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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薩刀 (ExAblate) 手術說明書 

核磁共振導引聚焦超音波(MRgFUS)治療 

 

適應症：原發性震顫(Essential Tremor：ET)  

手術位置：患肢對側的大腦視丘腹中核：VIM 

（例如：右手為治療左腦腹中核） 

＃＃＃ 法規目前僅限治療一側 ＃＃＃ 

篩選條件 

＊ SDR（Skull density ratio）：至少 0.35（含）以上 

   SDR 小於 0.35 可能會因為能量即使到安全極限仍無法達治療溫

度，造成容易復發或是治療無效情況 

   SDR 0.3 ~ 0.35 需再和臨床醫師討論 

＊ 一年內無中風，心肌梗塞，主動脈剝離或是接受過重大手術 

＊ 無末期癌症或是進展性癌症病史 

＊ 無下肢靜脈栓塞 

＊ 無心臟衰竭（無法平躺），嚴重心律不整藥物控制不良 

＊ 無肺氣腫（無法平躺）或是傳染性疾病（包含肺結核） 

＊ 無急性氣喘發作 

＊ 服用抗凝血藥（需與臨床醫師討論是否可停藥 7-10 天） 

＊ 患者頭部無明顯頭皮瘢痕，無先前頭部手術或任何其他頭皮病

變。 

＊ 腦瘤或血管性病兆需與醫師討論 

＊ 1 年內無癲癇發作病史 

＊ 某些頭部良性小的腫瘤經醫師評估後有機會可以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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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gFUS VIM 視丘燒灼術 

針對 Vim 視丘燒灼手術已被證明對震顫（顫抖症，抖抖手）有效

果。對於 ET 的單側肢體震顫一般可顯著改善約 60-90％。患者的

生活品質可獲不等程度改善。 

然而長期研究表明，平均治療 6 年後患者，接近 10-20％的患者出

現震顫再發情況。原因可能與本身疾病的進展有關。 

ExAblate 經顱超音波治療系統包括固定頭部的頭架，冷卻頭皮的界

面冷卻水，以及用於核磁共振影像分析和校正等精密儀器系統。

MRgFUS 視丘燒灼手術可精確定位和產生病兆，而即時熱監測可用

於觀察每次超音波治療時燒灼的病兆。 

單側 VIM 核以 MRgFUS 熱燒灼後能減少 ET 病患的對側手部震顫症

狀，如果臨床上需要的話，仍允許隨後的再次治療。該技術與目前

的療法相比具有的優勢，包括可以通過連續的臨床和 MRI 監測，精

確地進行非侵入性的視丘燒灼手術。 

 

* 治療效果術後立見 

治療前 

 

治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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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gFUS VIM 視丘燒灼術對於治療原發性震顫具有以下幾個優點 

 

➢ 治療可以通過一種非侵入性（無創），MR 導引進行即時成像和熱

影像技術，通過 MR 熱像儀即時監測，可以立即確認病兆位置。 

 

➢ 熱產生的病兆（即視丘燒灼手術位置）可以準確地執行，並且可

以立即進行病患症狀的評估。 

 

➢ 與加馬刀放射手術不同的是 MRgFUS 不使用輻射，不存在放射線

可能誘導腦腫瘤發生的風險。由於 MRgFUS 手術是非侵入性的，

因此沒有頭皮上的切口，也沒有顱骨鑽孔，也沒有電極穿透大腦

組織。減少出血性併發症的風險，這種非侵入性手術沒有感染併

發症的風險（固定頭骨的鋼釘位置很少發生感染問題）。 

 

➢ 與深部腦刺激 DBS 治療不同，沒有植入硬體以及電池導線，不需

要考慮外在儀器干擾電磁的可能，也不需要長期門診調整內部程

式，也不需要定期更換電池。這對於患有 ET 的患者來說代表了更

完整的治療。沒有 DBS 設備的管理和更換，將節省數小時的診療

和往返門診的時間。 

 

