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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三叉神經痛與顏面痛: 那些你可能知道和不知道的事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梁仁峯醫師  P2 

 

各位頭痛醫學界的先進及同好大家平安： 

 

   本期電子報由本人執筆為各位帶來三叉神經痛及顏面疼痛的診療新知。三叉神經

痛及各種顏面疼痛在神經科門診不算少見，但是有許多病人的疼痛並不容易治療，

同時也經常需要與其他專科醫師共同合作診療。希望藉由本期電子報的內容，替各

位同好溫故知新，讓治療這類病患更加得心應手。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仍舊起伏不定，但似乎人們已逐漸掌握如何與病毒共存，在每

日持續破兩萬的確診數中，一步步的解除各種活動的限制。今年十月 22、23 日，

學會也將於台中林酒店實體舉辦今年的年度學術研討會。講師陣容堅強，主題豐富

多元，請大家先把時間留下來一同參與年度盛會！            

 

 

電子報主編 : 台北榮民總醫院 梁仁峯醫師 

 

秘書處報告： 

 

*2022 年度會員大會，預定於 2022 年 10 月 22-23 日假台中林酒店日舉辦實體課程，議程表

如後列 (P5)，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 連結 )。 

 

 

 

https://taiwanheadache.org.tw/2022-%e5%b9%b4%e5%ba%a6%e5%8f%b0%e7%81%a3%e9%a0%ad%e7%97%9b%e5%ad%b8%e6%9c%83%e6%9c%83%e5%93%a1%e5%a4%a7%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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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經痛與顏面痛: 那些你可能知道和不知道的事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梁仁峯醫師 
 

相信各位從事頭痛診療的醫師一定有這樣的經驗，求診的病患對著您說: “我的牙

齒 ( 上顎、下顎… ) 痛，我以為是牙齒的問題，去看了牙科，做了治療，可是都沒有

好，牙醫師懷疑我是三叉神經痛…” ，或者是”我的牙齒在做完一些治療後就一直怪

怪的，可是牙醫說現在牙齒都沒有問題了。” 顱顏部分的疼痛在診斷上及治療上的確

是神經科醫師經常遭遇的一個挑戰。三叉神經痛 (Trigeminal Neuralgia; TN) 雖然是一

個非常早就被報告及命名的一個疾病，但若以 PubMed 進行文獻檢索，可發現自 

1959 年起，有超過 8500 篇的期刊論文與三叉神經痛有關，近 15 年來，每年也有超

過 200 篇的期刊發表，在美國甚至有國家三叉神經痛認知日 (National Trigeminal 

Neuralgia Awareness Day) 的活動。 可見三叉神經痛仍是持續困擾著醫師與病患的疾

病。醫師也經常被各種病患的問題所困擾：“這個病會好嗎?”、“吃藥沒效怎麼

辦”、”我聽說有人去做那個射頻 ( 或加馬刀 ) ，好像很有效…”、”需要去做檢查

嗎?” 本文將盡可能回顧摘近年的經典文獻，提供各位臨床醫師一些診療上的協助和建

議。 

 

診斷三叉神經痛  

根據 ICHD-3 的診斷標準，三叉神經痛 (13.1.1) 可分為 classic ( 在影像上有看三

叉神經在腦幹的 entry zone 有看到血管環的壓迫 ) , idiopathic ( 任何影像上都看不出

三叉神經有被血管壓迫的跡象 ) 與 secondary ( 有其他已知原因，如腫瘤、多發性硬化

症等等造成 ) 三類。詳細診斷標準在此不細列。但請記住幾件事：1. 診斷標準要求一

定要被某些日常無害的刺激，如吹風、刷牙、說話所誘發。2. 疼痛感必須是強烈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 15-50% 的病患，在強烈的抽痛之外，也會有一些持續長時間的鈍

痛。並非有這些鈍痛就不是三叉神經痛。 

 

大家最關心的事，莫過於有沒有怎樣的特徵或是篩檢方式可以幫我們找出那些次

發性 (secondary) 的三叉神經痛。在過去的文獻指出，異常的腦幹三叉神經反射檢查 

(trigeminal reflex) 結果可能與次發性的病患有關。雙側的三叉神經痛則要考慮 

demyelinating diseases。出現典型診斷條件以外的症狀，如運動分枝所支配的肌肉 

( 嚼肌、顳肌等 ) 萎縮等，都要尋找有無次發性的病因。 

 

歐洲神經學會 (EAN)，於 2019 年出版的 guideline 建議[1]，所有三叉神經痛的病

患建議都要接受腦部 MRI 的檢查。並在腦幹部分適當細切以確定有無血管壓迫神經的

狀況。除了幫助確定病因以外，也有助於評估病患對於主流外科手術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的治療效益。如果無法接受磁振造影的病患則可考慮以 CTA 加腦幹

三叉神經反射檢查來替代。 

 

顏面痛的鑑別診斷 

三叉神經痛典型的疼痛位置除了牙齦，許多病患也會抱怨臉部的疼痛。有些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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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無法明確指出疼痛的位置。因此，顏面痛除了 TN 外，還有許多必須考慮的鑑別

診斷。重要的鑑別診斷包括：1. 慢性鼻竇炎 ( 慢性的顏面痛而缺乏抽痛特徵，有壓

痛，可能但並非所有病患都會有味覺問題 )、2. 同樣以抽痛為特徵的三叉自主神經痛 

( 如 SUNA/SUNCT )：有一些病患發作的時候會有流鼻水、流眼淚、結膜水腫等等的 

trigeminal autonomic features，需考慮 SUNCT/SUNA 的可能性。必要時可以請病

患家屬提供病患正在疼痛時的臉部照片作為診斷的協助。 

有些研究發現三叉神經痛的病患有相當比例會出現一些 trigeminal autonomic 

features，認為 TN 與 SUNCT/SUNA 之類的疾病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反之亦然 [2]。 

