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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 治療線圈

請閱讀本手冊，瞭解：

 ˖ 什麼是重複經顱磁刺激術 (rTMS)

 ˖ 誰符合治療資格

 ˖ 重複經顱磁刺激術 (rTMS) 的風險和好處是什麼

 ˖ 在治療期間，之前和之後會遇到什麼情況

 ˖ 何處獲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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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UHN (大學健康網絡)
Poul Hansen 家族抑鬱症中心，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 診所
Toronto Western Hospital (多倫多西區醫院) ,  
399 Bathurst Street (399號 巴佛士街)
Main Pavilion – 7th Floor, Room 418 (主館 – 7 樓，418 室)
Toronto, ON  (多倫多，安大略省) M5T 2S8
電話： 416 603 5106
傳真： 416 603 5100
電子郵件： depression.centre@uhn.ca

                  

什麼是重複經顱磁刺激術 (rTMS)？
rTMS 是加拿大衛生部批准治療難治性重度抑鬱症的方法。 此療法也被研究用於其
他心理健康疾病，例如：

 ˖ 雙相情感障礙症 (躁鬱症)
 ˖ 廣泛性焦慮症
 ˖ 強迫症 (OCD)
 ˖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 物質使用障礙症
 ˖ 飲食失調（厭食症和神經性貪食症）
 ˖ 精神障礙症
 ˖ 自閉症類群病症

所有患者都經過篩檢，以確保他們有資格接受 
rTMS 大腦刺激治療

mailto:depression.centre%40uhn.c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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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符合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治療資格 ？
多數人考慮接受 rTMS 治療，當他們：

 ˖ 患有嚴重抑鬱症
 ˖ 試過一種以上治療皆無效（例如: 藥物或療法）
 ˖ 不能忍受藥物的副作用

誰通常不符合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治療資格 ？
 ˖ 患者有癲癇發作病史，癲癇症或某些神經系統疾病
 ˖ 患者頭部或眼睛內植入裝置或金屬異物（不包括植牙）
 ˖ 患者無法停止服用某些藥物，其藥物阻斷 rTMS 治療的良好效果

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治療如何操作？
rTMS 使用聚焦的電磁場來刺激您大腦的某些區域。這些功能區域影響您的衝動，
思想，情緒和行為。對於抑鬱症和其他心理健康疾病的患者而言，這些大腦活動可
能是更活躍或是不積極的。

醫生或 rTMS 的技術人員擺放一個磁線圈在您頭皮的某特定區域來刺激大腦。 
線圈向大腦傳送磁脈衝。研究顯示，一個完整的 rTMS 療程可以幫助大腦恢復正常
功能。

一名技術人員為接受 rTMS 治療的患者定位對準磁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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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複經顱磁刺激 (rTMS) 診所，我可以期待什麼？
首先，醫生會完成一項評估，以確定 rTMS 治療是否恰當。您將了解治療風險， 
好處，並且可以提出任何問題。如果您符合條件，醫生會指定 rTMS 類型和安排您
接受治療。

治療的第一天

 ˖ 醫生會再次檢查治療步骤。您需要簽署一份接受治療的知情同意書。

 ˖ 首次預約就診將專注於治療儀器的校準或測量"運動閾值"，並將決定您接受治
療的刺激劑量。此約見需時大約 45 分鐘。

 ˖ 通常一個完整的 rTMS 療程是30次治療，每日進行。大多數患者將在週一至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接受治療，為期六週。

 ˖ 每次治療歷時15分鐘，每日您接受治療的預約時間都是相同的。錯失治療預約
可能會影響您的 rTMS 治療效果。 
 
如果您失約多於一次，需要與醫生討論您的治療。

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效果能維持多久？
rTMS 更像是做運動而不是施手術。對多數患者而言，rTMS 治療成效不會永遠持
續。許多患者會再次出現症狀。如果 rTMS 治療有幫助，效果通常會維持至少四至
六個月。

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治療對我有成效嗎？
大約一半接受 rTMS 治療的抑鬱症患者可以看到至少某程度的改善。例如: 每三名
接受 rTMS 治療的患者中，有：

 ˖ 一名患者將看見症狀完全改善

 ˖ 一名患者將看見症狀只有一些改善，需要其他治療來幫助控制症狀

 ˖ 一名患者將看見症狀無任何改善，應探討其他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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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的副作用是什麼？
副作用通常是輕微的，並且會在治療後有所改善。患者可以在治療前 1 至 2 小時服
用布洛芬 (Advil) 或乙酰氨基酚 (Tylenol)，以幫助緩解疼痛或頭痛。

常見的副作用

 ˖ 治療過程中頭皮疼痛（感覺像靜電，進行幾次治療後將會改善)

 ˖ 頭痛

 ˖ 治療後疲勞（感覺累）

不常見的副作用

嚴重的副作用很罕見。它們包括：

 ˖ 癲癇發作

 ˖ 昏厥

 ˖ 躁狂發作，尤其是雙相情感障礙症患者
 
首次預約就診，醫生會與您討論治療的副作用。

rTMS 治療自 1990 年代初開始使用。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顯示出長期的風險。

接受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時，我可以繼續服用抗憂鬱症的
藥物嗎？
是的。如果您正在服用治療抑鬱症的藥物，在開始 rTMS 治療之前您可以繼續服
藥。

