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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往人們對於疾病的理解，通常是組織器

官出現病理變化，從而影響功能，出現臨床症狀

及徵候，造成疾病。但是，卻有一些疾病，由於

找不到明確的病理變化，沒有組織器官結構的異

常，被稱為功能性(functional)疾病。在以前的觀
念，功能性幾乎等同於心因性(psychogenic)或心
身症(psychosomatic disorder)。但漸漸的，人們
發現這些疾病不全然是精神疾患可以解釋的，它

的身體症狀較為單一，而不像精神疾病引起那麼

多樣的身體症狀，也不一定跟特定精神疾病有

連結。常見的功能性疾病如大腸激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纖維肌痛症(fibromyalgia)、間
質性膀胱炎(interstitial cystitis)等。本文介紹的持
續姿勢-知覺性頭暈也是功能性疾病中的一個。

持續姿勢-知覺性頭暈(persistent postural-
perceptual dizziness, PPPD)，這個名字很長的診
斷，是近幾年繼前庭偏頭痛(vestibular migraine)
之後，神經耳科學界很熱門的一個議題。如同前

庭偏頭痛，這個疾病也是幾十年來經過許多學者

的研究、討論，以及辯證，終於在2017由Bárány 
Society(國際神經耳科學會)發表了這個疾病的診
斷基準(1)。發表此文的作者群包括了神經科，耳

鼻喉科和精神科的專家，顯示出這個疾病跨科別

的特性，有鑑於頭暈症狀是一般門診常見的主

訴，一般醫師應該都要對這個診斷有些認識。

歷史背景

PPPD(建議唸為triple PD或是three PD，以

漫談「持續姿勢-知覺性頭暈」(PPPD)

免和BPPV混淆)，是一個新名詞，但在19世紀的
醫學文獻其實就可以看到類似此病症的描述。早

在1870年代，兩位德國醫師Benedikt和Cordes分
別觀察到有些病人在寬闊的廣場上會產生不適，

Benedikt紀錄病人的不適是眩暈，所以他稱之
為platzschwin(廣場眩暈症，vertigo in a plaza)；
Cordes則看到病人的不適是恐慌，所以他稱之為
platzangst (廣場恐慌症，fear in a plaza)。進入20
世紀後，各專科陸續成立，這類的主訴被歸納

到懼曠症(agoraphobia)，成為精神科的疾病，而
「廣場眩暈症」則消失無蹤，從此被注意的症狀

只有害怕或恐慌等精神症狀，不再提到頭暈眩暈

等身體症狀。但實際上有些病人是以空間認知失

衡來表現，也就是只有頭暈、不穩等主訴，並不

一定有恐慌或害怕等精神症狀，這些病人也不會

到精神科門診就醫，通常是找家庭醫師、一般科

醫師、耳鼻喉科醫師或神經科醫師求助，醫師不

易為這些病人找到適合的診斷。

診斷基準

許多臨床醫師，尤其是專看頭暈的耳鼻喉或

神經科醫師，發現了這個狀況，便主張此類慢性

頭暈，應該可以獨立成立一個診斷實體，於是自

1980年代起，陸續有一些學者依照自己設定的診
斷基準收集病人，發表病例系列(case series)的文
章。德國學者Brandt和Dieterich首先提出phobic 
postural vertigo(PPV)一詞(2)，來描述一群慢性姿

勢性頭暈，時好時壞的不穩感(unsteadiness)，
同時常併有輕微焦慮、憂鬱及強迫性人格的病

人。在1989年，美國的Jacob等人也提出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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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研究，以space-motion discomfort為名(3)，

