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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兒童偏頭痛

 妥瑞兒操人特攻隊

 2005神童家族歡樂PARTY

何謂偏頭痛？

偏頭痛在英文叫做Migraine，源於希臘文

─Hemi．Cranium，意指半個頭，顧名思義，

這種頭痛引起的劇烈刺痛常發生在頭的一側，

而且集中在一隻眼睛上面(並不是痛到偏了

頭)。

偏頭痛的特色：

1. 偏頭痛是一種急性反覆發作的頭痛，

可能是偶發或者週期性的發作，可持續數小時

或數日之久，而在兩次發作之間除了症狀解除

外，也並未有任何神經學的異常。

2. 雖成人的偏頭痛多屬於單側，兒童的

偏頭痛則可常見雙側性的頭痛，通常患者會感

到痛處有類似血管一脹一縮的搏動感，少部份

人(大約十分之一)會在頭痛之前有前兆，包含

了一些本體感覺及視覺前兆，有些人會覺得手

麻、嘴麻，有些人則感到視力模糊、複視、有

閃光感，在前兆出現後緊接著就感覺到頭痛。

3. 很多人在頭痛時會併發一些腸胃症

狀，如噁心、嘔吐、肚子痛，嚴重的甚至容易

被誤當作腸胃問題治療，事實上，當頭痛解除

時，這些併發的腸胃症狀也跟著消失。

4. 偏頭痛有很大的家族傾向，為診斷的

依據之一，根據統計報告，有偏頭痛的小朋

友，其父母親至少一人也患有偏頭痛的機率高

達九成，而有偏頭痛的人遺傳給下一代的機率

也達到五成，只不過有些父母並不了解自己是

否為偏頭痛患者，因此醫生就要多發揮問診技

巧了。

5. 偏頭痛可藉由睡覺獲得舒解，所以若

是有任何頭痛會讓病人從睡夢中痛醒，那可能

不是偏頭痛。

偏頭痛發生率：

常有家長在小朋友被診斷患有偏頭痛後，

覺得小孩得了罕見的怪病，雖然5歲以下很少

有偏頭痛案例(最早有2~3歲的病例報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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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偏頭痛並不罕見，統計研究指出偏頭痛在

美國學齡兒童的率約為4%~10%，更精確的統

計資料為7歲以下的偏頭痛盛行率是2.5%，7歲
到青春期為5%(男女患者數比為2:3)，而青春

期過後，男性發生率是5%，女性則高達10%，

有四分之一的患童在25歲後就不再發作，但有

多於一半的人，其症狀可能持續到五十歲。

偏頭痛的型態

1. 一般型偏頭痛 (Common Migraine)：大

部分的偏頭痛都屬之，這種頭痛並沒有前兆，

是一種單相型(monophasic)的發作症狀，主要是

頭部有抽痛感，且會感到噁心嘔吐。

2. 典型偏頭痛 (Classic Migraine)：頭痛前

有15~20分鐘的前兆，屬雙相型(biphasic)發作。

3 .  複雜型偏頭痛  ( C o m p l i c a t e d  
Migraine)：發作時會合併一些神經學異常的表

現，如姿態不穩，半身麻痺或動眼神經痲痺。

4. 偏頭痛的變異型 (Migraine Variants)：
如良性陣發性暈眩 ( B e n i g n  P a r o x y s m a l  
Vertigo)，陣發性斜頸 (Paroxysmal  Torticollis)
及週期性嘔吐症(Cyclic Vomiting)。

偏頭痛是如何發生的？ 

醫學界對偏頭痛的了解還不十分透徹，之

前最廣為流傳的偏頭痛理論是：前兆症狀為

頭腦內部動脈收縮使腦部缺血所引起，而其後

發生的某側頭痛則是頭腦外部及頭骨動脈擴張

所造成，然而真正的原因更為複雜：偏頭痛似

乎是受到神經、荷爾蒙和血管三方面的交互影

響。目前許多科學家都相信某些腦部的化學物

質─尤其是Serotonin(血清素，這種神經傳遞物

質，可幫助傳遞神經衝動)而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除了腦部化學物質的變化外，尚有許多外

