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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頭痛協會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的診斷標準  



頭痛的國際診斷標準 (ICHD) - II 

原發性頭痛 (Primary Headaches) 

 
•偏頭痛 Migraine  
 

•緊張型頭痛 Tension-type headache (TTH) 
 

•叢集性頭痛及其他三叉神經自主神經性頭痛 
(Cluster headache and other 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gias (TACs)) 
•其他 

偏頭痛 Migraine 

• 為一種腦內科症病 
 
• 普遍、慢性、失能 
 

• 病徵 
 

1.劇烈頭痛 
2.神經系統功能紊亂 
3.在部分個案的先兆會涉及神經症狀 



偏頭痛 MIGRAINE 

當患者出現以下情況便會被確診為有偏頭痛 
• ≥ 2次的有先兆頭痛，或  
• ≥ 5次的無先兆頭痛 
 
 
10至19歲期間 : 明顯但短暫上升的發作週期 
一年的流行期  高峰期大約為14-16歲期間 
 
當女性患者年滿四十歲時會有第二次不太明顯的高發作
週期 
 

頭痛的國際診斷標準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eadache Disorders – II) 
無先兆偏頭痛的診斷標準。必須滿足下列的標準，除A-D的其中之一之外 



偏頭痛 – 流行 
  

• 偏頭痛患者佔總人口的10% (6% 為男性，15%為女性) 
 

• 女性的發病率比男性為高 
 

• 90%患者會在50歲前發病 
 

• 發病高峰年齡：男性：10-12歲，女性：14-16歲 



偏頭痛 

 
兩種主要類型： 
 
1. 無先兆偏頭痛 (75%)  
2. 先兆偏頭痛 (1/3)  

 
而高達33%的患者曾經歷上述的兩種偏頭痛 
 
 
 

 

 

先兆偏頭痛  
  
 
•1個或多於1個的先兆 
 

•先兆逐漸出現多於4分鐘，或先兆幾次連續出現 
 
•先兆持續4-60分鐘 
 

•頭痛通常於60分鐘內緊隨或伴隨先兆而發作 



無先兆偏頭痛 
 
•會持續4-72小時 
 

•符合下列情況兩個或以上 
1. 單側 (unilateral) 
2. 脈動 (pulsating) 
3. 中度至重度 (moderate to severe) 
4. 因身體走動而加劇痛楚 (aggravated by movement) 
 
•起碼下列其中一個症狀： 
1.噁心或嘔吐 
2.畏光 (photophobia) 
3.畏聲 (phonophobia) 

偏頭痛的先兆 
先兆症狀 
 
1. 視覺 (99%的患者)，以及 

2. 感覺 (31%) Sx  

3. 失語症 (18%) Sx  

4. 不能活動 (6%) Sx 

 

 通常進展超過一分鐘或不同先兆症狀逐一出現 
 

 通常會早於頭痛出現 
 

 一般持續5-60分鐘 

 







偏頭痛的病理生理學Pathophysiology of migraine 



偏頭痛 – 致病機制 

   腦幹通路的功能障礙，對腦血管神經線的訊息有不
正常調節： 

 

 透過背側中縫核 (dorsal raphe nucleus)、藍斑核
(locus ceruleus )和中縫大核 (nucleus raphe 
magnus ) 去調節三叉神經血管的傷害性 

 

先兆偏頭痛時腦血流量減少 ，即焦點充血 



丘腦皮層節律紊亂THALAMOCORTICAL DYSRHYTHMIA 

 丘腦皮層節律紊亂發作而引起的感覺皮層的過度反
應 

 

 皮層的過度反應結合降低線粒體能量儲備有利於代
謝應變  

 

 可在皮層觸發皮層擴散性抑制 (CSD)，並通過皮層下
化療敏感結構(subcortical chemosensitive structures)

，激活三叉神經血管系統 

隨時間變化的BOLD活性因視覺皮層單一區域而有所變化 
與之前或過程中的任一自發（C）或誘導（B）的視覺先
兆有關 
CBF =腦血流 (cerebral blood flow) 

先兆偏頭痛的致病機制 





家族性偏癱型偏頭痛 (FHM)1因不同區域的voltage gated calcium 
channel alpha 1 subunit突變而引起 



SCN = 鈉離子通道(sodium channel)，Glu =谷氨酸(glutamate) (excitatory) ， 
CSD =皮層擴散性抑制 (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家族性偏癱型偏頭痛基因可以增加神經元的興奮性和敏感性，以抑
制皮質擴散性 (CSD) 
全部3個基因均與離子轉運(ION TRANSPORT)有關 

偏頭痛：治療 



Neolithic skull showing trepanation hole (7000 BC) 

Treatment of Headache in 1200 BC. 