描述合併有對空間定向不適和對動作過度敏感

而不適的病人，特別是在活動時，或是有複雜

或動態的視覺的刺激情況下不適感會出現。英

國的Bronstein則是在1995年提出visual vertigo 
syndrome(4)，指出一群病人在急性的中樞或周邊

前庭病變後，即使前庭功能已恢復，仍會產生視

覺頭暈 (visual vertigo)的現象，意即在複雜的視
覺環境，或是動態的視覺刺激下，會產生頭暈

或不平衡的症狀。2004年美國的Staab用chronic 
subjective dizziness來描述類似PPV症狀的病人
(5)，但強調這是身體症狀(physical)並非心理症狀
(psychological)，病人有非眩暈的頭暈或不穩，
對於環境移動或自身動作高度敏感。在2017年，
Bárány Society的前庭疾病分類委員會整合了前
述專家們的研究，提出PPPD「持續姿勢-知覺性
頭暈」為病名(1)。PPPD這個詞表現了這新定義
疾病的所有特徵：persistent，代表它不是陣發性
的發作，而是症狀持續的慢性頭暈；dizziness，
代表它不是旋轉性眩暈，而是非特異性的頭暈；

postural，代表頭暈會因某些姿勢或動作改變
加劇；perceptual，代表此頭暈是因自身對空間
環境感受的知覺異常造成。此病名也已經被列

入WHO的ICD-11，編碼為AB32.0(6)，歸屬在慢

性前庭疾患之下。以下表1 列出PPPD的診斷基
準。

臨床表現

從診斷基準可以勾勒出這種病人的模樣，

PPPD是一個慢性、持續存在大於3個月，神經系
統的功能性疾患，疾病特徵是非旋轉感覺的頭暈

或不穩，病人在直立時或是在複雜的、移動的視

覺刺激時症狀會惡化，這類造成症狀惡化的狀況

可能只是一些無害沒有威脅性的情境，如站立、

走路、看著車來人往的交通狀況、坐在擁擠的餐

廳等。若病人分心他處，症狀反而可能減輕。

開始有PPPD症狀之前，常有一些前驅的誘發因
素，像是一些前庭、神經或精神的疾病，使病人

產生頭暈不穩的症狀。接著，病人可能改變原有

自主的感覺統合機制來維持身體平衡，改由大腦

接管控制，而且會太過倚賴視覺線索來維持平

衡。疾病初發之時出現焦慮和過度警覺，會加劇

這個情況，從而使大腦皮質內的前庭、視覺、情

緒等各個系統的聯繫出現變化，另外其後出現的

認知行為適應不良，又再加深心理上的惡化，產

生害怕頭暈惡化、害怕跌倒、和因為診斷不明產

生的焦慮感等等。此一焦慮憂鬱和頭暈之間的惡

性循環，往往使病況加劇。目前不認為PPPD有

表1  持續姿勢-知覺性頭暈(PPPD)的診斷基準

A. 一或多項的頭暈、不穩、或非旋轉感覺的眩暈症狀，出現在大於3個月中大多數的日子
1. 症狀持續時間長(數小時)，但是嚴重度可能時好時壞
2. 症狀不必然在一整天內連續不斷的存在

B. 持續症狀不因特定誘因誘發，但可因下列三項因素惡化：
1. 直立的姿勢
2. 主動或被動的移動，不論其方向或位置，以及
3. 曝露在移動的視覺刺激或是複雜的視覺環境

C. 這個疾患可因一些導致眩暈、不穩、頭暈或平衡障礙之急性、陣發性或慢性的前庭症候群、其他神經科或內科疾病
或精神心理的困擾所引起

1. 當引發因子是急性或陣發性狀態，隨著引發因子的緩解，症狀開始呈現出基準A的形態，但一開始可以是間歇性
的發生，然後成形為持續的病程

2. 當引發因子是慢性症候群，一開始症狀可能慢慢地發生，再逐漸惡化
D. 症狀造成顯著的困擾或功能障礙
E. 症狀無法歸因於另一個更合適的疾病或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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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病灶或是結構上的異常。

從診斷基準來看，要診斷PPPD完全必須依
賴病史，符合所有的基準，並不是靠排除其他

可能來決定，但是頭暈病史很難問，是眾所皆知

的。病人可能簡單提到頭暈，醫師就需要抽絲剝

繭地確認，病人的描述，指的是天旋地轉的眩暈

(vertigo)，代表的是感受到自己或是環境在動的
錯覺；還是單純昏昏重重的頭暈(dizziness)，代
表的是對空間定向感的錯亂；還是眼睛發黑要昏

倒的的暈厥(syncope)，代表的是腦部血循灌流不
足；還是步態或平衡有問題的共濟失調(ataxia)
等等各式各樣的可能。在PPPD的疾病定義裡，
僅接受單純頭暈和非旋轉性的眩暈。明確的旋轉