➢如果疾病進展（震顫再現），可以使用醫薩刀重新治療復發的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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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gFUS Vim 視丘燒除術降低風險方法 

 

➢ 頭骨被超音波穿透加熱可能損傷頭骨骼和/或相鄰的頭皮軟組織 

降低風險方法 - 每單次治療時間的計算是為了保持顱骨溫度低於

危險溫度，而顱骨冷卻水循環系統設計為顱骨降溫並返回原來應有

的溫度。因治療目標小，通常不需連續高能量治療才能達到有效的

震顫控制，累積熱能效應將可被最小化。此外，病人是清醒狀態，

有警覺性，可和醫療人員保持即時溝通及立即反應頭皮或顱骨有任

何臨床上顯著的不適，並且可以隨時暫停治療。有一小部分病患為

了在 Vim 達到治療溫度需要多次的能量給予，是有可能產生術後

頭皮水腫問題。 

 

 

 

  



 

秀傳醫薩刀  

2018/04 

治療過程整個治療過程步驟如下： 

1. 在 ExAblate 治療當天，將先為患者再

做一次基本顫抖評估。  

 

2. 靜脈注射點滴線將用於在手術過程中

可能所需注射的任何藥物。 

 

3. 患者需要置放導尿管以確保在治療期

間膀胱保持排空狀態，避免脹尿不適

干擾治療過程。 

 

 

 

* 震顫評估 

 

 

4. 使用標準生理監測設備，在整個手術

過程中將監測心率，血壓，全身血氧

飽和度及心電圖變化。護理師會與病

患同處一室，以監測病人的整體健康

狀況，並於手術過程中監測生命徵

象，並於緊急情況和病人有不適情形

時，立即給予協助。 

 

5. 在治療過程中，患者都能夠與醫療人

員進行溝通。患者及神經外科醫師於

過程中接手握緊急停止治療按鈕。 

 

* 超音波腦神經治療儀 

 

* 治療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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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病患將穿著彈性襪以防止下肢深靜脈

血栓形成。 

 

7. 患者的頭部將被固定於頭架中(類似

於加馬刀治療固定使用的頭架，目的

為避免治療中頭部位移產生不準確情

況)，並於 ExAblate MRgFUS 治療期

間將全程固定使用。 

 

* 立體定位頭架 

 

 

8. 病患將在 ExAblate 經顱 MRgFUS 治

療台上平躺並進入 MRI 儀器內，在患

者的頭部和機器間連接一個橡膠膜

片，然後橡膠隔膜內的界面將充滿蒸

餾水並排除空氣，以避免表面與頭皮

之間的氣泡產生。通過主動循環和冷

卻系統，整個過程中水將保持冰冷，

溫度大約 14 度左右以避免頭皮和頭

骨發生熱灼傷。 

 

* 橡膠隔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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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治療時超音波給予的能量和位置計

劃，將由神經外科醫師計畫與執行。

ExAblate MRgFUS 系統將自動計算

超聲波的能量，以及系統在每個所需

位置產生所需的能量（每個超聲波斑

點）相位和振幅校正。治療目標

（Vim）區域的中心點將先以低能量

測試，以確定 MR 圖像上的目標精確

度，再根據臨床狀況進行調整。給予

低能量時會告知患者，可能產生頭暈

頭痛噁心情況，一般持續 10 幾秒到 1

分鐘不等，能量停止後症狀會逐漸退

去。若評估患者狀況平穩，則可繼續

下階段治療。 

 

 

 

 

 

 

*治療計畫及能量給予 

 

*術中評估 

 

*術後評估 

 

 

 

 

 



 

秀傳醫薩刀  

2018/04 

醫生或病患可以隨時決定終止超音波燒灼 

例如，出於以下任何原因： 

* 患者因疼痛，嚴重不適或其他原因想要立即終止。 

* 發生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無力，麻木，口齒不清等等）。 

* 癲癇發作。 

* 顱內出血或腦部腫脹明顯的徵兆。 

* 患者出現動作困難或意識不清，無法在超音波治療處理期間觀察神  

  經學症狀的變化，無法與患者溝通。 

* 任何其他醫學上指示有害病患安全的任何原因。 

 

