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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視界

Migraine Treatment News 》

偏頭痛最新研究與治療
 「偏頭痛治療」是一門引人入勝的治療藝術。影響並決定偏頭痛治療
的成功與否因素有很多，包括診斷正確、用藥劑量、病人期望的抒解

以及藥物副作用等。近來，醫藥界利用偏頭痛的動物模型與新藥的

發現，開啟了研究偏頭痛的兩扇窗，大大減少了臨床上的診斷困擾。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精神科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王署君

近
年來，有關偏頭痛的研究發展有很長足的

進步，其中特別是在致病機轉的了解、診

斷標準的確立和偏頭痛的處理三方面。

進程１：致病機轉的了解

單側脈搏跳動性頭痛是偏頭痛的一個主要

症狀，雖然顱外血管可能受波及，但是痛的來源

主要是由顱內血管周邊的神經纖維所傳導。這些

感覺神經纖維的神經核大部分是位於三叉神經

節，故此系統又稱作三叉神經血管系統，也就是

血管性頭痛的最終傳導路徑。

    感覺神經纖維至少有兩項功能：（一）傳遞

疼痛至腦幹之後三叉神經核。（二）釋放血管擴張

與增加滲透度的物質而造成周圍組織的神經炎

症反應。神經纖維中的傳導物質包括 substance P、

neurokinin－ A、和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

tide（簡稱 CGRP）。大部分負責這些傳導物質

的神經纖維是三叉神經的第一支神經，即眼分支

（ophthalmic division）。事實上，三叉神經主要支

配前大腦、中大腦和後大腦動脈，也包含了硬腦

膜與中腦膜動脈；脊椎和基底動脈則主要是由上

頸神經節所支配的。血管性頭痛與器官疼痛有些

類似：他們的疼痛不易定位且較廣泛、疼痛會傳

到表面的皮膚與肌肉、常常伴隨著嚴重的自主系

統與運動系統的反應，除了腦膜和器官被膜，腦

與器官本身對痛皆不敏感。

    近來，動物實驗證實，腦血管周圍的神經炎

症反應可由剌激感覺神經纖維造成。它們釋放

substance P，CGRP和 neurokinin－A等傳導物

質，使血管擴張和血漿外滲，進而引起炎症反應。

有趣的是，此一反應可被 sumatriptan （用於血管

之選擇性 5-HT type 1-like受體致效劑）和 ergot-

amine（是一種麥角鹼，因為可以使血管收縮，故

可用來治療急性偏頭痛發作）抑制，這是因為炎

症反應與三叉神經血管系統纖維之前連結受器

含有 5HT1D受器有關。除此之外，此前連結受

器亦含有α2－ adrenoceptor、histamine H3受體、

μ－ opioid和 somatostatin等受體，故也可解釋

為何其他藥物也可用來治療急性偏頭痛。

    疼痛的傳導到視丘、皮質（中樞）之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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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fos（一種原癌基因，可在數分鐘內對外界刺