此外，少數病患會抱怨慢性、中等程度持續性的顏面痛，可能是雙側或單側。疼

痛特質與陣發性抽痛的 TN 相差甚多，但持續時間非常長。這類疼痛過去稱為非典性

顏面痛 (atypical facial pain)，在 ICHD-3 則是以持續性原因不明的顏面痛 ( 13.12 

Persistent idiopathic facial pain; PIFP) 來命名，每天持續大於兩小時，超過三個月的

鈍痛，定位模糊則需要考慮這個診斷。此病目前病因仍未有定論。治療則以 TCA, 

SNRI 等抗憂鬱類藥物有較多證據。 

許多臉部及口腔的疼痛，可能是齒源性的，需要與口腔醫學專科醫師合作評估。

為更進一步研究需要，2020 年也發表了第一版的國際口腔顏面疼痛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Orofacial Pain, 1st edition; ICOP-1) [3]，該分類與 

ICHD-3 的第 13 章略有不同，著重診斷臨床表現為口腔顏面疼痛疾患之病因，內容包

含六章 ( 齒源、肌源性、顳顎關節、各種神經痛、其他原發性頭痛之表現及難以分類

之顏面痛 )。 

 

三叉神經痛如何治療? 會好嗎? 

三叉神經痛第一線仍為藥物治療為主，但是經常遇到的困境是藥物的副作用。由

於三叉神經痛的患者的年齡普遍較長 ( 許多都大於 50 歲 )，因此在治療許多患者時，

會面對病患抱怨甚至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的情況。 

以實證醫學的角度出發，最有療效的藥物是 carbamazepine(300-1200mg)，此

藥雖然有效，但嚴重過敏的風險 ( 最嚴重會造成 Steven-Johnson syndrome，使用前

必驗 HLA-B1502，且 negative result 不能完全保證不會過敏)，及頭暈等等副作用限

制了許多病患的使用。其他較有實證藥物包括常見用來當作第一線藥物的 

oxacarbazepine (600-1800mg)，但此藥仍有部分病人會頭暈及過敏，因此無法調高

至有效劑量。如果要選擇其他藥物，可考慮 lamotrigine(150-400mg) 或 

gabapentin(600-2400mg)。Baclofen(30-80mg) 也有研究支持，但高劑量下的藥物

副作用往往限制了使用。 

介入性治療的部分主要分為傳統外科手術 ( 微血管減壓術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VD )、神經根切斷術 ( Rhizotomy ) 及放射治療 ( 如加馬刀 ) 等

等。 MVD 的優點在於效果最好 ( 約 60-90% ) ，復發率也較低，頭十年每年復發的機

會大概每年 2%，此外臉部感覺異常及角膜的副作用也較少。但是傳統開顱手術有其風

險和限制性。神經根切斷術可以甘油注射、氣球擴張、射頻燒灼等方式進行。此類術

式的麻醉風險低，效果也快，但是術式本身會有疼痛不適，術後有可能會有臉部感覺

異常的副作用，且僅大概 50-60% 的病患在術後三年仍能夠達到良好的疼痛控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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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刀等放射治療，健保有條件給付，優點是低侵入性，缺點是止痛效果發生較慢，整

體療效及復發機率則在傳統手術和神經根切斷術之間[4-6]。 

近來有數個研究顯示，在疼痛部位局部注射肉毒桿菌素 (25-100U) 也有助於疼痛

的改善。但注射劑量方法與部位仍未標準化，原則上就是在疼痛部位給予每點 5U 的

肉毒桿菌素注射，並給予多點注射。 

雖然許多人認為 TN 不容易控制，藥物效果也會越來越差。但實際上的病程是怎

麼走的呢 ? 由於需要長期追蹤，這方面的研究並不算多。一篇丹麥的大型研究告訴我

們，有 27% 的病患在開始用藥後兩年內接受介入性治療。好消息則是有高達 60% 的

病患，在病程中會有 1 年到數年的緩解期。在維持藥物治療部分的病患中，藥物多也

能達到減輕一半以上疼痛的效果[7]。 

 

包括三叉神經痛在內的顏面痛，對神經科醫師確實是一大挑戰。未來包括找出最

適合的治療策略，如藥物組合、新適應症藥物的開發、跨科合作照護等方面都有還許

多努力的空間。謹以此文分享給各位頭痛診療的夥伴，期能替病患減輕這些折磨人的

苦痛。 

 
References 

1. Bendtsen L, Zakrzewska JM, Abbott J,et al. European Academy of Neurology guideline on 
trigeminal neuralgia. Eur J Neurol. 2019;26:831-849. 
2. Lambru G, Lagrata S, Levy A,et al. Trigeminal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short-lasting 
unilateral neuralgiform headache attacks. Brain. 2022 Mar 23:awac109. doi: 10.1093/brain/awac109.  
3.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Orofacial Pain, 1st edition (ICOP). Cephalalgia. 2020;40:129-221. 
4. Bendtsen L, Zakrzewska JM, Heinskou TB, et al. Advances in diagnosis, classification, 
pathophys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Lancet Neurol. 2020;19:784-796. 
5. Cruccu G, Di Stefano G, Truini A. Trigeminal Neuralgia. N Engl J Med. 2020;383:754-762 
6. Lambru G, Zakrzewska J, Matharu M. Trigeminal neuralgia: a practical guide. Pract Neurol. 
2021;21:392-402 
7. Maarbjerg S, Gozalov A, Olesen J,et al. Trigeminal neuralgia--a prospective systematic study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158 patients. Headache. 2014; 54:15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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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aiwanheadache.org.tw/


                                              台灣頭痛學會                            頭痛電子報第 212期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