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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醫療暴露品質保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影像醫學科     醫事放射師  楊靜如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放射醫學會網頁公告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影像醫學科     醫事放射師  楊靜如 

乳房攝影儀器申請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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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構
認證原則 

國民健康署於104年6月3日訂定發布「 預防保健服務之乳房
X光攝影醫療機構資格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99年5月 6日署授國字第0990300710號函修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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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師篩檢量的規範，目前以"年"計算
為主，日與月的規定國健署將依照情節
輕重進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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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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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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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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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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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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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表工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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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篩個案陽性個案處理流程 

(2015/06/02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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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sroc.org.tw/news/index.asp?NType=10 

 

https://www.rsroc.org.tw/news/index.asp?NType=10
https://www.rsroc.org.tw/news/index.asp?NTyp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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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服務之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
構資格後續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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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構資格後續審
查作業 

•一、 審查項目及作業程序 
• (一) 工作人員資歷及放射師（士）操作攝影數。 
• 1、 依後續審查工作人員須達到之工作經驗、繼續教育及所須具備之相

關證明文件進行查核。 
• 2、 由本署依據醫療機構該年度所有符合資格放射師（士）之工作日數

計算醫療機構之年乳房X光攝影篩檢數量是否超量（篩檢量可至本署乳房
X光攝影篩檢系統https://boc.hpa.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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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篩品管計畫放射師自選片/
抽片/數位乳房攝影標籤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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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篩品管計畫放射師 
自選片/抽片/數位乳房攝影標籤評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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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放射醫學會網頁公告 

https://www.rsroc.org.tw/news/index.asp?NTyp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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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sroc.org.tw/news/index.asp?NTyp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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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攝影儀醫療曝露品
質保證作業 



#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17條 
•醫療院所使用經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醫療曝露品質保 
  證之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相關設施，  
應擬訂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為之。 
 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操作程序書，依據校 
  驗頻次可分為每日、每月、每半年及每年。 
•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 
  關機構管理辦法 
•品保專業人員資格、配置及品保作業委託辦理之相關事
項 



# 

 

•一、擬訂品質保證計畫。 

•二、督導品質保證計畫之實施。 

•三、審查操作程序書。 

•四、審查校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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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構應辦理事項： 
• 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構應設立一名負責醫師、負責放射師，

督導乳房X光攝影儀及其相關設備品管、臨床影像品管事宜
；另負責醫師尚需負責自我品質稽核等品管相關事宜。 

• 依規定期限及格式，向本署研究學術機構申報所有乳房X光
攝影篩檢個案之相關資料。 

• 乳房X光攝影影像判讀醫師、放射師（士）或乳房X光攝影儀
異動時，應於異動日起二週內向本署報備，如因異動導致無
合格人員或儀器時，應於異動日起停辦，並應於二個月內將
遞補人員及儀器資料送本署，依認證原則審查通過後，始得
繼續辦理。 

• 追蹤疑似乳房X光攝影篩檢陽性個案之確診結果。 

• 執行自我品質稽核。 

• 每一至二年必須接受後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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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執行時應具備之資格 繼續教育與訓練 

1.領有相關證書者。(放射科(診斷)專
科醫師證書、放射師、領有相關學會
所核發之證書) 

2.應參加相關學會或醫療曝露品質保
證訓練課程3小時以上，訓練內容應包
括每日、每週、每月、每季及每半年
之品保項目，並留存紀錄備查。 

應接受3小時以上
之乳房攝影醫療曝
露品質保證教育訓
練，並留存紀錄備
查。 

 

執行每日至每半年品保項目之專業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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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執行時應具之資格 繼續教育與訓練 

1. 領有相關證書者。 
2. 應參加相關學會所舉辦之乳房攝

影醫療曝露年度品保實作訓練課
程8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3. 應具備實作經驗: 
(1)於合格年度品保專員指導下獨

立執行2次以上之年度品保實
作，2次間隔1個月。 

(2)通過相關學會所舉辦之乳房攝
影醫療曝露年度品保實作測驗。 

1. 每年應接受3小時以上之乳房
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教育訓
練，並留存紀錄備查。 

2. 每年應獨立完成2次以上年度
品保實作，2次間隔3個月以上。 

3. 無法完成前述1、2項規定者，
於再次執行乳房攝影醫療曝露
年度品保作業時，其資格與首
次執行時相同。 

執行年度品保項目之專業人員資格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婦幼院區放射科     楊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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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執行時應具備之資格 繼續教育與訓練 

1.領有相關證書者。(放射科(診斷、腫瘤)專
科醫師證書、放射師、領有相關學會所核發
之證書) 

2.領有台灣放射腫瘤學會、中華民國醫事放
射學會或中華民國醫學物理學會所核發之證
書者。 

3.應具備執行品質保證相關工作經歷一年以
上。 

應接受3小時以上之乳房
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備查。 

 