激作出反應）抗原的基因表現來定量，包括在脊

髓之疼痛接受與傳導區和腦幹之後三叉神經核。

即使是腦膜的炎症反應也可靠 c-fos的基因表現

細胞來定量。經動物實驗證實，sumatriptan可減

少腦膜剌激所造成的 c-fos表現，所以血管擴張

與收縮在偏頭痛的機轉與治療之地位正受到質

疑，相形之下，c-fos的表現可能更重要。

另外，大腦皮質也可能是偏頭痛之引發因

子。因為大腦皮質若以 KCl不斷剌激可造成皮

質傳播抑制，而放出一些物質進入間質組織，剌

激血管周圍間隙空間之三叉神經，由感覺纖維而

傳入腦幹，再傳入視丘與大腦皮質產生頭痛。

總之，頭痛的動物模型與新藥的發現開啟

了研究偏頭痛的兩扇窗，讓我們得以更深入地了

解偏頭痛的致病機轉，繼而發明更新且更有效

的藥物，造褔病人。

進程２：診斷標準的確定

國際頭痛學會（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

ciety，簡稱 IHS）於 1988年提出偏頭痛的診斷標

準，並對症狀做清楚的描述與定義，它不僅提供

偏頭痛的研究方法，更可應用在臨床病患診斷。

中文版由洪祖培教授等翻譯，並於 1993年出版。

其中，偏頭痛共分為七種：

1、無預兆的偏頭痛（migraine without aura）

2、有預兆的偏頭痛（migraine with aura）

3、眼肌麻痺偏頭痛（ophthalmoplegia migraine）

4、視網膜偏頭痛（retinal migraine）

5、可能為偏頭痛前驅或相關症狀之孩童週期

性症候群

6、具合併症的偏頭痛（complicated migraine）

7、偏頭痛不符合以上的診斷標準

一般所稱的尋常性偏頭痛和典型偏頭痛，

改稱為無預兆偏頭痛和預兆偏頭痛。它們的診

斷標準如下：

 ◎ 無預兆偏頭痛診斷基準：

 A、至少有五次能符合 B－D項的發作。

 B、頭痛發作持續四至七十二小時。

 C、頭痛至少具下列二項特徵：

  1、單側

  2、搏動性

  3、程度中等或重度（日常活動受限制  

        甚或禁絕）

    4、上下樓梯或類似日常活動會使頭痛加劇

  D、當頭痛發作時至少有下列一項情形：

 1、噁心或嘔吐

 2、畏光及怕吵

 ◎ 預兆偏頭痛診斷基準：

 A、至少有二次能符合 B項的發作。

 B、至少有下列四項特徵中之三項：

   1、一次以上可完全恢復的預兆症狀，顯

示局部大腦皮質及 （或）腦幹功能異常。  

2、至少一種預兆症狀在四分鐘以上逐漸

產生，或是二種以上症狀相繼發生。

      3、預兆症狀持續不超過六十分鐘，如果出

現不只一種預兆症狀，其持續時間則亦隨比

例增加。

   4、頭痛在預兆後六十分鐘內發生（也可

在預兆前或與預兆同時發生）。

大體而言，診斷偏頭痛必須由（一）至少

有五次或五次以上的發作。（二）發作時間約四

至七十二小時。（三）發作時至少包括下列四項

中之兩項以上：單側頭痛、脈搏跳動性疼痛、中

度至重度頭痛、身體活動會加重頭痛。（四）有

噁心、嘔吐、或怕光和害怕聲音。而預兆之定義

乃是逐漸發生至少超過五分鐘且短於六十分鐘，

並可以完全恢復的神經症狀。常見的有預兆視覺

症狀、單側感覺異常、單側無力和口齒不清，而

預兆到偏頭痛發生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

    這些明確的診斷標準，大大減少了臨床上

對偏頭痛診斷的困擾。許多病人若無法直接而

清楚的在門診描述其症狀時，可請病人記錄幾

個星期「頭痛日記」再加以診斷。除了病史的詢

問外，臨床醫師面對一個頭痛病人時，至少需注

意病人是否有發燒或其它全身性疾病、眼底是

否有視乳突水腫、神經學檢查是否正常、脖子是

不是僵硬等。若病患的頭痛是偏頭痛引起的，這

些都應該是正常的才對。

進程３：偏頭痛的處理

    以下將討論偏頭痛的處理。首先當然是避

免誘因，如避免特定食物如：紅酒、乳酪、巧克

力等，和避免睡眠不足、緊張、吵鬧的環境等

等。接下來有關藥物方面，則分為兩部分敘述，

即（一）急性發作處理與（二）預防偏頭痛發作。

事實上除了最近有比較大規模的安慰劑－對照組

雙盲試驗外，許多常用藥物的臨床效果多缺乏

很穩固的實驗證據。然而，又因為藥物劑量使用

因人而異，所以使得許多的研究在臨床判讀與應

用上困難重重。本文儘量引用大規模且實驗證據

可靠的文獻。

◎ 急性發作處理

 大部分偏頭痛病患，只有在急性發作時才需

要治療。近年來，此類藥物進展甚快，並帶動了

偏頭痛有關發病機轉等基礎研究。一般而言，急

性治療，除了頭痛外，尚需治療偏頭痛伴隨而來

的噁心、嘔吐。

  Sumatrip（Imgran（ｒ））：是目前最新且最

有效治療偏頭痛的藥物。它是 5HT1D 接受器之

高選擇性催動劑，使用後可以使血管收縮，並減

少血管周圍反應進而減少疼痛傳導中樞。它有

兩種劑型，即皮下注射 6mg 與口服 100mg。病

人在使用此藥物後，可以在十分鐘（皮下）或三

十分鐘（口服）開始漸漸感到症狀解除，二小時

內（皮下）與四小時（口服）內症狀消失的機率

高達 86﹪，且不需與其他藥物共同使用。惟其

作用時間較短，約有 35－ 40﹪的病人會再復發，

但復發後可再使用此藥，它的療效並不會減少。

除了孕婦與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外，此藥物的安

全性很高。其次，此藥的價格相當昂貴，且針劑

並未在台灣上市。

止吐劑和助腸蠕動劑：因為偏頭痛發作時

有 86﹪會有噁心，47﹪會有嘔吐症狀。這類藥

不但控制噁心、嘔吐外，而且可加強藥物於腸胃

道吸收。其中以 metoclopromide（10mg）效果證

實最好，而另外如精神科藥物 prochlorperazine

（10mg），chlorpromazine和抗組織胺如 promet-

hazine（12.5-25mg）之效果亦不錯。

麥角胺鹼：此類藥物乃是治療中至重度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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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首選藥物。它之所以用於偏頭痛治療乃是

