45 天
每天進行電刺激 20 分鐘，他們發現雖然在第一個月介入組與安慰劑組的頭痛天數似乎
同步都有顯著下降，但僅在真刺激這組，頭痛天數下降的效果有持續到第三個月，每
個月約減少兩天的偏頭痛。而在急性止痛的部分 13，經過 60 分鐘的電刺激後，患者頭
痛的程度有顯著的下降。三叉神經在偏頭痛中扮演的角色相信讀者皆非常清楚，三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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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電刺激主調經由三叉神經核 (trigeminal nucleus) 影響腦中與偏頭痛相關的區域。
在同一篇後設分析中顯示，三叉神經電刺激可以有效預防偏頭痛。
•

枕神經電刺激 (occipital nerve stimulation, ONS)

目前沒有任何非侵入性枕神經電刺激儀被 FDA 核准。但枕神經電刺激確實是對偏
頭痛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篇隨機對照試驗 14 利用枕神經電刺激當作偏頭痛的預防治療，
主要比較了不同頻率電刺激的治療效果，進行一個月每天 30 分鐘的電刺激。他們發現
在三種不同的電刺激頻率中，100Hz 的電刺激比起安慰劑組減少較多頭痛天數。枕神
經電刺激的作用機制主要藉由電刺激進入三叉神經頸部複合神經核 (trigeminocervical
complex, TCC) 後，藉由 γ-氨基丁酸相關 (GABAergic) 及甘氨酸能相關 (Glycinergic)
機制進一步影響其他腦中與疼痛相關的區域，像是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
(Periaqueductal gray, PAG)、 頭腹內側延腦 (rostral ventromedial medulla, RVM)
等腦幹中下行止痛路徑之重要核區。
雖然枕神經電刺激沒有通過 FDA 核准，但是今 (2021) 年 FDA 剛通過了一個合併
三叉神經電刺激與枕神經電刺激的儀器以用於偏頭痛的急性止痛。研究團隊發現這樣
雙重的電刺激，比僅接受單純三叉神經電刺激，受試者有表現出更顯著的疼痛程度下
降。這種雙重刺激的作用機制就是簡單的合併了枕神經電刺激經由三叉神經頸部複合
神經核以及三叉神經電刺激經由三叉神經核後對於腦部的雙重影響。但此研究目前尚
未以期刊論文形式發表，相關機制及介入模式仍需要更深入的了解。
•

迷走神經電刺激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

迷走神經電刺激儀在 2017 年被美國 FDA 和可用於成年人的偏頭痛預防及急性止
痛，在今 (2021) 年也剛通過可以使用在 12 歲到 17 歲的青少年患者。一個關於偏頭痛
預防的隨機對照試驗 15 中，受試者進行了三個月每天左右各一次兩分鐘的迷走神經電
刺激，結果發現接受真刺激這組比起安慰劑組，頭痛天數顯著下降。而進入到開放性
試驗 (Open label) 期之後，兩組的頭痛天數變化則無顯著差異。
而作為急性止痛，受試者是在頭痛開始時分別在頸部左右兩側之迷走神經進行各
兩分鐘的刺激，並觀察 15 分鐘。若是頭痛沒有好轉則進行第二次的刺激，同樣發現在
開始給予第一次的電刺激之後的 60 分鐘開始，真刺激組的疼痛程度下降程度顯著優於
安慰劑組 16。迷走神經電刺激之所以可以用於急性止痛，除了在動物實驗 17 中發現迷
走神經電刺激可以降低皮質擴散性抑制現象發生的頻率之外，也可以抑制三叉神經頸
部複合神經核的活化，產生疼痛抑制的效果，同時促進抑制性的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
此 外 迷 走 神 經 電 刺 激 也 被 認 為 有 抗 發 炎 的 效 果 18 ， 包 含 降 低 血 中 TNF-α 及
interleukin-6 濃度等，進而產生偏頭痛預防的效果。

•

遠端電刺激 (remote electrical neuromodulation,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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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電刺激在 2019 年獲得上市許可，電刺激的位置是在手臂上，經由特殊的頻率
調整達到急性止痛的效果。不管是完全止痛 (pain free) 或是疼痛緩解 (pain relief) 的
比例，在 2 小時或是 48 小時後，電刺激組都比起安慰劑組顯著較高。且在最不適症狀
的的舒緩也有不錯效果。遠端電刺激作用機制在於刺激下行疼痛抑制路徑，包含腦幹
的疼痛調節中心，像是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頭腹內側延腦等，並增加血清素和正腎
上腺素的分泌，抑制偏頭痛發作時經由三叉神經頸部複合神經核傳入的疼痛訊號 19,20。
•

熱量前庭刺激 (caloric vestibular stimulation, CVS)

熱量前庭刺激在 2018 年通過 FDA 許可，可用在 12 歲以上偏頭痛患者的急性止
痛。這種刺激模式與在梅尼爾氏症進行的冷熱試驗 (caloric test) 類似，經由改變耳道
的 溫 度 刺 激 前 庭 耳 蝸 神 經 (vestibulocochlear nerve) ， 經 由 腦 幹 內 的 前 庭 核
(vestibular nuclei) 影響在中腦和前腦中與偏頭痛痛相關的區域。在經過三個月，每天
兩次、每次 20 分鐘的刺激後，真刺激組的每月頭痛天數比起安慰劑組有顯著的下降 21。
•