ExAblate MRgFUS 治療後，將採集一系列 MR 圖像以評估治療效果

如果發現新的神經功能缺損或癲癇發作，除神經系統和生命徵象檢

查外，還會立即進行其他影像學檢查（包括 CT）。該患者將從

ExAblate 治療室中移出並送往神經外科重症加護病房進行恢復和神

經系統觀察直到第二天早晨。神經外科醫生將評估患者的神經狀

態，震顫狀態等，並決定是否轉出患者。若被發現神經系統損傷的

患者將留在醫院內，直到神經外科醫生確定其在醫學上表明無明顯

大礙。 

若治療產生的腦出血，腦中風，癲癇或相關急重症，需視神經外科

醫師評估給予適當處置。 

 

MRgFUS 治療期間有出血的潛在風險 

在 MRgFUS 熱燒灼中，燒灼處的高溫導致腦組織立即蛋白質變性和

凝固性壞死。這應該能夠迅速阻止毛細血管床和小血管內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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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血。在 MRgFUS 治療程序結束時，會進行 MR 掃描以評估治

療區域和鄰近組織內的狀況。該檢試可作為整體組織狀態的最終評

估，並提醒醫生任何顯著的水腫，出血和任何其他顯著的問題。 

 

由於腦組織受熱導致患者感到不適。聚焦超音波治療涉及精確控制

的熱能脈衝，導致腦組織體積小的組織凝血，目標腦組織的熱凝

固。頭皮膚的能量強度不高，基本上不應該被局部加熱，因此頭皮

沒有疼痛感。通過主動冷卻橡膠隔膜內的水分，頭骨溫度的升高應

保持在可忍受疼痛以下。由於超音波束的焦點距離硬腦膜大於 2.5

厘米，並且大腦中沒有疼痛感受器，所以不應該有與熱燒灼相關的

疼痛。患者將與醫生不斷的互相檢視及互動，並且適當的反應任何

不適。患者還可以通過主動手持式切斷電路（即停止超音波治療按

鈕）隨時中止治療。  

可能發生不精確地燒灼，並且在計劃治療標的之外的腦組織區域進

行燒灼。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神經功能缺損甚至

死亡。為了限制發生這種風險，治療過程會強制性反覆驗證手術步

驟。該過程在患者處於治療位置時完成，使用非常低能量的超音波

處理來確定標靶點和所有三個軸中的目標治療點的精準。對於治療

期間交付的每次超音波處置，醫師會持續反饋疊加在熱量測定圖像

上的預定治療點的位置，反覆進行校正。在處理過程中，可以在全

功率超音波治療能量給予之前重複定位並驗證標靶位置是否適當。  

   

通向標靶腹中核ＶＩＭ的路徑上的組織（頭皮，顱骨，硬腦膜，腦

等）可能會被加熱到，可能發生組織損傷或燒傷的程度。這種加熱

可能是由於直接不適當選擇病患發生，如皮膚表面的不規則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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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疤痕），太靠近皮膚或骨骼的組織的治療，骨骼的能量吸收或導

致足夠的熱量而在表面產生燒傷。在頭皮灼傷的情況下，皮膚應癒

合而沒有疤痕。在燒傷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燒傷區域出現疤痕或

感覺喪失。雖然皮膚燒傷是與 ExAblate 經顱系統相關，但並沒有皮

膚燒傷的病例。但是，監視能量通過區域中的加熱溫度，並在檢測

到高溫時執行額外的冷卻時間，可以避免類似情況發生。本系統包

括一個主動冷卻系統，使水在換能器的表面和頭皮之間的空間中循

環。這有助於將頭皮保持在安全的溫度範圍內，並降低過熱的風

險。長時間追蹤對於頭骨產生腫瘤等相關病變目前並不清楚。 

 