性眩暈通常來自於器質性病變，由中樞或週邊前

庭疾病導致，不屬於PPPD的臨床表現，所以未
列入診斷準則中。而所謂非旋轉的眩暈，則是單

純的搖晃漂浮等，覺得自己或環境在動的錯覺。

這種頭暈症狀，在站立或是動作時會惡化，如走

路或搭乘交通工具。也可在有複雜的視覺刺激時

惡化，例如在走在有複雜圖案地毯的大房間，逛

超級市場，看到複雜的交通狀況時。頭暈可以時

好時壞，但大致上病人會抱怨症狀是持續的，幾

乎天天或時時都不舒服，干擾了日常活動，雖然

如此，但是病人通常不會因為頭暈或搖晃感而導

致跌倒，當病人進入診間時，或是接受平衡檢查

時，觀察起來也看不出有那麼嚴重，而且若有需

要，病人仍可毫不猶豫地執行較複雜的動作，整

體會覺得病人對疾病的描述言過其實。這種不一

致性，正是一些功能性神經疾患可能出現的情

形，所謂注意力調控的疾患 (attention-modulated 
disorders)，並非病人在假裝或是詐病。病史詢
問也須注意可能存在的共病：偏頭痛、恐慌發作

和泛性焦慮症是三個最常見的共病。

即使病人主訴在站立，或是行走時感覺暈

或不穩，大部分的病人在執行姿勢和步態的檢查

時是正常的，或僅在 Romberg test時輕微搖晃而
已。少數病人則可能呈現步態過度小心、明顯身

體晃動、過度手臂揮舞代償，甚至產生次發的功

能性步態障礙，表現出步態緩慢或遲疑，如履薄

冰。與帕金森氏症不同的是，病人就算已經開始

走動了，每一步仍然是緩慢而且小心翼翼，但當

使用一些技巧使病人分心時，病人可能反而會穩

一點，例如站立時請病人打手機，或做動眼的檢

查(EOM)，這一類的動作分心技巧可能比運用腦
力的分心(例如計算100-7)有效。甚至，若請病
人做較高難度的平衡動作，如前腳接後腳站立

(standing in tandem position)或倒著走，病人出
現的身體晃動可能會與正常人類似。

發病誘因

在發病之前，通常會有前驅的誘發因素

(precipitant)，引發PPPD。常見一些前庭、神經
耳科疾病、各種結構或代謝異常和精神系統的

壓力，若有可能造成眩暈、不穩、頭暈或平衡

障礙，都可能是發病誘因。有研究顯示，大約

25%的PPPD病人是接續某些前庭疾病之後發作
(1)，如良性陣發性姿勢性眩暈(BPPV)或前庭神經
炎；20%是接著前庭偏頭痛的發作後而發生；因
恐慌發作和泛性焦慮症後發生的各占15%；還有
因頭部外傷或其他疾病之後發生。

PPPD的發作，可以緊接在這些前驅誘因之
後，因此，病人可能無法察覺兩者接續之間存在

無症狀的時期，而比較像急性變成慢性。若中間

無症狀的時期過久，反而要懷疑PPPD診斷的正
確性。如果前驅誘因本身就是慢性的疾病，如中

樞神經或前庭迷路的退化，則兩者的界線就很難

區分，必須持續追蹤並檢查病人以求釐清。另一

個狀況，前驅誘因和PPPD也可能同時存在，所
以，有明確存在的其他頭暈疾患，並不能排除

PPPD的診斷，例如BPPV和前庭偏頭痛就很可能
誘發PPPD而且與之並存，此時會造成持續的慢
性頭暈之中又有反覆發作的急性眩暈。若是像帕

金森氏症，本身就是慢性的平衡障礙，或許只能

以視覺眩暈的有無來做區別，例如，當病人穩穩

地坐在有倚靠的座椅上，卻因為視覺刺激產生頭

暈感，這可能就有PPPD的成分，而不是單純帕
金森氏症的表現。更複雜的是恐慌發作或泛性焦

慮症，二者既可以是PPPD的因，也可為果，更
可以惡化其它前驅誘因引起的PPPD，這時很容
易被當作是心因性頭暈，臨床醫師可能得從各症

狀出現的先後次序去釐清這些病的關係，以免錯

失可以治療或需要治療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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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D不是一個垃圾桶診斷，除非符合診斷
基準，不然不是所有的慢性頭暈都可以放到這

