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五

電腦刀(CyberKnife)應實施之校驗項目、頻次及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項次 校驗項目 頻次 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一 治療機及控制檯

指示燈

每日 功能正常

二 視聽監視器 每日 功能正常

三 治療室門連鎖 每日 功能正常

四 緊急停止裝置 每日 功能正常

五 原始點之雷射位

置(Laser@Perch)
每日 二毫米以下

六 輻射警示器功能 每日 功能正常

七 機器狀態的參數 每日 數值正常

八 光子輸出劑量(一

致性)

每日 百分之二以下

九 光子輸出劑量(準

確性)

每月 百分之二以下

十 準直儀連鎖裝置 每月 功能正常

十一 治療床移動準確

性

每月 一毫米以下

十二 輻射與機械中心

點之一致性

每月 一毫米以下

十三 光子射束中心軸

於治療深度之劑

量參數

每月 量測值與基準值每一點之差異在百

分之二以下

十四 光子對稱與平坦

性

每月 對稱性：計算值在百分之三以下

平坦性：計算值與基準值差異在百

分之三以下

十五 影像導引系統

(Target Locating 
System-TLS)

每月 一毫米以下

十六 電腦刀全系統確

認

(End To End Test)

每月 一點五毫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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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葉片位置準確度 每月 SAD等於八百毫米時，差異在一毫

米以下(若膠片照射 SAD等於四百

三十三點五毫米時，差異在零點五

毫米以下)

十八 治療機及控制檯

指示燈

每年 功能正常

十九 視聽監視器 每年 功能正常

二十 治療室門連鎖 每年 功能正常

二十一 緊急停止裝置 每年 功能正常

二十二 原始點之雷射位

置(Laser@Perch)
每年 二毫米以下

二十三 輻射警示器功能 每年 功能正常

二十四 機器狀態的參數 每年 數值正常

二十五 光子輸出劑量(準

確性)

每年 百分之二以下

二十六 準直儀連鎖裝置 每年 功能正常

二十七 治療床移動準確

性

每年 一毫米以下

二十八 機械手臂的準確

性

(Isopost)

每年 零點五毫米以下

二十九 光子射束中心軸

於治療深度之劑

量參數

每年 每一點百分之二以下

三十 光子對稱與平坦

性

每年 對稱性：計算值在百分之三以下

平坦性：計算值與基準值差異在百

分之三以下

三十一 準直儀輸出因子 每年 量測值與基準值差異在百分之二以

下

三十二 影像導引系統   

(Target Locating 
System-TLS)

每年 一毫米以下

三十三 電腦刀全系統確

認

(End to End Test)

每年 一點五毫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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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葉片位置再現性 每年 SAD等於八百毫米時，差異在一毫

米以下(若膠片照射 SAD等於四百

三十三點五毫米時，差異在零點五

毫米以下)

三十五 葉片穿透率 每年 葉片穿透率在百分之零點五以下或

葉片穿透率超過百分之零點五的面

積在一平方毫米以下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00 期  20190530  農業環保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14 (repeat 0) of file /fileserver/公用資料夾/04_印前部/行政院公報/eg025100/All/ch07-27-修正「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第十三條及第四條附表ㄧ至第九條附表六-郁甯.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513
     275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