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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活動日期：108年6月21（五）-22日(六) 

活動地點：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門診大樓【第1 會議室】(金門縣金湖鎮復興路2 號8 樓)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8 年度金門離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課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活動日期：108 年 6 月 21（五）-22 日(六) 

活動地點：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門診大樓【第 1 會議室】(金門縣金湖鎮復興路 2 號 8 樓) 

學分類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16點／公務人員16點／輻防積分8點/乳篩時數1小時 

108 年 6 月 21（五）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30 ~08:50 學員簽到 

08:50 ~09:00 開幕式：洪三和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09:00 ~09:5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宣導 
洪一吉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法規政策委員會 

09:50 ~10:40 涉及法律臨床實例分享 
粟文治 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40~11:30 醫事倫理 
洪三和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學術研究及臨床教育委員會 

11:30~12:20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雲化申辦流程與注意事項 
李桂樑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2:20~13:00 午餐時間 

13:00 ~14:40 磁振造影參數最佳化之設定 
李正輝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4:40 ~15:00 休息 

15:00 ~16:40 電腦斷層臨床檢查技術分享 
李明諺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6:40 簽退 

108 年 6 月 22（六）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7:30 ~08:00 學員簽到 

08:00~10:30 輻射防護相關法規與臨床防護 

洪一吉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法規政策委員會 

10:30~11:20 醫病溝通與情緒管理 

11:20~12:10 骨質密度臨床操作與分享 

12:1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30 乳房攝影臨床技術與品質保證經驗分享 
黃美蘭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5:30~ 簽退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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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
會務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蕭佳吉 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任務任務((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第 6 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 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 調查及統計一、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益之維護。
三、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
四、放射學術專業研究發展與推廣。
五、增進全民健康及輻射安全。
六、相關醫學制度、醫事放射教育及行政等建議及執行

事項。

2

七、與其他醫事團體之聯繫合作及參加各項社會活動。
八、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九、促進國際醫事放射師機構或團體之聯繫合作。
十、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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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11

一、權益捍衛及爭取方面

1.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2.捍衛會員權益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3.凝聚共識，推動專科醫事放射師相關事宜，以提升專業

4.捍衛牙科X光攝影檢查之執業權

5.因應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

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 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3

6.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7.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22

二、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規劃公益活動增加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

2.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3.製作法規政令宣導資料，並持續至各地方縣市公會、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校宣導

4.為確保放射師執行業務權，推動落實專業人才培養，將

4

.
辦理專業提升課程訓練(如牙科、超音波、骨密等)

5.放射師相關權益、放射師繼續教育及執登、醫療機構
評鑑、輻射防護等與會員執業權有關之Q&A資料蒐集與
宣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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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
進度報告

((一一))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全聯會完成使命，全聯會完成使命加入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ISRRT)

感謝全國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感謝全國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TAMRT)在歷任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的努力爭取
下，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TWSRT)的支持下，終於在
107年4月10日於千里達西班牙港獲得國際放射師聯盟
(ISRRT)全部會員無異議通過成為正式會員，為台灣在國際
放射界爭得一席之地，能為國際公民盡一份心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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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協助會員，協助會員參與國際會議參與國際會議

1 為鼓勵會員國際學術發表意願，提升會員國際接軌能力，全聯會積極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為鼓勵會員國際學術發表意願 提升會員國際接軌能力 全聯會積極
爭取本會會員參加國際友會之國際會議免註冊費及其他優惠。
【目前已同意會員免註冊費的國際友會有：澳門放射師學會(MRTA)、中華醫學會影
像技術分會(CSIT) 】

2.為支持會員參與國際學術活動，全聯會特擬訂「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員參與海外國際會議論文發表獎勵要點」，歡迎會員
踴躍申請 。
【路徑：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國際事務→國際會議】

