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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When to consider neuroimaging in headache patients 

成大醫院神經部 蘇慧真醫師  P2 

 

各位頭痛學會的先進及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平常在門診時，一定都曾遇過病人很焦慮憂心自己的頭痛情況，而要求做

腦部影像檢查。不過，我們何時需考慮幫頭痛患者安排腦部影像檢查？針對不同類

型的頭痛，又需進行哪些類別的影像檢查？相信是臨床上很常見的疑問。這一期的

電子報，很高興能邀請到成大醫院的蘇慧真醫師，幫大家彙整過往的實證研究，所

建議腦部影像檢查的安排時機與類別，相信可有助於大家日後遇到相關問題時，能

挑選出需要影像檢查的頭痛患者，安排適切的腦部影像檢查，以協助診斷，並減少

醫療資源的浪費。中秋節過後，疫情有稍升溫的趨勢，在此也祝福各位會員朋友

們，在國境即將開放之際，大家都能身體健康，平安地度過這波疫情的最後一哩

路。           

 

 

電子報主編 : 三軍總醫院 楊富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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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表

如後列 (P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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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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o consider neuroimaging in headache patients 
 

成大醫院神經部 蘇慧真醫師 

 

「醫生，我頭痛好幾年了，看過很多地方都沒有找到原因，我想照一下腦是不是

長東西」「我以前不太會頭痛，這禮拜突然痛起來，診所叫我來大醫院看看」。以上這

些都是在頭痛診療門診或急診常見的場景。面對這些求診的病患和家屬，是要開止痛

藥治療，還是應該安排腦部影像學檢查，抑或安排影像學以外的其他檢查？在實證上

是否有證據告訴我們：什麼型態的頭痛應該要積極安排腦部影像檢查；又甚麼樣的頭

痛可以放心略過腦部影像檢查，一樣可以給病人有效適當的治療。本期頭痛電子報就

為大家介紹頭痛病患安排腦部影像學檢查時機的實證資料。 

 

前言 

   頭痛是常見求診的主訴，慢性頭痛可能伴隨其他共病影響生活品質和工作能力；

急性、突發爆裂性的頭痛更是有診斷的急迫性。在臨床診療過程中，是否需要為病患

安排腦部影像檢查常是兩難的決定，每個醫師因為科別、場域的不同都有自己判斷的

原則和依據。此外，在某些病患做了腦部掃描後，可能會出現假陽性的結果，甚至過

度判讀和診斷，並沒有臨床上意義。Mitchell 曾分析 350 位門診和住院頭痛病患，只

有 2% 發現有臨床意義的影像學病灶，而這些病患都有臨床神經學的異常或非典型的

頭痛症狀；7% 的影像病灶並無相關的臨床意義。因此建議臨床神經學正常以及典型頭

痛表徵病患，並不需要規則安排腦部影像檢查 (1)。Evans (1996) 更分析 3026 筆頭痛

病患的腦部影像學檢查，結果只有 0.8% 有腦瘤、0.2% 有動靜脈畸形、0.1% 有血管

瘤、0.2% 硬腦膜下血腫、0.3% 水腦、1.2% 的病人診斷為腦中風。這顯示腦部影像學

在頭痛病患真正能得到結構上病變診斷的比例相當少 (2)。根據統計在美國，大概有

12% (算滿高的比例) 的頭痛門診病患接受腦部影像學檢查 (3)，也因為腦部掃描得到異

常影像的比例不高，因此從 2000 年之後陸陸續續就有一些指引的制定，例如歐洲神

經醫學會聯合會的指引。台灣頭痛學會也在 2010 年發表了「非急性頭痛之神經影像

檢查準則」提供醫師臨床診斷和治療的依據 (4)。 

 