如果沿著通向目標腹中核ＶＩＭ的路徑上因加熱到發生損害的程

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神經損傷甚至死亡。為了減少這種情況發

生的可能性，採取以下措施： 

首先，該程序在 MR 掃描儀中執行。在治療過程中 MR 圖像將被採

集。使用特定的掃描順序和快速的後處理程序，可以檢測到溫度的

變化，並生成大腦的熱溫度 

變化圖。 

第二，醫療團隊可以在整個過程中定期評估認知和運動功能（即：

於高能超音波治療後）以及一般神經功能變化。這將有助於及早發

現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題。 

第三，在整個過程中將監測病患脈搏及血中氧氣飽和度，血壓和心

電圖監側儀。 

患者和神經外科醫生各自有一個緊急停止按鈕，可隨時瞬間中斷能

量輸送。如果異常組織加熱導致對言語，意識或其他交流困難時，

則給予緊急停止超音波治療。在治療開始前，患者將被指示他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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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在何時候感到過度疼痛，不適，意識障礙或任何其他不尋常感覺

時使用停止超音波治療按鈕。神經外科醫生有一個停止治療按鈕，

以便如果有任何神經改變的跡象，可以立即停止能量輸送，並仔細

評估患者。暫時中斷能量輸送絕不會損害對該對象的治療益處的可

能性。 

 

在治療標靶組織處（ＶＩＭ）存在氣泡（cavitation）破裂風險 

氣泡形成是由於超音波激發的極端能量在標靶焦點處快速發展的氣

泡。若是這種快速產生的氣泡崩潰破裂則可能導致瞬間高壓，衝擊

波和高溫造成腦組織出血破壞。但是，通過系統設計和仔細選擇系

統操作範圍，在治療過程中可能發生氣泡的風險可以降低。基於預

先設定的安全操作限制選擇超音波參數，可將超音波激發的強度保

持在低於可能引起氣泡破裂的強度。但某種不可預測情況下，仍可

能造成出血中風等意外。 

存在血腦屏障（BBB）破裂，水腫，腫脹，出血的風險。這些事件

理論上可能由於加熱效應（即次級熱點）和/或超音波波束的壓力波

而發生。手術中仍有不可預測風險。 

 

與超音波通過頭皮皮膚有關的風險 

給予超音波能量的治療儀和顱骨之間的間隙將用冷卻水填充，因小

氣泡可能附著在皮膚上，這些可能會導致局部熱點，並導致局部疼

痛或燒傷頭皮。為了盡量減少這種風險，我們會謹慎剃光您的頭

髮，於疤痕或其他不規則處（例如濕疹）將避開或是減少能量通

過。頭骨部分一般無法感受疼痛，但是如果骨頭變熱，覆蓋的軟組

織可能會感覺到疼痛。局部頭骨損傷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主動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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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系統被設計成保持頭骨溫度低於能夠損傷它的溫度，一般來說