原先認為偏頭痛患者之「高交感神經興奮狀態」

可藉此藥之抗交感神經作用而抑制。然而近年

來之研究，此類藥物作用機轉為非特異性，包括

α－ adrenergic，5HT，和 dopaminergic 三大系

統。因其有很強之平滑肌收縮作用，故不可以用

在有心臟缺血、孕婦等病人身上。其主要副作用

是噁心、嘔吐。此類藥物包括 ergotamine和 di-

hydroergotamine（簡稱DHE），他們在腸胃吸收

非常不可靠，用在急性病人以針劑和塞劑為主，

治療偏頭痛的效果則是愈早使用效果愈好。

Ergotamine：在台灣的製劑有二。其中之一

的劑型為 Cafegort，是以 Ergotamine（1mg）加

咖啡因（100mg），所製成，因為咖啡因可增加

ergotamine的吸收。在急性發作時可先吃二片

Cafegort，每三十分鐘再加一片，一天不超過六

片，一星期不可超過十片。另一劑型則是 Beller-

gal（ｒ）Nerostalｒ），含 ergotamine（0.3mg）， bel-

ladonna（0.1mg）， phenobarbital（20mg），可以用

來治療較輕微之偏頭痛，六至八小時吃一次。一

般在使用這類藥物之前都先加上metoclopromide

（10mg）。至於針劑 ergotamine的使用，因副作

用太大，已被 DHE取代。

   DHE：此針劑是治療中至重度偏頭痛發作

的第一線藥物。在頭痛剛發作時，宜在皮下注

射 1mg。若發作已久，則以靜脈給藥，可以先給

prochlorperazine（5mg）， 再 給 DHE（0.75mg），

若三十分鐘內未見好轉，則再加 DHE（0.5mg）。

一般而言，此治療方式的有效率高達 85﹪。台

灣DHE的製劑是口服的 Seglor（ｒ），內含DHE

（5mg），其中 1.5mg可立即釋放，另外 3.5mg則

是慢慢釋放，宣稱一天二顆，可維持一天。另外，

DHE也是偏頭痛治療不佳的最好用藥，方法是

連續使用靜脈注射二到三天，另一個選擇則是類

固醇。

NSAID：應該所有的 NSAID都可以用來

治療偏頭痛急性發作。但是研究證實比較可信

的只有ibuprofen（400mg） ，和 naproxen（500

－1000mg）。一般用於輕到中度的發作，但是

naproxen的效果甚至可以與 ergotamine相比。

NSAID亦可用於月經性偏頭痛（月經前一天到

第四天）的預防，效果不錯。此類藥物的效果對

急性偏頭痛的療效比 acetaminophen和阿斯匹靈

好，且沒有反彈頭痛（rebound headache），但容

易傷到腸胃道與腎臟，因此老年人使用要小心。

輕度止痛藥（阿斯匹靈與 acetaminophen）：

效果比較不好，一般用於輕微的發作，常與

止吐劑合用，如阿斯匹靈常與metoclopromide

（10mg）合用。後者可促進腸蠕動，並幫助阿斯

匹靈的腸胃道吸收。

類固醇：當其他藥物使用失敗或是禁忌時，

類固醇（如 prednisolone 或 dexamethasone）亦可

用於急性偏頭痛治療。特別是頭痛持續了幾天，

且頭痛可能來自血管週圍炎症反應，如此使用

類固醇效果很好，但一個月內此藥的時間不能

超過一至三天。

麻醉劑：此類藥物之使用並無共識、意見不

一，但多數學者仍建議不使用此類藥物。

◎  預防發作處理

     哪些偏頭痛病人需要做預防呢？大致可

歸納以下五點︰（一）每個月發作大於

二次（二 ）發作時間長，超過四十八小時