急性頭痛 

  急性頭痛的病患，臨床醫師常依循紅色警訊 (red flag signs) 詢問病史及臨床神

經學檢查，判斷是否有危險性頭痛 (dangerous headache) 或次發性頭痛 (secondary 

headache) 的可能，並安排更進一步檢查。關於 red flag signs，現行使用的大多為

SNOOP4 (表一) (5)，也有被延伸為 SNNOOP10 (表二) (6)。常見的臨床警訊包括 (1) 頭

痛型態改變 (2) 超過 50 歲第一次發作頭痛 (3) 頭痛是爆裂性且在短時間內突然發生並

達到頂峰 (4) 頭痛的嚴重度隨姿勢改變而有明顯變化 (5) 半夜痛醒 (6) 操作 Valsalva 

maneuver 時頭痛嚴重度增加 (7) 頭痛有伴隨全身性症狀。在詢問病史時，可以蒐集上

述問題來做為是否進一步安排其他檢查的依據。 但這些大家常用的症狀或徵候具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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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卻沒有很好的特異性和預測值。也就是「沒有這些症狀可以考慮不安排更進一步

的影像學檢查，但有的話不一定代表有問題或是甚麼診斷」。在一個收納 3655 位非急

性頭痛病患的研究，作者依據紅色警訊的有無來安排影像學檢查，其中有 530 (14.6%) 

位病患接受了腦部掃描，但只有 11 位病患的檢查是異常結果，只占全部收案病患的 

0.3% (7)。有趣的是，美國國家門診醫療調查 (National ambulatory medical care 

survey) 分析了 2007-2010 影響腦部影像檢查利用率的因素，發現因為臨床上有紅色

警訊而安排腦部檢查的比例不是最高的；反而是有神經科醫師診視過的病患或是第一

次求診的頭痛病患這些因素會提高腦部檢查的開單比例。即使指引上建議典型偏頭痛

的發作不需要安排腦部檢查，統計上卻發現慢性偏頭痛急性發作的病患有 51% (32-

68%) 的比例被做了腦部檢查 (8)。因此，在急性頭痛的患者，我們可參考圖一的流程來

判斷和決定下一步的檢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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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頭痛 

整體來說，慢性頭痛一年的盛行率約 2.1%，其中大宗為藥物過量性頭痛。大約每

年會有 3% 的偏頭痛病患從陣發性偏頭痛轉換 (transformation) 成慢性偏頭痛，最主

要的因素是止痛藥過量所造成。在這種情況必須再詳細詢問病患最近生活上的誘發因

素例如睡眠狀況、情緒壓力、飲食是否改變，以及預防藥是否規則服用。 

有偏頭痛病史的病患，可能在某些情況會產生 breakthrough headache 而必須緊

急就醫，如果這些病患的神經學檢查是正常的，則接受腦部影像學檢查的結果只有

0.18% 有異常發現，因此腦部攝影在此類病患並非必要。有些證據認為使用三種以上

預防藥還無法得到良好控制的病患；或是腦幹預兆型偏頭痛可安排一次腦部攝影檢

查。 Henry (2001) 曾分析了 402 位慢性頭痛的病患的腦部磁振造影，只有 15 位

(3.7%) 有異常的影像發現，而且在屬於偏頭痛病患中只有 0.6% 影像異常；緊縮型頭

痛有 1.4% 影像異常；非典型頭痛的病患則有 14.1% 影像異常 (10)。值得注意的是，如

表二 SNNOOP10 紅色與橘色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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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病人臨床上雖然類似偏頭痛的發作，但表現不典型，頭痛類型改變或病患為某些高

風險的特殊族群，都仍然考慮安排腦部影像學檢查。研究發現偏頭痛病患的磁振造影

最常見的異常 (12-48%) 是在 FLAIR 看到皮質下和腦室旁的白質病變 (subcortical and 

periventricular white matter change)，這通常並沒有診斷意義卻有可能會被誤判為

去髓鞘性疾病 (demyelinating disease)，是要特別小心的 (11)。 

   緊縮型頭痛的病患原則上不需安排腦部影像學檢查。叢發性頭痛的特色為三叉自

律神經頭痛 (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algias, TACs)，例如眼瞼下垂、流眼淚鼻