顱骨平均溫度升高範圍為 1 至 5 攝氏溫度。 

硬腦膜動脈和靜脈竇：如果骨頭受熱，頭骨附近的硬腦膜可能會吸

收熱量，硬腦膜受熱可能使病患感覺到疼痛。硬腦膜局部壞死的可

能性不大，但若有此情形，並不會引起腦脊髓液漏出。硬腦膜兩葉

之間的靜脈竇，矢狀竇，直竇和橫竇可位於超聲波處理系統中，它

們可能被加熱，但將可通過主動冷卻子系統來避免。由於乙狀竇和

海綿竇分別接近顱底和顱神經，因此將保留在治療通道外。 

蛛網膜下腔：硬腦膜和皮質之間薄的蛛網膜下腔內的腦脊液可能會

將熱量從骨骼傳遞到皮層。 CSF 本身沒有受到激化的特殊風險，且

因它可以在蛛網膜下腔內流動，因此可以作為防止顱骨旁邊局部熱

點的另一種保護機制。 

大腦皮質：在以前的動物研究中，兔子深部病灶的 MRGFUS 在

MRI 上沒有可檢測到的皮層加熱，或者在其他位置或血管及焦點處

有打開血腦屏障的證據。 

目標燒灼和鄰近腦組織：視丘燒灼手術治療原發性震顫的熱損傷可

能對視神經束（視覺），內囊（運動功能），丘腦腹側後外側核（感

覺神經）帶來一些潛在風險。為了降低這些風險，特別是對於視神

經路徑的情況，ExAblate MRgFUS 治療將在未採用全身麻醉患者

的指定目標體積內以先以能量小幅度增量超音聲波能量的方式進

行。在每次超音波處理後，神經外科醫生會對患者進行檢查，以證

實其症狀抑制或是否產生臨床副作用。逐漸升高的病灶，超音波的

能量將從 MR 溫度測量法檢測到熱量的變化，並且將持續到出現臨

床症狀抑制或達到溫度為止。在治療過程中，需觀察病人變化及反

應，看看顫抖症狀抑制是否穩定，並且沒有觀察到不良反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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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的發生。該過程旨在提高過程安全性，並將本治療中可能遇

到的潛在不良事件降至最低。 

 

大腦中的熱“損傷”可能導致熱量傳遞至緊鄰的周圍腦組織或出血 

治療後短時間內，周圍組織可能會受到炎症反應的影響。期限的長

短無法預測，但預計將在 2-3 週內解決。有些治療中心觀察到症狀

可能持續 6-12 個月以上。這些機制可能導致暫時性局部神經功能

缺陷或顱內壓增高的症狀。症狀有可能是肢體無力,無法行走,舌頭嘴

唇手指麻木,平衡感降低,無法協調肢體動作,對位不準等等。這些併

發症通常不是永久性的。如果發現這些症狀，醫師可能會使用將腦

壓藥物或是類固醇。在嚴重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開顱手術以緩解顱

內壓增高，嚴重併發症並可能導致永久性神經功能障礙或死亡。 

 

 

其他風險 

靜脈（IV）導管的風險：治療過程中使用靜脈導管存在潛在風險：

患者可以預期 IV 部位出現少量疼痛和/或出血/瘀傷。感染的風險很

小。  

導尿管的風險：治療過程中使用的導尿管存在潛在風險，患者可能

預期由於使用導尿管而導致不同程度的尿路感染。 

治療若持續 3 至 4 小時或更久，存在潛在的深靜脈血栓形成的風

險，嚴重會肺栓塞甚至死亡。有鑒於此，於術中須請病人躺臥時著

彈性襪，以預防深部靜脈血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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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治療可能的副作用：  

- 來自患者定位或系統界面的輕微疼痛（如，背部疼痛，頸部酸

痛）. 

- 短暫發熱： 體溫> 38°C，持續時間少於 24 小時  

- 輕微皮膚灼傷  

- 治療路徑上的皮膚瘀傷  

- 如 MRI 所示，治療區周圍水腫但無神經學症狀。  

- 頭痛嚴重的超出預期治療 

- 固定頭釘造成的頭皮撕裂傷，血腫，皮膚麻木，甚至移位無法繼

續治療。 

 

以下副作用被認為不太可能發生，但它們的相對危險仍有待確定 

可能需要治療，可能有後遺症： 

超聲處理途徑中的頭皮： 

- 皮膚灼傷（> 2 度），伴有皮膚潰瘍 

- 瘢痕形成 

- 感覺喪失 

- 超音波途徑中的萎縮骨骼：骨壞死硬腦膜，靜脈竇和皮質靜脈 

- 硬膜下出血 

- 靜脈血栓形成 

- 癲癇發作 

- 大腦皮層區域紊亂神經症狀（聽覺，視覺，言語）。 

  對鄰近功能性腦組織的熱損傷（例如：光學道）  

  - 治療區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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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腦梗塞  

  - 神經系統缺陷  

  - 中度或重度如 MRI 掃描所示的腦水腫增加  

  - 顱內壓增加  

  - 腦死亡  

  - 大腦動脈  

  - 出血  

  -血栓  

  - 血管痙攣  

  - 死亡 

目前的臨床經驗，預期出現輕微復作用約 20-30%, 顯著嚴重治療

後副作用的約 1％。 

治療相關副作用及比例參見(Paul S. Fishman et al., 2018) 一文附表 

(紅色中文為額外附加說明) 