專業品保人員應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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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                                          衛生署醫療機構代碼：                     

地址：                                               電話：               

依據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管理辦法第二條規定。 

設備、業務或規模：醫用直線加速器    部，鈷六十放射性物質之遠隔治療機    部，放射性物質之遙控後荷式近接治療設備    部
，電腦斷層治療機    部，電腦刀    部，加馬刀    部，乳房X光攝影儀（固定型：＿部；巡迴車：＿部）    部，電腦斷層
掃描儀(診斷：＿部；核醫：＿部；治療：＿部)    部，Ｘ光模擬定位儀    部。 

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名稱：                                                      

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主管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配置輻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     人。 (依規定至少應配置放射治療設備共      人、乳房X光攝影儀      人、電腦斷層掃描儀      

人、Ｘ光模擬定位儀      人) 

專職 

職 稱 姓   名 身分證字
號 證書字號 E-mail 

異動種
類 

（務必勾選
） 

品保專業人員
簽名 

（新增者須親
自簽名） 

類別 

□無異動 

□品保類別
異動 

□新增     
□刪除 

□放射治療設備           □Ｘ光模
擬定位儀 

□乳房X光攝影儀(非年度)  □乳房X光
攝影儀(年度)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年度) □電腦斷
層掃描儀(年度) 

兼職（受託機構如有異動，請填寫本表並檢附委託書送本會審查；如僅人員或委託期限異動，請將委託書送本審查） 

受託
機
構
名
稱 

姓   名 身分證字
號 證書字號 E-mail 

異動種
類 

委託期限 

起、迄日 類別 

□無異動 

□品保類別
異動 

□新增     
□刪除 

□放射治療設備           □Ｘ光模
擬定位儀 

□乳房X光攝影儀(年度)    □電腦斷
層掃描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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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組織設置表 



資料來而上鉅實業洪義宏 



# 



儀器品管 

非年度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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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ICOM印表機品質控制 
• 2.偵測器平面校正 
• 3.假影評估 
• 4.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量測 
• 5.假體影像 
• 6.壓迫力厚度指示器 
• 7.診斷工作站品保 
• 8.閱片箱及閱片環境條件 
• 9.目測檢查表 
• 10.重照率/廢片分析 
• 11.壓迫力測試 

 

非年度品保項目-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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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品質保證作業的主要目地是確認現行使用的
系統狀況，是否符合規範 

•一方面讓病人不會接受到多餘的輻射劑量 

•透過品保量測的數值，確保系統是在穩定且
良好的狀態，可以讓接受檢查的病人能夠接
受良好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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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車輻射安全專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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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影像品質 

•確保儀器輸出穩定 

•保障民眾醫療輻射
安全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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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 



乳房攝影臨床影像品質管制 

圖片來源:ACR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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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觀察到胸大肌 

 斜位向與頭腳向攝影之乳頭後
延伸線長度差距必須在一公分
範圍之內 

 可以顯現所有的內側乳腺組織 

 可以顯現所有的外側乳腺組織 

 可以顯現位於切線上的乳頭
(nipple in profile)，不可
與乳房組織重疊 

 無皮膚縐摺 

 可以觀察到的胸大肌需向下延伸
至乳頭後延伸線(posterior 
nipple line)以下 

 胸大肌必須夠寬並且顯現前緣凸
出的弧度 

 可以顯現張開的乳房下方與皮膚
交界的縐摺(inframammary fold) 

 可以顯現位於切線上的乳頭
(nipple in profile)，不可與乳
房組織重疊 

 無皮膚縐摺 

 無下垂的乳房 
 

CC  VIEW MLO  VIE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婦幼院區       影像醫學科          楊靜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影像醫學科     醫事放射師  楊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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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io-Caudal View (CC)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影像醫學科     醫事放射師  楊靜如 



# 

Mediolateral Obliqu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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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大肌必須夠寬並且
顯現前緣凸出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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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顯現張開的乳房下
方與皮膚交界的縐摺
(inframammary 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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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重疊的乳房結構組織 
                -overlapping breast structure 
 
• 無乳腺組織不均勻的暴露 
                 -nonuniform tissue exposure 
 
• 無晃動而造成影像不清晰 
                 -motion unsharp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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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乳房內不同的組織結
構，不可以顯現成無
明顯差異的光密度
(similar OD) 

• 乳房內不同的組織結
構，不可以顯現成過
度明顯差異的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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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顯現攝影像內
物體的線型結構 

  (linear 
structures) 

 
清楚顯現攝影像內

物體的外貌結構
(feature 
mar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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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像內無眾多
細小斑點而影響
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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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X光照射的範
圍應開放至軟片
的邊緣而不是乳
房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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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品質管控原則 

•如何解決問題 

影像品質優劣確實紀錄 

清楚掌控儀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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