如果這些藥物影響您的治療，rTMS 治療醫生可能會建議您停用某些藥物。
重要提示：治療前四週和治療期間請勿改變您的藥物。任何藥物變化使其更難以
判斷 rTMS 治療是否有效幫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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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治療期間請告訴您的 rTMS 醫生，關於任何藥物或物質使用的更變。 
治療期間請盡可能飲用相同等量含咖啡因的飲料，例如咖啡。任何改變都會影響您 
rTMS 治療的劑量。

接受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時，我不應該服用哪些藥物？
請諮詢醫生， 如果您正在服用以下任何藥物。它們可能會導致 rTMS 治療失效。

品牌藥物名稱 通用藥物名稱
Ativan Lorazepam

Klonopin Clonazepam

Valium Diazepam

Xanax Alprazolam

其他苯二氮卓類藥物（以“pam”結尾的藥物）

Lamictal Lamotrigine

Lyrica Pregabalin

Neurontin Gabapentin

Tegretol Carbamazepine

Topamax Topiramate

Dilantin Phenytoin

Epival Divalproex/Valproate

Frisium Clobazam

Keppra Levetirace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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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我需要付費嗎？
不需要。目前安大略省醫療保健計劃  (OHIP）不承保 rTMS 治療，但我們診所會
支付您的治療費用。

準備接受治療
1. 首次預約就診： 

您與精神科醫生在診所會面，判斷您是否符合條件，並幫助您決定 rTMS 治療
是否恰當。

2. 治療儀器校準： 
醫生與您會面，解釋治療方法，探討治療風險與好處，並且回答您任何的問
題。 在治療儀器校準和 rTMS 治療之前，您需要簽署一份接受治療的知情同意
書。

醫生將磁線圈放在您頭頂附近的區域，並觀察您的大拇指或腳趾是否移動。 
大拇指或腳趾抽動所需的刺激量有助於決定您接受治療的刺激程度。
 
您可能感覺大拇指和腳趾抽動的方式奇怪和新鮮，但是大多數患者很快就適應了。

治療儀器校準過程中，醫生在尋找靶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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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間

我去哪裡接受治療？
每次治療前請在接待處登記（請參閱本手冊末尾的指南）。

請準時赴約填寫每日的治療問卷。

rTMS 的技術人員每天都會為您提供一份新的問卷。此問卷能幫助您和醫生跟進治
療進度。如果您需要取消治療預約，請務必在48 小時前致電診所。

治療過程中會發生什麼？

1. 您坐在舒適的椅子。整個治療過程一直是清醒的。不需要麻醉或藥物。

2. 技術人員將 rTMS 治療線圈放在您的前額。治療期間，您必須保持頭部穩定，
如此線圈將會留在原位。

3. 治療開始時，您會感到頭皮有短暫突發的刺激，然後短暫的停頓。許多患者形
容這種感覺類似於鼻子、牙齒和前額上的靜電。最初幾次治療您的感覺是最強
烈的，直到神經習慣為止。

每次治療需時約 15 分鐘。

治療後

接受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後，我的活動需要改變嗎？
不需要。治療結束後您立即可以恢復日常活動，包括駕駛汽車。

最初的幾次治療，可以帶一名同伴陪著您。治療進行期間同伴必須在走廊等候。 
根據當前醫院的政策，此安排可能會有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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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療程完成後會發生什麼事？
您將必須返回診所進行跟進複診。診所的行政助理將協助安排預約。您將與 rTMS 
診所的醫生進行複診。

一旦 rTMS 診所的醫生將治療結果發送給您的轉介醫生，醫生就可以接管幫助您跟
進，並總結報告中的任何建議。

如果 rTMS 治療對您有幫助，未來您想在再次嘗試，您將需要重新轉介回到治療診
所。
 

何時尋求醫療援助
如有緊急情況，請撥打 911。

如果您在任何時候有傷害自己的想法，請撥打求助中心熱線 416 408 HELP 
(4357) 或前往離您最近的急診室。

請勿使用診所的語音信箱或電子郵件，因為我們可能無法立即回應。

我可以從何處獲取更多有關重複經顱磁刺激治療 (rTMS) 的信息？
請查閱 Poul Hansen 家族抑鬱症中心網站：

 ˖ https://www.uhn.ca/MentalHealth/Clinics/Poul_Hansen_Centre

https://www.uhn.ca/MentalHealth/Clinics/Poul_Hansen_Centre


何處可以找到我們

Poul Hansen 家族抑鬱症中心

Toronto Western Hospital  
(多倫多西區醫院)
399 Bathurst Street  
(399號 巴佛士街, 巴佛士街和登打士街的東北角） Main Pavilion – 7th Floor, 
Room 418（主館 – 7 樓，418 室, 請搭主電梯到 7 樓，按照指示牌前往 Poul 
Hansen 家族抑鬱症中心)

電話：416 603 5106

請查閱 www.uhn.ca 了解更詳細的路線和地圖。 

如需更多健康資訊，請瀏覽UHN病人教育網站：www.uhnpatienteducation.ca

請聯繫我們提供反饋意見，或索取本手冊其他版本，例如大字體或電子版本：pfep@uh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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