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痛電子報 第206期 
發行人：台灣頭痛學會                                                                           發刊日期：2022 年 02月  

【本期內容】讓患者的頭痛不再頭痛: 頭痛大師學院課程心得分享 

員榮醫院社區醫學部主任 余宜叡醫師  P2 

 

各位頭痛醫學界的先進及同好大家平安： 

 

  今年一月，我們頭痛學會舉辦了第一屆頭痛大師學院，集結全台各地共 20 位

年輕醫師參與。透過兩天密集與頭痛醫學專家的學習及交流，希望將年輕醫師培育為

頭痛醫學界未來重要的種子教師。本屆課程在理事長及秘書長的精心規劃之下，有別

於以往傳統的大堂授課，加入實際病人的問診及相關藥物的注射治療訓練，讓學員們

都收穫滿載。 

 

本次的電子報特別邀請本屆大師學院的學員-余宜叡醫師，也是唯一一位家醫科

醫師，分享兩天精實課程的內容節錄，以及他這一路參與頭痛大師學院的心路歷程。

大家可以經由他的分享回顧本屆頭痛大師學院，也希望本屆頭痛大師學院的成功經驗

能夠傳承下去。最後也向各位先進及同好拜個晚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事

事如意、平安快樂！ 

 

                                      電子報主編 : 三總 楊富吉醫師 

秘書處報告： 

 

*2022 年 03 月 05 日 (六) 預定舉辦南區頭痛讀書會，地點：長榮文苑酒店 (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

大道 777 號 )，議程表如後列 (P9) 

*2022 年 03 月 27 日 (日) 預定舉辦 2022 慢性偏頭痛診斷與治療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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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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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患者的頭痛不再頭痛: 頭痛大師學院課程心得分享 

 

員榮醫院社區醫學部主任 余宜叡醫師 

 

「減少頭痛發生，患者的生活品質可以改善許多」 

「多一些臨床、心法或因應，甚至慘痛經驗」 

「遇到想把自己的所學所得分享出來的師長」 

 

課程部分內容節錄 

許多偏頭痛患者沒有好好被診斷，也常有非典型的症狀表現。次級頭痛 

(secondary headache) 永遠要放在心上，因此診斷上需注意患者的紅旗症狀 (red 

flags)，及偏頭痛的相關共病症，如憂鬱、不寧腿症侯群等。漸進式地上調偏頭痛預防

用藥的劑量非常重要，如此才能以最合適的藥物與劑量，有效減少患者偏頭痛的發作

頻率，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質。 

Anti-CGRP mAbs 及肉毒桿菌注射治療，是近年偏頭痛健保有條件給付的預防用

藥，副作用相對較少，但因為價格相對昂貴的關係，健保給付規定較嚴格：限用於慢

性偏頭痛患者，且需至少三種口服預防用藥無效 ( 包含 Topiramate ) ，及限定神經內

科及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申請使用，並需健保事先審查。 

適當地讓患者瞭解偏頭痛治療藥物的適應症及副作用，同時須做好患者的溝通與

衛教，以提高患者對藥物的順從性及療效。建議標準化且結構化地評估與治療頭痛患

者，甚至可考慮「要放病人，不要留病人」，才能讓更多能互信的患者至門診。 

讓患者好好地用他們的語言來描述頭痛的相關症狀，會發現門診大部分的頭痛患

者，可能都有合併偏頭痛。學習三叉自律神經頭痛，包含叢發性頭痛的急性與預防用

藥治療，及高低腦壓型頭痛的診治。 

 

幸運錄取 

當您真心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全世界都會來幫忙您。頭痛大師學院起初是限定神

內與神外醫師資格不過，「雖然我是家醫科，但我真的很想把頭痛學好！」因為在報

名表上的這句話，讓頭痛學會的師長們因此有機會破格錄取。我很開心有幸參與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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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再次複習偏頭痛的臨床治療。課間也能與許多神內醫師分享一些提升頭痛診

療的寶貴意見。 

 

課前預習 

頭痛大師學院有提供課前需閱讀的資料。身為家醫科醫師，無論是頭痛，還是糖

尿病或減重等常見的疾病，都需更認真地向專科師長學習，因此認真地把課前資料印

出閱讀預習，希望在大師學院裡能更有效地吸收與應用。 

 