An ancient Egytian headache prescription on papyrus (1200 BC) 

治療偏頭痛：急性發作 
 
簡單的止痛劑  Simple analgesics 

 
1. 阿斯匹靈 aspirin (900 mg) 
2. 對乙醯氨基酚 paracetamol (1000 mg) 
3. NSAID 如萘普生 naproxen (400-800 mg)，布洛芬

ibuprofen，甲滅酸mefenamic acid 
4. 以上藥物的組合 
 
 
止吐藥/促動劑 Anti-emetic drugs/pro-kinetic agents 



治療偏頭痛：急性發作 

曲坦 Triptans 

 選擇性藥理學；簡單，一致的藥代動力學 
 中度副作用，有完善的安全紀錄 
 血清素5-HT1B/1D受體激動劑：3電位的作用機制 
1. 顱內血管收縮  Cranial vasoconstriction 
2. 周邊神經的抑制 Peripheral neuronal inhibition 
3. 通過trigeminocervical複雜的二階神經元抑制傳輸 Inhibition of 

transmission through second-order neurons of trigeminocervical 
complex 

 
    這些抑制激活傷害性三叉神經傳入纖維的影響 

 

治療偏頭痛：急性發作 

每週2-3天 (避免止痛藥過度使用) 
 
紀錄頭痛情況 – 監察藥物使用 
 
避免阿片類藥物 – 掩蓋疼痛，但不影響病理生理機
制；可導致認知功能障礙/上癮 

 
 



止痛藥頭痛/藥物過度使用頭痛 
ANALGESIC HEADACHE/MEDICATION OVERUSE HEADACHE 

 
抗偏頭痛或鎮痛藥物濫用(尤其是含咖啡因的藥物)，經常偏頭痛的
複雜性；特點是： 

1. 逐步↑頭痛的頻率與藥物的成本  
2. 頭痛的特徵轉變 

 
 
最終以「止痛藥」（及含大量咖啡因的飲料）來治療每天的非典型
頭痛 (daily atypical headaches)，以惱怒的態度去應付偏頭痛  

 
經常頭痛 – 與飲過多含咖啡因的飲料和服用過多止痛藥（尤其是非
處方藥）有關 

  

 

偏頭痛－預防性治療  
 
 
以下情況適用： 
 
•每週一次或一個月數次的發作次數 
•發作次數少，但卻長時間和低強度 
 
現行最有效的預防劑可助50%患者減少頭痛頻率至
少50％ 



藥物預防偏頭痛：已證明效用或廣泛接受 
藥物 副作用 

Beta-blockers (心得安
propranolol) 

減少活動能力（嗜睡）、疲倦、抑鬱、體位Sx；禁用於支
氣管哮喘的患者 

Amitriptylline & other TCA 嗜睡、抗膽鹼能副作用、體重增加 

Flunarizine (鈣通道阻滯劑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疲倦、體重增加、抑鬱、柏金遜症 

Valproate 嗜睡、體重增加、震顫、脫髮、胎兒發育異常、血小板減
少、肝毒性 

Pizotifen (血清素劑
serotonergic agent) 

嗜睡、體重增加 

Methysergide (血清素劑
serotonergic agent) 

嗜睡、腿抽筋、脫髮、腹膜後纖維化(retroperitoneal 

fibrosis) 、縱隔纖維化(mediastinal fibrosis) 、心臟瓣膜纖
維化(cardiac valve fibrosis) 

Gabapentin 頭暈、鎮靜 

Topiramate 鎮靜、認知功能障礙 (緩慢的) 、感覺異常、體重減輕 (對
部分患者有吸引力) 、腎結石的危險性增加 

偏頭痛 

偏頭痛或類似偏頭痛的症狀可因以下原因而引起： 
 

 動靜脈畸形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頸內動脈夾層internal carotid dissection 

 癲癇 epilepsy  

 線粒體DNA疾病 (線粒體腦肌病伴乳酸血症和卒中樣發作
[MELAS]) 

mitochondrial DNA disorders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with lactic acidosis and stroke-like episodes [MELAS])  

 大腦常染色體顯性動脈及皮質下梗死和白質腦病(CADASIL) 

cerebral autosomal dom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ion and leucoencephalopathy (CADASIL) 



THANK YOU 



三叉神經自主神經性頭痛 (Trigeminal Autonomic 

Cephalalgias)的臨床特點 

原發性慢性頭痛Primary Chronic Daily Headache 



原發性慢性頭痛Primary Chronic Daily Headache 



針刺及中藥治療偏頭痛 
張樟進教授 

副院長(臨床)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中醫藥學院 

2014年10月11日  

流行病學：發病率 

 香港: 1.5% in HK (Wong et al., 1995) 

 中國大陸: 8-10% (Yu et al., 2012) 

 美國：18.2% in Females, 6.5% in 

males (Lipton et al., 2001). 

 英國：18.3% in females, 7.6% in 

males (Steiner et al., 2003). 