在因子容易引發偏頭痛，如下：

1. 激烈的運動：在運動中短暫的休息或運

動後的休息時間都是偏頭痛的好發時機。

2. 日常的壓力：包括功課壓力、時間壓力

(例如：一再被催促)。根據統計，被過度期待

的孩子患有偏頭通的機率較高，儘管如此，有

時偏頭痛卻是在壓力紓解時報到。

3. 環境變化：刺眼的光線，天氣轉換時。

4. 刺激的味道：如香菸及太強烈的香水。

5. 食物：

a. 經過加工處理及醃製的食物；如陳

年乳酪(aged cheese)、巧克力、熱

狗、培根肉及香腸。

b. 添加物：加入代糖、酵母菌的食

品，甚至於味精也會引起頭痛。

c. 飲料：酒類(包括啤酒)，含咖啡因

的可樂及咖啡。

d. 蔬果、豆類：豌豆、洋蔥、花生、

柑橘類、香蕉、葡萄乾。

6. 藥物：最常見的是避孕藥丸，另外需注

意的是過度使用或突然停止使用某些止痛藥亦

可能導致偏頭痛。

偏頭痛的處理及治療：

當醫師確定或高度懷疑兒童患有偏頭痛

時，就要開始進行偏頭痛的治療程序，分為非

藥物治療及藥物治療：

1.非藥物治療：預防引發偏頭痛首要在於

避免接觸上面提及的引發因子，如果能找出造

成偏頭痛的罪魁禍首，或許治療就可以停在這

一階段，而不需進一步接受藥物治療；但是當

外在引發因子，不管有形或無形，都是生活上

無法避免或捨去的，也許就需要進行生物回饋

性的治療及輔導；在急性發作時，不妨鼓勵患

者多休息甚至睡覺，因為睡眠是結束偏頭痛發

作最好的方法。

2.藥物治療：有以下三種狀況

A. 預防性藥物：並不是所有的偏頭痛都

需要藥物預防，當發作的頻率高於每

月一次時才給予預防性藥物。常用的

偏頭痛預防性藥物為：

a.Amitriptyline(抗鬱藥)

b.Carbamazepine，Valproic acid，以

及最近發展出的Topiramate(抗癲癇

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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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yproheptadine(抗組織胺藥物)

d.Propanolol(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

e.Napoxen sodium(非類固醇消炎藥)

B. 症狀緩解藥物：主要在舒緩發作

時的疼痛感及噁心嘔吐的症狀。

止痛以非類固醇消炎藥為主(如

Acetaminophen，Ibuprofen)，很少用

到麻醉型的止痛藥，而噁心嘔吐則以

症狀治療即可。

C. 偏頭痛阻斷藥物：最常用的就是

Ergotamine，通常使用在有前兆反應

或頭痛非常激烈的病患身上，但使用

這個藥物需謹慎，劑量及使用次數都

需依照醫師處方，並且只在發作的時

候服用！

兒童的偏頭痛大部分在去除誘發因子之

後，都可獲得相當程度的緩解。平常多吃蔬菜

水果、適度運動、以及規律的生活習慣，是最

好的治療方式。另外，每次頭痛發作時，記錄

下當時的飲食及生活狀況，有助於整個頭痛病

情的預防。

親愛的朋友們：

非常感謝您長久以來對協會的支持和肯定。

本會在94年08月07日（星期日）於林口長庚兒童醫院12K第三會議

廳，舉辦兒童神經系統疾病研討會暨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在各方

人士的熱情參與及懇切勉勵之下，圓滿成功，讓我們感受到極大的

鼓舞。再一次向各位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

期待您們能持續參加，不論是實際行動的參與、金錢的奉獻

或是精神上的鼓勵，都能夠讓社會更溫暖。有了堅強的後盾協會

一定會有更好的服務與發展。  敬祝

平安順利

社團法人跳躍的音符兒童發展協進會

理事長 周明亮

秘書長 李淑惠 敬上

暨全體理監事

2005/08/10

秘書處消息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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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兒童醫院 兒童神經科/王煇雄醫師

妥瑞症的主角──tic，不管是動作型的tic或聲語型的tic，和妥瑞症的配角──

　　　　過動、強迫、自我傷害、衝動等等，本質上都是不斷不斷地重複，永無休止

　　　　　地釋出能量一般；事實上許多妥瑞兒──尤其是小小妥瑞兒真的不太須

　　　　　　要休息，當大人全累翻了，他還常常神采奕奕地睡不著覺。

　　　 因此，妥瑞兒的家長們應該都要有培養妥瑞兒成為「超能先生」（Mr.