水、瞳孔縮小、眼皮腫脹、結膜鬱血等。而臨床上有類似神經學症狀的鑑別診斷很

多，包括延腦中風、腫瘤、動靜脈畸形、頸動脈剝離、甚至多發性硬化症 (12)。因此，

TACs 表現的頭痛發作一律都建議安排腦部磁振造影做鑑別診斷。其他類別的原發性頭

痛例如 cough headache, exercise headache, headache associated with sexual 

activity, thunderclap headache, hypnotic headache 仍然是需要安排腦部磁振造

影、磁振動靜脈造影、頸部超音波、腦脊髓液檢查等來排除次發性原因。 

  歐洲神經醫學會聯合會 (EFNS) 2011 年訂定了非急性頭痛病患的檢查指引，包括  

(1) 兩次頭痛發作之間做腦波檢查不是規則需要的，除非強烈懷疑癲癇的診斷；而在腦

幹預兆型偏頭痛或偏癱型偏頭痛的病患安排腦波檢查可能會有幫助 (2) 有偏頭痛病史的

成人和兒童，只要頭痛發作的型態不變，沒有癲癇發作也沒有新的神經學變化，不需

要例行安排腦部影像檢查 (3) TACs 表現的病患需要仔細鑑別診斷，必須安排腦部影像

檢查合併顱內及頸部血管檢查 (4) 頭痛型態不典型、有癲癇病史或有新的神經學症狀的

病患應該安排腦部磁振造影 (13) 

歐洲頭痛聯盟 (European headache federation) 在 2015 訂定了針對各種原發性

頭痛檢查的共識 (14.15)。如表格所示。                                                                                    

ICHD-IIIb code 疾病 建議的檢查 

1.1 無預兆偏頭痛 一般來說不需腦部影像檢查。三線預防藥使用仍效果

不彰時可考慮安排腦部磁振造影。 

1.2 

1.2.2 

預兆偏頭痛 

腦幹預兆型偏頭痛 

如果發生典型的預兆不需要安排磁振造影 

腦部磁振造影、腦波、頸動脈超音波或血管攝影檢查 

1.3 慢性偏頭痛 如果是多年偏頭痛的特徵且符合 ICHD 的定義就不需

要安排檢查 

2.1 緊縮型頭痛 不需安排腦部檢查 

3 

 

3.1 

3.2 

 

3.3 

三叉自律神經頭痛(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algias) 

叢發性頭痛 

發作性半面頭痛(paroxysmal 

hemicrania) 

短暫單側神經痛性頭痛發作(Short-

lasting unilateral  neuralgiform 

headache attacks) 

所有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的病患都建議安排含顯影劑之

腦部磁振造影。尤其注意腦下垂體和海綿竇的結構 

初診斷之病患腦部磁振造影加整夜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腦部磁振造影、頸動脈超音波 

 

腦部磁振造影尤其是腦幹結構和顱神經                                                                                              

4.1, 4.2, 4.3, 4.4, 

4.7, 4.8, 4.9, 

原發性咳嗽頭痛(primary cough 

headache), 原發性運動頭痛

含顯影劑之腦部磁振造影包括動靜脈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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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Primary exercise headache), 原發

性性行為相關之頭痛, 原發性雷擊頭

痛, 原發性刺戳性頭痛, 錢幣狀頭痛, 

睡眠頭痛, 新發生每日持續性頭痛 

 

 

 

美國頭痛協會 (AHS) 在 2020 年則是特別針對偏頭痛的影像學檢查做了 systemic 

review 和  evidence-based guideline (16)，整理如表三。經由這些指引和研究證據，

可更支持臨床醫師在面對頭痛患者是否需要安排影像學檢查也更有信心，提供病患更

準確的診斷和治療方針。 

Grade A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o neuro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headache consistent 

with migraine who have a normal neurologic examination. 