（三）頭痛的程度非常嚴重（四 ）急性的處

理往往無法完全減輕疼痛（五 ）頭痛前之預

兆時間太長。

現在所知的藥物並不能真正達到使

偏頭痛不發作的目的，但是可在百分之八十的病

人身上，至少減少發作次數達一半左右。其中較

被肯定的藥物有β－阻斷劑、鈣離子阻斷劑和

三環抗抑鬱劑等等。若使用超過六個月後，如患

者發作的情形已控制的不錯，則可開始減藥。

β－阻斷劑：這類藥物主要作用在中樞神

經，可能是β1功能的阻斷。因為β－阻斷劑，

乃藉著 adrenergic和 serotonergic兩系統之相互

關係，而作用於 5HT的受器上。propranolol（40

－200mg）和metoprolol（50－200mg）是研究

做的比較詳細的兩種藥，不過事實上如 nadolol，

atenolol，timolol應該也都有預防效果。propra-

nolol約可以降低偏頭痛活動性 44-65﹪。藥物使

用乃是由 20mg 開始增加，若頭痛發作頻率、時

間、嚴重程度沒有改善，則逐漸增加劑量。若是

出現明顯的副作用且服用後六到八星期效果仍

不佳，則建議換另外一種β－阻斷劑。

鈣離子阻斷劑：作用機轉不明，可能是減少

血管痙攣。歐洲最常用的是 flunarizine，在美國

並未上市，其副作用包括鎮靜、體重上升（抗 se-

rotonergic作用）、手抖、巴金森氏症候群（抗 do-

paminergic作用）和憂鬱（抗 adrenergic作用）。

許多研究都證實 flunarizine的效果，可惜此藥的

副作用較多。另外，同樣是鈣離子阻斷劑，vera-

pamil預防偏頭痛的效果也不錯，但是

其他如 nifedipine，nimodipine等藥的效果

就不好。

抗抑鬱劑：主要是藉著作用在 5HT受體

而來預防偏頭痛的產生，他們或多或少

作用於 5HT2受體上。三環抗抑鬱劑，特

別是 amitriptyline，當它用於同時有緊縮性頭痛

且偏頭痛發作並不很頻繁的患者，效果不錯。通

常用低劑量（10－ 50mg）睡前一小時服用。另外

有一組的藥為選擇性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簡稱 SSRI：血清素回收抑制劑），如 fluoxetine

（Prozac（ｒ））和 sertraline，可能也可用於偏頭痛

的預防，而且副作用少很多，比三環藥物更容易

讓病患接受。

5HT2受體拮抗劑：這類藥物中最古老且最

有效的偏頭痛預防藥物即是 methysergide，但因

為會造成肺、後腹腔與心臟纖維化，所以每使用

四到五個月得停用二到四星期，故此藥不再是預

防偏頭痛之第一線用藥。NSAID：如前所述可用

於急性與慢性預防治療，特別是月經性偏頭痛。

抗癲癇藥物：如 phenytoin（Dilantin（ｒ））

可用於小孩子偏頭痛預防；carbamazepine（Tegre-

tol（ｒ））用於治療無效的偏頭痛。近來 divalpro-

ex sodium則證實對偏頭痛預防有效。由於抗癇

癲藥物的使用，容易產生反彈頭痛，使用時要特

別謹慎。總之，治療偏頭痛雖有規則可循，但必

須因人而異。診斷正確、耐心調劑量、良好的醫

病關係、病人期望的抒解和藥物副作用的注意

等等，都影響並決定一個治療是否成功。因此，

這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的治療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