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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頭痛，按摩一下會好？圖解常見頭痛成因，醫師提醒出現４種情況得立即就醫！
2019-05-13
頭痛是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問題，以最常見的一種頭痛類型「張力型頭痛」來說，在一些研究中指出，一年的盛行率甚至可以高達8成！也就是說，全台灣一年
可能有超過2000萬人都曾發生過頭痛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在研究中也發現，女性朋友發生頭痛的機率（88%）比起男性（69%）
要高出許多。 頭痛在多數的狀況下，是不會有大問題的。但在一些少數的狀況下，頭痛可能與中風、腦膜炎、腫瘤、顱內動脈瘤……等可能致死的疾病有關，所以
在媒體報導中，你常會看見一些像是「頭痛勿輕忽， XX歲年輕人頭痛後竟死亡」這類的標題。大家看了這類的新聞可能會很緊張，但這類問題畢竟是少數，而且通
常會伴隨特殊的症狀。 今天團隊醫師將藉由這篇文章，完整讓你了解常見的頭痛原因有哪些？什麼狀況下可以嘗試自我緩解？什麼時候應該考慮就醫？甚至是應該立
刻就醫？以後自己或身邊的人發生類似的狀況，就有個判斷的依據囉！ 頭痛原因有哪些？有什麼症狀表現？ 要了解頭痛，我們得先了解痛覺是怎麼產生的。一般來
說，當棒子意外擊中頭部時，人體皮膚表層的疼痛接收器，就會收到被敲打的訊息，經過許多神經細胞的傳遞，最後將訊息傳至大腦感覺皮質，就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但頭痛跟這種棒子敲到頭的狀況不太一樣，事實上可能有更複雜的機制，至今科學研究仍沒辦法完整解釋。 除了被棒子被敲到這樣的頭痛以外，頭痛基本上分為兩大
類。一種是找不到特殊疾病所引起的頭痛，我們稱為原發性頭痛（primary headache）。另一種是因為明確的其他疾病，所導致的頭痛，我們稱之為
次發性頭痛（secondary headache）。 目前我們還找不到明確的機制，可以完整解釋原發性頭痛是如何產生的，但有部分研究推測，原發性頭痛可
能與頭頸部的肌肉酸痛、腦內血管或神經細胞出現異常有關。 頭痛發作的原因有很多，大部分不是由其他疾病所導致的，這類頭痛醫學上通稱為原發性頭痛
（primary headache）。根據頭痛表現及發作位置的不同，可分為張力性頭痛、偏頭痛、叢發性頭痛三大類型： 張力性頭痛：為最常見的頭痛類型。
症狀表現比較輕微，患者的頭部兩側常有像被繃帶緊緊綑綁的疼痛感。活動身體時，症狀通常不會加劇。 偏頭痛：7成的偏頭痛患者會感覺頭部單側有鈍鈍的疼痛 ，
常因為活動頭部、強烈光線及聲響而使頭痛加劇。一般會伴隨噁心嘔吐、畏光、視覺異常等症狀。 叢發性頭痛：急劇的疼痛一開始會從眼眶或太陽穴的位置發作，接
著再轉移到頭部一側。該頭痛程度較前二者嚴重，沒辦法靠休息來緩解，通常會伴隨臉色蒼白、臉部盜汗、鼻塞或眼睛流淚等症狀。 此外，如果是由中風、腦膜炎、
顱內動脈瘤、一氧化碳中毒等疾病引起的頭痛症狀，我們稱之為次發性頭痛（secondary headache）。這類型的頭痛不是單純緩解症狀就行了，若
不及時處理疾病病兆，可能會出現危及生命的併發症。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擔心自己的頭痛，會不會是可能產生致命風險的次發性頭痛。不過別太擔心，因為大部
分的頭痛屬於症狀較輕微的原發性頭痛，通常可以用以下介紹的多種方式加以緩解。 如果真的很擔心是次發性頭痛，在文章末段我們有整理了注意事項，可以自行比
對。 頭痛有什麼緩解方法？可以吃藥解決嗎？ 上述三種原發性頭痛類型當中，張力性頭痛是最常見的一種，可在長時間內反覆發作，嚴重打亂日常生活的節奏。張
力性頭痛可能由肌肉酸痛、腦內血管及神經細胞異常，以及長期壓力所引起的。不過我們可以依照各個不同可能的誘發原因，來做出相對應的緩解方法。 肌肉緊繃酸
痛 長期姿勢不良，或頭頸部同一姿勢維持過久，這些情況可能會導致肌肉容易緊繃及酸痛，進而引發頭痛症狀。可藉由調整姿勢、按摩肌肉、熱敷的方式加以緩解。
1、調整姿勢 身體處於坐姿的狀態下，應避免頭部過度前傾（不要當低頭族）、彎腰駝背，以及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活動一下頭部及雙肩來遠離肌肉僵硬及疼痛
的問題。 2、按摩肌肉 用不會產生疼痛的力道來按摩頭部後側、頸部及肩部來紓解緊繃的肌肉。 3、熱敷 利用瀝乾後的熱毛巾來熱敷，或按壓肌肉痠痛的部位。
腦內血管及神經細胞異常 攝取過量的咖啡因及酒精會使腦內血管及神經細胞出現異常，可能會讓大腦對頭部的感覺變得更敏感、微小的痛覺被放大，進而引發了頭痛
的症狀。 1、減少咖啡因的飲用 少量的咖啡因可以使血管收縮以達到止痛的效果，但飲用過量咖啡因（每天超過2杯咖啡）的話 ，容易產生咖啡因戒斷的症狀，其
中包括了頭痛、容易疲倦、精神難以集中等等。 2、遠離酒精飲料 酒精可能會影響腦內神經傳導的正常運作，進而引發頭痛、失眠、噁心嘔吐等症狀。 長期壓力
長期壓力可能引發頭痛外，還會增加罹患胃食道逆流及胃潰瘍的機會。建議可以透過冥想、心理諮商或適時放假休息等方式，以舒緩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守護自己的身
心健康。 在藥局購買止痛藥該注意的事 除了上述提到的緩解方法，在一般藥局購買止痛藥也是緩解頭痛的方法之一。選擇止痛藥的第一步驟是先查看藥物所含的成
分，頭痛患者可以先選擇不含咖啡因成份且副作用相對較少的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 ，常見商品名：普拿疼。） 除非醫師或藥師有特別建議可嘗