裡。也不能把小時候或成年後有過外傷或受虐、

創傷等視為前驅誘因而下此診斷。

流行病學

因為診斷基準才問世不久，所以尚未有大規

模的流行病調查資料，有報導說(7)，在一個三級

醫學中心中因為前庭或平衡障礙來求診的病人，

原來約有25%沒有診斷，而PPPD的診斷基準在
2017年出現後，此數字降到僅2%。若根據PPPD
的前身，如PPV等的研究資料去做推估，三級醫
學中心因為前庭平衡問題就醫的病人中，PPPD
和前庭偏頭痛及BPPV共為病因的前三名，PPPD
佔了15-20%，在青中年病人中可排名第一，若
把所有成年人列入計算，則是第二多，僅次於

BPPV。根據德國Brandt教授所著的教科書(8)，認

為PPV(可視為PPPD的前身)占了所有眩暈疾病的
14.6%，現有資料顯示女性病人佔比較高。一些
研究可以看出，在急性或陣發性前庭疾患後(如
急性前庭神經炎、前庭偏頭痛或梅尼爾氏症)，
約有25%會在3到12個月間出現類似PPPD的慢性
頭暈或視覺引發的頭暈。2019年一篇收集了131
個前庭偏頭痛案例的文章，更指出前庭偏頭痛的

病人有慢性頭暈的比例高達51.1%，其中64.2%可
以被診斷為PPPD(9)。PPV自然病程的研究顯示，
有少部分的病人會自然消退，但是平均要到8.5
年(10)，而且病程多半是起起落落。四分之三的病

人會出現焦慮憂鬱等共病。

致病機轉

PPPD的病生理學還未明，根據目前研究，
有三個關鍵機轉，一是身體姿勢控制變得僵硬，

二是對空間定向的資訊偏好由前庭覺轉為依靠視

覺(visual dependence)，三則是大腦皮質對空間
定向的各種訊息的整合力下降。

正常的狀況下，當我們遇到有跌倒危險時，

會啟動高風險姿勢控制策略(high-risk postural 
control strategies) (11)，使步態變得僵硬，肌肉隨

時可以收縮應變，步伐會變小，並且倚賴視覺和

本體感覺多於前庭的訊息，以維持平衡。而當病

人遭遇到急性眩暈或平衡障礙疾病時，就如同站

在高處或走在易滑的平面上一樣，會啟動高風險

姿勢控制策略。當狀況消失時，此項機制應當隨

之消失。但對於PPPD的病人來說，特別是較易
焦慮或過度警覺的人，此項機制不易關閉，反而

會持續維持過度緊繃的姿勢，並且過度倚靠視覺

線索維持定向，即便前庭系統已恢復正常。

高風險姿勢控制策略已在PPV研究中被定義
出來(12)。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可能是一種制約反