Grade C Neuroimaging may be considered for presumed migrain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unusual, prolonged, or persistent aura; increasing frequency, 

severity, or change in migraine clinical features, first 

or worst migraine, migraine with brainstem aura, confusional migraine, 

hemiplegic migraine, late-life migrainous accompaniments, migraine aura 

without headache, side-locked migraine, and posttraumatic 

migraine. Most of these are consensus based with little or no literature 

support. 

 

 

 

圖一 Decision tree for neuroimaging in headache. From D Holle and M Obermann Ther 

Adv Neurol Disord (2013) 6(6) 369–374 



                                              台灣頭痛學會                            頭痛電子報第 213期 

 
 

7 

References 

1. Mitchell CS, Osborn RE, Grosskreutz SR.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headache patient: is 
routine evaluation really necessary? Headache. 1993 Feb;33(2):82-6. 

2. Evans, R. (1996) Diagnostic test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headaches. Neurol Clin 14: 1–26. 
3. Callaghan BC, Kerber KA, Pace RJ, Skolarus LE, Burke JF. Headaches and Neuroimaging: High 

Utilization and Costs Despite Guidelines. JAMA Intern Med. 2014;174(5):819–821. 
4. Neuroimaging Guidelines in Nonacute Headaches. Acta Neurologica Taiwanica Vol 19 No 2 June 

2010 
5. Micieli A, Kingston W. An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Headache Patients That Require Neuroimaging. 

Front Public Health. 2019;7:52.  
6. Do TP, Remmers A, Schytz HW, et al. Red and orange flags for secondary headaches in clinical 

practice: SNNOOP10 list. Neurology. 2019;92(3):134-144.  
7. Clarke CE., et al., Imaging results in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530 new patients in the Birmingham 

Headache service. J Neurol 2010;257: 1274-178. 
8. Callaghan BC, Kerber KA, Pace RJ, Skolarus L, Cooper W, Burke JF. Headache neuroimaging: 

Routine testing when guidelines recommend against them. Cephalalgia. 2015 Nov;35(13):1144-
52. 

9. Dagny Holle and Mark Obermann. The role of neuro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headache 
disorders. Ther Adv Neurol Disord (2013) 6(6) 369–374.  

10. Wang HZ, Simonson TM, Greco WR, Yuh WT. Brain MR imag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chronic 
headache in patients without other neurologic symptoms. Acad Radiol. 2001 May;8(5):405-8. 

11. Sempere AP, Porta-Etessam J, Medrano V, Garcia-Morales I, Concepción L, Ramos A, Florencio I, 
Bermejo F, Botella C. Neuroimag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non-acute headache. 
Cephalalgia. 2005 Jan;25(1):30-5. 

12. Edvardsson B. Symptomatic cluster headache: a review of 63 cases. Springerplus. 2014;3:64. 
Published 2014 Feb 3. doi:10.1186/2193-1801-3-64 

13. Evers S, Afra J, Frese A, Goadsby PJ, Linde M, May A, Sándor PS (2009)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EFNS guideline on the drug treatment of migraine-revised report of an 
EFNS task force. Eur J Neurol 16:968–981 

14. Mitsikostas et al., European headache federation consensus on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for primary 
headache disorders. The journal of headache and pain 2016;17(5). 

15. Sandrini G, Friberg L, Coppola G, Jänig W, Jensen R, Kruit M, Rossi P, Russell D, Sanchez del 
Rìo M, Sand T, Schoenen J;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 Neurophysiological 
tests and neuroimaging procedures in non-acute headache (2nd edition). Eur J Neurol. 2011 
Mar;18(3):373-81. 

16. Evans RW, Burch RC, Frishberg BM, Marmura MJ, Mechtler LL, Silberstein SD, Turner DP. 
Neuroimaging for Migraine: The American Headache Society Systematic Review and Evidence-
Based Guideline. Headache. 2020 Feb;60(2):31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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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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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02-28738696 

E-mail：headache.tw@gmail.com 

學會網頁：https://taiwanheadach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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