頭痛學習 

我曾經與神內醫師同台分享頭痛的個案與治療，結果我患者的嚴重程度，與之相

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不過也確定只要用心學習頭痛，即能累積一定量的頭痛患者。

當那些過去常頭痛且常吃止痛藥的患者感謝的告訴我，「原來配合用藥治療，頭痛頻

率不僅可以下降，生活品質也可以改善許多」，我也因此從中體會到治療頭痛所得到

的許多成就感！這也相似於糖尿病患者回診時跟醫師分享，原來血糖達標，還是可擁

有自己健康的生活！ 

 

 

 

大師集結 

精實一天半的頭痛大師學院，由許多頭痛大師們講授。王嚴鋒醫師妙語如珠地分

享頭痛基本相關知識，評估、種類、社會成本與共病…等。當某疾病有許多生理機制，



                                              台灣頭痛學會                            頭痛電子報第 206期 

 
 

4 

譬如頭痛，有極大的可能代表此疾病目前尚未瞭解透徹，還需一步一步地研究及學

習。黃子洲醫師介紹頭痛治療指引裡藥物所扮演的角色，補充其大量臨床經驗、相關

藥物副作用、以及重要的健保給付提醒，也讓我瞭解到 Anti-CGRP mAbs 及肉毒桿菌

注射治療，在台灣現行的給付規定下，需有條件的申請使用。善於實務分享的楊鈞百

醫師，則是把偏頭痛最新的機轉用藥，簡單清楚地將之整理比較，適當地用藥可以大

大提升頭痛患者的生活品質。 

 

盧相如醫師分享偏頭痛患者住院時，如何給予適合的藥物治療，以及治療時要注

意的副作用。劉子洋醫師分享偏頭痛非藥物的儀器治療，提供偏頭痛患者口服用藥以

外，另一個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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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下午有分組討論及實作課程，由王嚴鋒醫師、陳韋達醫師、楊富吉醫師、

陳炳錕醫師，分組講解並實作肉毒桿菌及 Anti-CGRP mAbs 的注射治療，包含注射

點、劑量、施打方式、藥物副作用和因應、及病人衛教。開業成功的陳炳錕醫師，從

神內醫師的觀點，分享當初開業的原因、方向、現況與實務，非常實用。「要放病

人，不要留病人」，放走一些與我們不投緣的患者，才能讓認同我們的患者進來。其

中許多重點，與家醫科訓練著重處很像。王署君醫師分享臨床頭痛看診功力的濃縮精

華，包含大師經驗、風範以及門診趣事。 

 

第二天上午由楊富吉醫師主講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診斷，包含叢發性頭痛的治

療，及與偏頭痛的分別，並分享了臨床實務治療經驗。吳致緯醫師介紹了低腦壓及高

腦壓頭痛，雖然是相對小眾的頭痛族群，但在診治上還是有需注意之處。陳世彬醫師

及梁仁峯醫師則分別介紹了雷擊式頭痛及三叉神經痛，其臨床特點及與其他頭痛診治

上須注意的差異。 

 

 

 

第二天中午課程結束前，王署君醫師分享了頭痛行醫之道及經驗。從什麼都看到

專精於頭痛的神內醫師老師針對頭痛患者其他主訴，分享他獨到的處置及因應。老師

作為頭痛專科醫師，不僅展現於頭痛疾病的專業，更敬佩的是持續傳承，帶出許多和

他一樣樂於研究及教學的徒子徒孫。最後理事長陳韋達醫師也分享頭痛診治實務中，

許多重要的考量點，如：藥物副作用、患者藥物順從性，及如何衛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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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空間 

武功心法先記憶，臨床個案後應用。第二天上午個案討論式的搶答，真的是非常

緊張與刺激。雖然因為臨床上較少遇到特定專一型的頭痛，功力尚淺的我，真的很容

易答錯，不過從老師提供的經典案例，可以輔助復習這一天半的所學。自己仍有許多

可進步之處，相信後續臨床持續應用與執行，終能上手。 

 

 

 