應。Brandt和Dieterich認為在機制啟動時，病人
會有意識地去調整姿勢，並感覺到實際姿勢和

預期姿勢的不同，這些平時由下意識本能所處理

的訊息，此時會由大腦意識來接收，卻反而過度

干預了姿勢平衡，阻礙了身體的適應。因此，一

開始的誘發事件（如急性眩暈），促使腦部被制

約，呼叫出高風險姿勢控制策略以應對可能再發

生的頭暈和不穩；然此一策略卻反而扭曲甚至覆

蓋了下意識的感覺統合，造成每天正常的前庭和

視覺訊息變成頭暈感覺，並造成站立和步態的過

度緊張。若能使病人分心不去注意姿勢控制，有

可能暫時回復健康的功能，這也是前庭復健可以

著力的地方之一。

神經影像學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功能性磁

振造影檢查(fMRI)顯示，此類病人左邊的海馬迴
(負責自我空間的定位)與大腦其他部位的連結大
量減少，代表空間定向的統合力下降；而額葉與

枕葉的連結則是增加的，此暗示著病人的視覺

依賴(13)。也有其他神經影像研究發現前述減少連

結的區域灰質體積減少(14)，但是此類斷代性的研

究，無法證明這是因還是果。相關研究雖有不

少，但仍在起步階段，尚待進一步的發現。

PPPD和心身症、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知道，焦慮、神經質(neuroticism)是

許多PPPD病人重要的特質，所以不少醫師可
能會困惑：為什麼PPPD不被稱作心因性頭暈
(psychogenic dizziness)，或歸類為一種心身症
(psychosomatic disorder)呢？答案如上段所述，
PPPD的根本成因不明，可能來自於誘發事件後
的制約反應，進而引發一連串生理現象所造成

的結果，而焦慮、憂鬱等情緒問題，現在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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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PPD重要的加重因素，但不是形成PPPD的基
本原因。因此PPPD被現今國際專家歸類為病因
較不明確的功能性疾病。話雖如此，焦慮症、

憂鬱症確實為PPPD常見的共病，在治療上，處
理病人的情緒問題，確實也有利於阻斷焦慮和頭

暈之間的惡性循環，對改善PPPD病人的頭暈症
狀很有幫助。另一方面，PPPD也不被歸類為自
律神經疾患。雖然病人在直立的姿勢時，頭暈

常會加重，但此時並不伴隨明顯的心跳、血壓

等自律神經變化；近期有一研究顯示，讓PPPD
病人接受動態視覺刺激時，其心率變異性 (heat 
rate variability [HRV]，為一常用的自律神經檢測
儀，運用心率變異分析自律神經系統的狀態)有
明顯下降，但此一現象和頭暈的因果關係並不清

楚。

治  療
在治療的部分，教育病人應該是最重要的，

如同其他的功能性疾病，如果診斷已經確立，應

該讓病人知道病名，可能成因，並理解這是常見

而且可以治療的病，如此的溝通也可為其後的復

健治療、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埋下伏筆。前庭復

健可以重新訓練病人的平衡感，加強前庭覺、視

覺、和本體感覺的感覺統合，並調整病人的姿勢

控制策略。若再配上視覺刺激的訓練，可以改善

視覺依賴，減少視覺頭暈症狀。前庭復健也可以

在治療中建立病人信心，減少焦慮、過度警覺等

導致惡性循環的因素。可惜在台灣此項專業並不

普及，尚待推廣。

藥物的部分，抗憂鬱藥物(SSRI和SNRI)在慢
性頭暈的研究中都被認為可能有效果(15)，當然，

目前仍只有一些open-label的藥物效果觀察，而
沒有randomized controlled的藥物試驗發表過。
根據幾篇文獻報告可以得出一些結論(7)，65%的
病人在開始治療後可以獲得緩解，而用於PPPD
時，藥物劑量可能只需標準劑量的一半，另外若

有憂鬱焦慮的共病，治療後也可同時改善，但是

PPPD症狀的改善並非來自憂鬱焦慮的改善。藥
物使用時間可能要8到12周才可見效果，而且可
能需使用長達一年(11)。預先告知得長期服藥和各

種藥物的可能副作用，如噁心、口乾、嗜睡等，

可提高服藥順從性。

認知行為治療也被使用於PPPD，有部分研
究認為有效，而且有助於減少焦慮。早期診斷，

與病人溝通病情，再合併上述三種治療方式，目

前被認為是治療PPPD的有效方法。

結  語
PPPD雖然是一個新定義的頭暈疾病，但其

實存在已久，也是慢性頭暈最常見的原因之一。

臨床醫師如果能更深入地認識、理解它，並應用

於臨床，將有機會讓長期受頭暈所苦的眾多病人

獲得更好的照顧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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