病因和發病機制   

 遺傳因素：60%家族史 

 腦電活動異常和局部腦血流量減少 

 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加，釋放血管舒縮物質(血
清素、去甲腎上腺素、P物質等代謝異常) 

 飲食誘發：乳酪、紅酒、巧克力 

 內分泌：女性多發，經前或經後易發 

 其他誘發因素：藥物、情緒、精神、饑餓、失
眠、頭部外傷、氣候變化 

流行病學特徵 

女性遠多於男性 (4:1) 

首發青年為多 

頻率不定 

兒童不少見 



臨床分型 
 

有先兆的偏頭痛 (典型偏頭痛) 

無先兆的偏頭痛 (普通型偏頭痛) 

其他類型的偏頭痛 

有先兆偏頭痛(典型偏頭痛) 

分IV期 



現代醫學診斷 

長期反覆發作 

家族史 

體檢正常 

排除其他疾病(EEG, MRI, CT等) 

麥角胺(ergotamine)治療有效 

依據國際頭痛協會的診斷標準 

中醫對頭痛的認識 (1) 

 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疾首」
的記載。 

 《黃帝內經》:「腦風」、「首
風」－外在風邪寒氣犯於頭腦而
致。 

 《東垣十書》：傷寒頭痛、濕熱
頭痛、偏頭痛、真頭痛／氣虛頭
痛、血虛頭痛、氣血俱虛頭痛、
厥逆頭痛等。 
 



中醫對頭痛的認識 (2) 

偏頭風之病名見於《儒門事親· 目
疾頭風出血最急說》：亦名偏頭痛
，見《名醫類案· 首風》。 

 

《丹溪心法》：“偏頭痛者，頭半
邊痛者是也。” 
 
 

頭痛部位 

前額: 陽明頭痛 

顳側: 少陽頭痛 

後枕: 太陽頭痛 

巔頂: 厥陰頭痛 

陽明頭痛 太陽頭痛 

厥陰頭痛 少陽頭痛 

少陽頭痛 



偏頭痛(migraine):  

少陽頭痛 

為發作性神經－血管功能障礙導致反覆發
生的偏側或雙側頭痛。 

偏頭痛病因病機 

風火痰涎 

風寒入侵 

惱怒緊張 

肝陽上擾 
 
 

經絡痹阻 

陰陽失調 

氣血逆亂 

上擾少陽之經 
 
 



足
少
陽
膽
經 

手
少
陽
三
焦
經 

偏頭痛臨床表現：中醫描述 

 反覆發作、或左或右或兩側、來去突然 

 每日或數週一次，每次持續數小時乃至數日 

 頭痛劇烈，搏動痛、脹痛、錐鑽樣痛、裂開樣痛等 

 發作前可有眼前閃光、羞明、視物模糊、眼脹、煩躁等
先兆 

 發作時可伴噁心嘔吐、畏光怕響聲、出汗、面色蒼白或
潮紅、心率加快或變慢等症狀 

 發作後及間歇期基本如常人，但可有頭暈、乏力、煩躁
易怒、失眠多夢、記憶減退、思維不能集中及腹脹腹瀉
等症 

 
 



針刺治療偏頭痛 

與現有藥物相比，針灸對偏頭痛的治療

效果相當或更佳，且較少副作用。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 Jan 21;(1):CD001218. 

 

針刺為什麼可以
緩解偏頭痛 

 

Lymph vessel 

Vein 

Artery and arterioles 

Nerve and branches 

 
  

Free nerve endings 

Merkel disc ending 

Meissner’s corpuscle 

Ruffini’s corpuscle 

Pacinian corpuscle 
ending 

Muscle spindles 

Cutaneous afferent nerve 



針刺為什麼可以緩解偏頭痛 

    針刺可以誘導

局部非神經元

細胞和組織釋

放大量各類不

同鎮痛物質，

阻止疼痛信號

傳入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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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治療偏頭痛常用穴位 

 局部選穴: 百會、太陽、頭維、頜

厭、懸顱、懸厘、曲鬢、率谷、角

孫、風池、阿是穴 

 遠道取穴: 外關﹑陽陵泉、太沖、

三陰交等  



密集局部電針刺激
治療偏頭痛 

偏頭痛中藥治療 

 痰濁阻絡：祛痰化濁：半夏白术天麻湯加減。半夏12克
，白术12克，天麻10克，茯苓12克，陳皮10克，川芎10
克，蔓荆子10克，枳殼10克，厚朴10克，僵蠶10克，白
芷10克，炙甘草3克 

 瘀血阻絡：化瘀止痛：通竅活血湯加減。當歸12克，川
芎12克，桃仁10克，紅花10克，降香10克，地龍10克，
丹参15克，制乳香10克，全蝎3克，鬱金10克 

 肝火上擾：清肝瀉火：龍膽瀉肝湯加減。柴胡10克，龍
膽10克，黄芩10克，生梔子10克，牡丹皮10克，赤芍10
克，生地12克，陳皮10克，白菊花10克，連翹10克，生
甘草3克 

 

 

 



偏頭痛調理 

避免過度疲勞，過度興奮和緊張  

保持足夠睡眠 

忌口：避免一切辛辣、煎炸、厚膩之品：
乳酪、紅酒、巧克力、味精、碳酸飲料 
……. 

適當運動：太極、快走、慢跑 

保持居住和工作環境舒適和通風，避免過
熱和過冷 
 

 

 

 

謝 謝! 
E-mail: chinmed@hku.hk 

Tel: 2589-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