試其他種類或複方的止痛藥。此外，每一種止痛藥的成分在劑量上有所不同，購買這類成藥時請務必向藥師確認藥物有什麼副作用？符不符合自己當前的症狀？服藥時
需遵循藥盒上的指示來用藥，不要因症狀尚未改善而擅自增加藥物劑量，這樣不只容易產生藥物的副作用，而且可能對肝、腎功能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危害自己的健康
哦！ 如果是一般原發性頭痛，依上述方式緩解頭痛，照理說是不用去看醫生的。但相反的，頭痛伴隨某些症狀時，是必須特別注意的，萬一不小心耽誤的話，可能會
出現嚴重的併發症。為了防範未然，接下來我們要教你如何分辨什麼症狀可考慮就醫檢查，以及什麼症狀需要立即就醫。 頭痛什麼時候要看醫生？ 較輕微的頭痛，
大部分可以透過改善生活習慣，或服用成藥的方式來緩解。但如果出現以下症狀時，可考慮就醫，讓醫師評估後，進行適合的檢查： 1、頭痛加劇難以緩解 2、持
續發高燒（體溫超過攝氏38度，需評估病毒或細菌感染的風險） 3、耳鳴（需要評估是否因為過敏或鼻竇炎所導致） 4、視覺異常變化（可能是腫瘤、偏頭痛或
青光眼等疾病造成） 要特別提醒的是，需要開立哪些檢查，醫師會針對你的症狀以及理學檢查結果，進行綜合評估。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腦部斷層或核磁共振。在不需
要這些檢查時，硬要做檢查，不只是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同時讓自己暴露於過多的放射線風險中。 但有些頭痛可能會產生嚴重併發症，甚至是致命的，這種狀況下就
不可不慎。某些疾病如中風、急性腦膜炎、顱內動脈瘤，都可能出現頭痛的症狀，但同時也常併發其他症狀，因此我們必須學會辨識這些頭痛以外的症狀特色，才能避
免嚴重的風險。當出現以下疾病症狀時，患者就有必要立即就醫： 1、中風：臉部表情不對稱（微笑時嘴角一側較低，嘴歪）、單側手臂無法舉起、說話突然變得不
清不楚 2、顱內動脈瘤破裂：劇烈頭痛、噁心嘔吐、頸部僵硬、視力模糊、意識不清 3、急性腦膜炎：初期可能會出現頭痛、頸部僵硬、發燒的症狀 4、癲癇發作：
四肢不由自主抽動、意識狀態改變 幾乎每個人一生當中，都會經歷過頭痛所帶來的困擾。頭痛如果不去設法緩解，單靠意志力忍耐，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因此，透
過改善生活習慣、保持身心愉快，在真的需要時正確使用藥物等方式來緩解頭痛，可以讓頭痛這個問題對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也別忘了牢記上面幾個必須「立刻就醫」
的症狀，也許在某一天，會幫助到自己，或者是救了身邊的人一命也說不定。如果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的話，請在文章下方幫我們給個讚，並分享給周遭的親朋好友吧！
References 1、Mayo clinic: Tension headache 2、Medscape: Tension headache
3、Uptodate: Patient education: Headache treatment in adults (Beyond the Basics)
4、Uptodate: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adults: Pathophysiology,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agnosis 5、Uptodate: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adults: Acute treatment 6、Uptodate:
Tension-type headache in adults: Preventive treatment 7、Uptodat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headache syndromes 8、Gary D. Carr. Alcoholism: A Modern Look at an
Ancient Illness. Primary care : clinics in office practice. Volume 38, Issue 1, March
2011, Pages 9-21. 9、Bertil B. Fredholm, Karl Bättig et al. Actions of Caffeine in the
Bra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Its Widespread Use.
Pharmacological Reviews March 1999, 51 (1) 83-133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MedPartner美的好朋友（原
標題：頭痛怎麼辦？原因有哪些？何時必須就醫？醫師圖文完整解說！） 責任編輯／蔡昀暻

哪些水果 壯陽
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
束了，男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
：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
散.- 帶骨雞腿一隻 - 雞翅兩隻(optional,以下給妳分享幾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補腎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很多 中藥 材用來泡酒都可以起到不錯的 補腎壯陽 作用，下面,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壯陽 藥品哪一種比較 有效.全昌
堂 中醫 筋骨 痠痛,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
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
士價格優惠.病人腰痛腰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補腎要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 補腎壯陽 的 中藥 配方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但卻含
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
怕有激素等藥物.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
的很貴,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q：本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
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和,拍賣 普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 中古車 帳務,大 補元氣，
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

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驗申請書- ub 摻 西藥 檢測utis application form.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
法,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早洩 以性生活中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
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 中醫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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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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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西式 生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
案.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榕 信義 顧腎中醫女補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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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陰莖短小等！本商城有美國原裝進口 壯陽 藥， 壯陽 藥讓你.陽虛，腎陰虛，腎氣虛，腎 精.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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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功效：除了有清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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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