創造連結 

「會花快 13000 元來學習的學員，除了精進自我外，連結也很重要。」除了汲取

醫療經驗，醫療合作與轉介也很重要。之前在某醫院神經內科分享糖尿病的個案與治

療，就得到神內醫師轉介糖尿病患者；自身有能力照護基本的頭痛患者，倘若無法完

善處置患者的頭痛，也可以再依患者就醫的方便性，轉介給各地的神內師長們做進一

步診治。此外在大師學院裡，很高興認識很多厲害的新生代神內醫師，有夢想、還有

積極的學習心，實是台灣頭痛患者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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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有價 

「之後的頭痛大師學院只會越來越貴！」好臨床、好教學、好實用，13000 元的

頭痛大師學院，將可以造福許多受頭痛困擾的患者，真的好便宜。其實過去自己開辦

的糖尿病與減重工作坊也是越來越貴，隨著提供講義、課程優化的情況下，收費也已

破萬。 

 

初衷一樣 

「把基本知識降低到一個程度，多一些臨床、心法或因應，甚至慘痛經驗，都是

可以讓後進很快上手，提升整體照護。」欣聞之後也會有腦中風個案工作坊，教你心

法而不是只有知識，期許更多工作坊開辦，提升台灣的醫療水準。自己開辦糖尿病與

減重工作坊的初衷，也是希望提升各醫療人員糖尿病與減重的照護，造福更多患者！ 

 

感謝頭痛學會 

感恩一直深受頭痛醫學會師長們的指導與鼓舞。還記得參加過頭痛醫學會的讀書

會，容額 40 名的研討會，卻來了 50 位以上的參與者，爆滿的原因無他，這是場要讓

更多人學習頭痛的研討會，在不是最高級最大的場地，卻請了四位以上樂於分享的講

者分享頭痛治療；某一次頭痛年會有幸獲得住宿補助，參加了一整天充實的年會，還

與國外講者、師長們一起漫步至中正紀念堂大合照。每每學習路上，遇到樂於將所學

所得分享出來的師長，總是很開心、感動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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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大師學院亮點 

第一天中午的 paper test 是選擇題，直接複習上午的所學所教，不過真的很多重

點還是沒有記起來。第一天下午分組討論時作的病人，不是 OSCE 的模擬病人，而是

真實頭痛患者的實際問診；現場操作的肉毒桿菌藥物注射。每位學員都有專屬導師，

可以直接詢問頭痛相關問題。大量實戰經驗分享，將師長們累積的頭痛診療方式、處

方與問題因應，做個案式地完整分享，為了讓學員臨床應用，更能得心應手 

 

升上主治醫師以來 

懷抱熱情學習有興趣的疾病。升上主治醫師後，我仍持續向各專科師長們學習精

進各科常見疾病，如此才能提供患者高品質的衛教、治療選項與轉介。也許我目前門

診中的頭痛患者不是那麼嚴重，但累積到一定程度的話，就可能會遇到困難治療的患

者。如同：累積一定量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也開始遇到第一型糖尿病與懷孕的第二

型糖尿病患者，我想我會走出家醫科醫師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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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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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春季南區頭痛讀書會 
 

親愛的醫師 您好: 

 

台灣頭痛學會很榮幸邀請您參加 2022 年 03 月 05 日舉辦之「春季南區頭痛讀書會」，

本活動採實體及線上同步進行，衷心期盼透過本次學術會議交流，對您日後頭痛的臨床

治療能有所裨益，感謝您的支持! 

 

時間：2022 年 03 月 05 日 (星期六) PM 15:00 〜 18:15 

地點：長榮文苑酒店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777 號) 

本活動實體場地與視訊同步，因場地限制現場容納限 25 名， 

錄取資格以具頭痛學會會員者優先錄取。 

報名時間：即日起 ~ 2022 年 03 月 0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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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J7ZqowCGuc7wtYe6 (或掃 QR code)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4:50-15:00 Registration 秘書處 

15:00-15:05 Opening 
許永居主任 

(嘉基神內) 

15:05-15:45 

The Unmet Need and the Clinical 

Strategies of Migraine Preventive 

Treatment: Learning from 

Overcome Study 

李怡蓁醫師 

(新竹台大神內) 

林高章主任 

(奇美全人科) 

15:45-16:25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for 

Migraine and Headache 

Disorders 

盧相如主任 

(高醫神內) 