動能振盪刺激 (kinetic oscillation stimulation, KOS)

動能振盪刺激是一種利用鼻腔內震動去刺激蝶腭神經結的一種急性止痛治療，分
別在左右鼻腔各進行 15 分鐘的震動刺激，在一個隨機對照試驗 22 中可以發現在震動刺
激給予的過程中，頭痛的程度已經有顯著的下降。且在完成 30 分鐘的治療後，近八成
受試者在 24 小時後疼痛程度仍維持下降超過一半，表現顯著優於安慰劑組。此刺激模
式主要的作用機制在於調節邊緣系統中的功能性連結，並恢復交感/副交感神經系統間
的平衡。
•

小結

神經調控應用於偏頭痛最重要的一項好處是，可以避免產生藥物過度使用的情況，
不必擔心不同藥物的交互作用，且副作用比起某些藥物來得小，持續的時間也比較短。
此外，神經調控的禁忌症相對較少，主要有金屬植入物、開放性傷口、或惡性腫瘤等，
比較不需要考慮病人其他的用藥。缺點的部分，首先就是神經調控比較費時，作為預
防治療每天可能需要花費 5 到 50 分鐘來進行這些刺激。另外，有些刺激的療效結果還
不那麼一致，還需要未來更多優質的隨機對照試驗來驗證其療效。
以上藉由簡短針對非侵入性神經調控術對於偏頭痛治療的近期文獻整理，提供臨
床醫師在除了常見的藥物治療之外的另一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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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頭痛學會 2022 頭痛大師學院
參加者：已取得神經專科醫師 20 位 (分為 A-D 四組，每組五人)
地點： JR 東日本大飯店 (南京復興捷運站附近)
時間：2022/1/8 (Sat)- 2022/1/9 (Sun)
費用：報名費 12800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97JCh7ouCKUANEEN7 (或掃 QR code)

2022/1/8 (SAT)
時間
0830-0850
0850-0900
0900-0940
0940-1010
101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30
1330-1530

課程
報到
Opening remarks
Migraine: an intensive and holistic
approach
Pharmacologic treatment for
migraine
Break
Anti-CGRP Mab and emerging
treatment for migraine
In-patent treatment for migraine
patients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for headache disorders
Paper Test
Lunch
Case-based learning:
Optimization of migraine
treatment

1530-1550
1550-1650

Break
Hands-on workshop:
Botox & nerve blocks for migraine

1650-1720

Practice pearls in headache
medicine
Building up your own headache
clinic
Hotel check-in
Gala dinner and group photo

1720-1750
1750-1800
1800-2000

講師/主持
秘書處
陳韋達理事長
王嚴鋒 / 陳韋達
黃子洲 / 陳世彬

楊鈞百 / 葉篤學
盧相如 / 施景森
劉子洋 / 陳威宏
王嚴鋒秘書長
A組
B組
C組
D組

陳韋達
王嚴鋒
楊富吉
陳炳焜

林剛旭
賴資賢
楊浚銘
劉虹余

Lecture:王嚴鋒
Live demonstration:
陳韋達/王嚴鋒/
楊富吉/陳炳錕
王署君 / 林高章
陳炳錕 / 王署君
秘書處
秘書處

2022/1/9 (SUN)
時間
0800-0830
0830-0855
0855-0920
0920-0945
0945-1010
1010-1030
1030-1200

1200-1230
1230-1240

課程
報到
Cluster headache and other TACs
Thunderclap headache and RCVS
High- and low-pressure
headaches
Trigeminal Neuralgia and other
craniofacial pain
Break
Case-based learning:
A kaleidoscope of headache
disorders
Free discussion and bidirectional
feedback
Closing remarks and farewell

講師/主持
秘書處
楊富吉 / 陳韋達
陳世彬 / 林高章
吳致緯 / 王署君
梁仁峯 / 盧相如

A 組 王嚴鋒 盧相如
B 組 楊富吉 許永居
C 組 陳世彬 黃子洲
D 組 陳韋達 陳彥宇
王署君、陳韋達
陳韋達理事長

2022 中區頭痛讀書會
親愛的醫師 您好:
很榮幸能邀請您參加 111 年 01 月 15 日所舉辦之線上課程 2022 中區頭痛讀書會。
衷心地期盼透過本次學術會議的交流，對於頭痛之治療能有所裨益。竭誠地邀請您，
並感謝您的支持!
時間：111 年 01 月 15 日 (星期六) PM 15:00 〜 18:00
地點：線上視訊討論會
報名時間：即日起 ~ 2022 年 01 月 14 日 (星期五)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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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87jC1X4K3tT1bew8 (或掃 QR code)

Time

Topic

15:00-15:10 Opening and Welcome
15:10-16:00

Evidence of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for migraine

16:00-16:50 Migraine and air pollution
Real world migraine cases with
16:50-17:40 adherence improvement by
Microtrol formulated TPM
17:40-18:0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Speaker

Moderator

陳韋達 副院長
部立基隆醫院
吳致緯 醫師

楊鈞百 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光田醫院

許永居 主任
嘉義基督教醫院
張慧琪 醫師

嚴元鴻 博士
醫研部副主任
光田醫院
施景森 主任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署君 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