 



 

秀傳醫薩刀  

2018/04 

為了提高手術安全性並減輕腦組織熱損傷的風險的措施 

ExAblate 經顱 MRgFUS 視丘燒灼術治療在不需麻醉狀態下對患者

視丘的目標（Vim）內作為一系列超音波燒灼。 

在超音波治療期間和之後，會由臨床小組檢查患者的神經症狀和不

適症狀，以及震顫抑制的情形評估。 

在治療能量熱燒灼之前，超音波將先以低能量開始測試，這是為了

確保計劃的超音波治療能準確燒灼視丘中的 Vim。 

低能量超聲波將先以非破壞性地加熱為目標，升溫將通過 MRI 監

測，MR 熱圖像將即時顯示給治療的醫療團隊，然後醫生將驗證升

溫是否是解剖的目標，這將允許在視丘的 Vim 作為正確位置並將做

最終永久性熱燒灼的參考。以 Vim 為中心的直徑 5mm 以內可繼續

升高至 56ºC 以上，或直至患者報告不適或臨床小組觀察到潛在副

作用可能產生才會終止。 

治療過程中，患者將被觀察數分鐘檢視神經系統表現和臨床症狀，

以及震顫抑制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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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薩刀的特色 * 

醫薩刀治療動作功能障礙的優點為不需切開頭皮，不需開顱手術，

不需植入電極及電池，沒有放射線可能造成的風險。病患全程清

醒，可與醫療人員即時互動，手術可隨時暫停，症狀治療後及時有

效。 

目前可預測能量進入的關鍵為顱骨密度（SDR ≧ 0.35），若小於

0.35 需與神經外科醫師討論相對應風險，以及可能無法達到治療溫

度而無效或是復發。 

由於患者治療期間全程清醒，若是有肢體無力，嘴麻，身體感覺異

常，甚至視力模糊狀況，必須立即反映給醫療人員以避免產生永久

性神經傷害。開始後的大半時間皆在定位，一般需要 60 分鐘，開

始給予超音波能量時，醫療人員會透過廣播告知。低能量給予時會

有一些類似暈船症狀，每個人反應不一。此時的溫度不致產生永久

傷害，患者若是出現不尋常神經學異常（前文所述），應立即告知。

期間也會進行神經學評估以及畫圖測試。在 3 維（立體空間）位置

皆確認時，會告知患者給予治療劑量。此時頭暈痛，噁心，嘔吐等

不適會較強烈。一般持續約 20 秒至一分鐘不等，除非忍受不住，

或是有發生神經學異常，建議深呼吸稍微忍耐一下以讓治療標的可

以達到治療溫度。若是實在無法忍受，在安全情況下醫療團隊可以

嘗試一些藥物幫助，若是放棄完整治療，則震顫可能控制效果不好

或是復發。 

治療完當下如無上述情況，通常不會造成永久性傷害。一般於治療

後隔天到 2 週左右會有明顯走路不平衡，肢體無力，疲勞倦怠感，

通常是因為治療標靶周圍腦組織水腫暫時狀況。若是症狀嚴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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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緩解。 

一般而言，目前治療原發性震顫的各種方法都有不等程度復發的問

題，原因與治療過程中患者是否能完整接受療程，治療溫度達到預

期溫度有相關。另一原因是此疾病為進展性疾病，隨時間會繼續嚴

重。醫薩刀治療的目的為控制症狀，使患者能改善慣用手的功能。

如果症狀進展嚴重影響生活，可以重複接受治療。 

醫薩刀的原始設計是以安全為第一考量，儀器治療前都有標準校正

程序。如果儀器本身顯示因安全設定而無法繼續治療，則必須停止

本次手術，視狀況待檢視儀器後可能需要下次再另外安排。 

 

未詳列處請與臨床醫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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