施景森主任 

(高榮神內) 

16:25-16:35 Coffee break 

16:35-17:15 An update on migraine aura 
林祐嶙醫師 

(中山神內) 

黃子洲副院長 

(活水神內) 

17:15-17:55 

Evidence of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Migraine 

Prevention 

吳致緯醫師 

(北榮神內) 

楊鈞百主任 

(光田神內) 

17:55-18:15 Dinner, Discussion & Closing 
陳韋達 理事長  

台灣頭痛學會 

 

https://forms.gle/WJ7ZqowCGuc7wtY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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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慢性偏頭痛診斷與治療訓練課程 
 

時間：2022 年 03 月 27 日 (星期日) AM 08:20 〜 PM 16:30 

地點：JR 東日本大飯店 (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33 號 ) 

報名時間：即日起 ~ 2022 年 03 月 2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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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8p5pFUx2LjGadif7A (或掃 QR code)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00-08:20 Registration 秘書處 

08:20-08:30 Opening Remarks 陳韋達 理事長 台灣頭痛學會 

08:30-09:00 
Headache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林鈺凱 醫師 
三軍總醫院 

楊富吉 主任 
三軍總醫院 

09:00-09:30 
Diagnosis and 

Comorbidities of Chronic 
Migraine 

張庭瑜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劉子洋 主任 
新光醫院 

09:30-10:00 
Medication overuse 

headache 
林志豪 主任 
林新醫院 

陳炳錕 院長 
台中博智診所 

10:00-10:20 Coffee break 

10:20-10:50 
Pharmacologic treatment 

for chronic migraine 
陳律安 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 

楊鈞百 主任 
光田綜合醫院 

10:50-11:20 

When to Consider 

Neuroimaging for 
Headache Patients? 

蘇慧真 醫師 
成大醫院 

許永居 主任 
嘉義基督教醫院 

11:20-11:50 
Achieving better treatment 

outcome through 360o 
patient care 

王署君 名譽理事長 陳韋達 理事長 

11:50-12:00 Discussion 陳韋達 理事長 

12:00-13:00 Lunch 

13:00-13:30 
OnabotulinumtoxinA 
injection for chronic 

migraine 

王嚴鋒 秘書長 
台灣頭痛學會 

黃子洲 副院長 
活水神經內科診所 

13:30-14:20 
Live demonstration & 

discussion 

A: 陳韋達 理事長 

B: 楊富吉 主任 
C: 王嚴鋒 秘書長 
D: 陳炳錕 院長 

14:20-14:50 Hands-On practice 全體講師 

14:5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30 
筆試(7F 超新星廳) 
術科(9F 海/山/林廳) 

王嚴鋒 秘書長 
台灣頭痛學會 

 

https://forms.gle/8p5pFUx2LjGadif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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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課程已申請台灣神經學學會教育學分。 

2.報名資格：具神經科專科醫師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身份。 

3.檢附資料：【神經科】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4.報名費用：非會員 3000 元、會員 1500 元、立馬加入頭痛學會與報名$3000 (皆含

餐點)。 

5.報名方式 (須完成線上報名、繳費及檢附資料才算報名完成)： 

◆ 一律採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8p5pFUx2LjGadif7A 

◆ 參加者請於 2022 年 3 月 23 日前完成報名、繳費及檢附資料 

6.繳費方式：(劃撥者姓名須與報名者相同) 

【郵局】 

◆ 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3 日止。 

◆ 於劃撥單通訊欄備註：2022 年慢性偏頭痛診斷與治療訓練課程 

◆ 郵政劃撥帳號：19941337，戶名：台灣頭痛學會 

【合作金庫】 

◆ 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3 日止。 

◆ 於轉帳附言備註：報名人姓名+0327 課程 

◆ 轉帳帳號：(006) 1427-717-004695，戶名：台灣頭痛學會 

7.訓練通過考試者，名單會公告於學會網頁及寄發合格證書，有效期限為 6 年。 

8.歡迎大家加入台灣頭痛學會(入會費 1000 元，年會 1000 元/年) 

聯絡人：何沛儒小姐 (02)28712121 ext 3248 

台灣頭痛學會信箱：headache.tw@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