　　　Incredible）的領悟和決心。東方有位孟母靠著勤搬家拉拔出中國的亞

　 　　 聖孟子；西方有位愛母不放棄入學三個月就遭退學的愛迪生，人類才得以

　　　  提前享受夜晚的大放光明、留聲機等等無數的偉大發明。那妥母又該怎麼辦

　　  呢？台灣俗語說：「有樣學樣，沒樣自己想(像)」，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句話──

　　「努力地操他」，你不操他，他就會把你操倒。

　　　　每位妥瑞兒還是有他們的個別喜好，今天的小朋友十之八九喜歡電動遊戲，那就來個

　　　等價交換，規定他們完成不太排斥的活動多久才可以玩多久的電動遊戲，要不就跳多久

　　　　的跳舞機才可以玩多久的電動；跳跳舞機的能量釋放比幾隻手指的按鍵好太多了。不

　　　　玩電動的就更好辦了，這少數未被e世代文明污染的小朋友，通常已經有較優質的興

　　　　　趣或才藝，只要在質的方面稍微調高體能活動的比例，或在量的方面平均分

　　　　攤到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半小時……反正，一有tic出現或許就代表能量

　　　又累積太多了，又得釋放能量了。小小火山爆發的效果也許只要派他去丟

　個垃圾、倒個開水就夠了。如果tic是以發出聲音為主，作一些朗讀、唱歌、

　　吹奏樂器等有趣活動，或許就可減少無趣的聲語型tic。　　　　　　　　　 

妥瑞兒　　人特攻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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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每天例行的體能活動最好是有教練、有團隊、有進階、有比

　　　　　　賽四方面兼顧的，首先，教練的話通常比父母的管用；第二，有團隊

　　　　　　妥瑞兒才可學到普遍欠缺的同儕和諧互動能力及團隊精神；第三，有

　　　　　進階的活動則是長久持之以恆的最佳動力；最後，如果拿到奧林匹

　　　　克金牌或金鐘獎，那妥瑞症好不好也不太打緊了。

孟母和愛母都不是翹著二郎腿就實至名歸的，她們都付出很大的心血。

同樣，「超能先生」的媽也不可能唾手可得。回味「超人特攻隊」卡通電影的

情節，「超能先生」家庭中還是有柴米油鹽的煩心事，「超能先生」也會發福，

「超能先生」打算換套新行頭也不是轉個身就變得出來，超能小孩之間也一樣會

　　　打打鬧鬧，其中那最小的超能嬰兒「小杰」，忽而發火，忽而變成魔鬼似

　　　　　的，橫衝直撞……妥瑞兒家長們看在眼裏，不會似曾相識而心有戚戚

　　　　　　焉嗎？

　　　　　　最重要的是，妥瑞兒家長要趁早領悟和下定決心，不要心動，

　　　　要趕緊行動。部份妥瑞兒的「超能」特質，會被時光的巨輪折損，

　　　　　也許是無止境的tic讓活火山變成死火山，也許是父母誤以為功

　　　　　課都作不完了還搞啥課外的，也許是妥瑞兒看破了自己……尤

　　　　　其越接近青春期，當原本可以很勤快的妥瑞兒變成了懶惰蟲，成

　　　　　　　就「超能先生」的機會就越發渺茫；因為國中課業的壓力是非常

　　　　　　　　　　　　　恐怖地，反抗期的賀爾蒙是非常高亢地，孩子的

　　　　　　　　　　　　　大腦也大抵在十二、十四歲間定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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