全聯會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合作 協助會員出國發表並帶團參加

7

3.全聯會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合作，協助會員出國發表並帶團參加
會議。

4.有關「國際會議訊息」及「投稿方式」將公告於網站並同步Email全國
會員。【路徑：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國際事務→國際會議】

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 提供提供108108年度國際會議訊息年度國際會議訊息
會議時間

截稿日期
發表方式

組織(中文)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08年6月14日至16日
108年1月31日

口頭及壁報發表

香港放射師學院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The 4th Hong Kong Radiographers & 
Radiation Therapists Conference (HKRRTC)
主題：Evolving Profession in the Digital 
World

香港放射師學院(HKCRRT)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HKRA)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 HKART)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地址: 99 Wong Chuk Hang 
Rd,Aberdeen, Hong Kong

108年8月23至24日
2019年7月10日

止
越南放射師會

The 5th Phillipine-Vietnam-Myanmar 
Radiographer's Conference and  the 7th  
Vietnamese Annual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越南放射師會(VART) 越南

108年9月6至8日
108年7月1日

英文摘要
口頭及壁報

澳門放射師學會

The 19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of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主題：Chest Imaging & AI

澳門放射師學會(MRTA) 澳門銀河 Galaxy Macau

The 35th Japan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8

108年9月14至15日
108年4月24日

口頭
日本診療放射線技師會

The 35th Japan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35JCRT)
主題：Let's promote team medical care with 
the nation

日本診療放射線技師會
(JART)

SONIC CITY in Saitama City, 
Saitama Prefecture

108年10月25至27日
108年7月19日

口頭及壁報發表
大韓放射士協會

The 54th KRTA Annual Meeting and 26th 
East Asia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大韓放射士協會(KRTA)
韓國 Suwon Convention 
Center, Gyeonggi-do

108年未定 未定 緬甸放射師會
8th MSMRT Annual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緬甸放射師會(MSMRT) 緬甸仰光

108年11月7至11日 未定
中華醫學會
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
會

中華放射學學術大會2019暨中華醫學會
第26次全國放射學學術會議和中華醫學
會第27次全國醫學影像技術學學術大會

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
(CSIT)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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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全聯會推動全聯會推動「「專科專科醫事醫事放射師制度放射師制度」」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 106年11月4日全聯會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辦理「2017年第17次國際學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06年11月4日全聯會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辦理 2017年第17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主題：專科醫事放射師)」，國內外貴賓冠蓋雲集，全日
出席人數高逹3000名。

• 其中管碧玲立委強烈表達醫療不是服務業醫療應該是專業，對於推
行「專科醫事放射師制度」相當樂觀其成，如果有需要政府政策的
改變來提升全國醫療水準，將會全力支持。

9

((三三))全聯會推動全聯會推動爭取「醫事放射服務費」爭取「醫事放射服務費」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 「「醫事放射服務費醫事放射服務費」」必須從必須從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
總額中爭取總額中爭取，，因此第一步即
是爭取與會出席權

106年8月11日全聯會以醫事
放射全聯字第1060114號函向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爭取「醫院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及「西醫基層總額研商
議事會議」出席代表權，
惟屢次爭取未獲同意，已從惟屢次爭取未獲同意 已從
立委等多方著手

• 目前已整理完成放射相關的
健保檢查碼

• 全聯會「健保暨醫事放射事
業委員會」也著手「醫事放
射服務費」試算方法及籌組
工作小組。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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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全聯會捍衛牙科全聯會捍衛牙科XX光攝影檢查執業權進度報告光攝影檢查執業權進度報告

107年4月22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07年4月22日

• 蕭佳吉理事長向衛生福利部陳
時中部長重申：只有牙醫師及
醫事放射師(士)可以執行牙科
放射線設施業務

• 由衛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見證，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蕭佳吉理事長代表與中聯合會蕭佳吉理事長代表與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簽署「合作備忘錄」，我們將
藉由這樣的交流與互動共同提
升與增進國民的口腔健康、創
造醫事放射師與牙醫師未來合
作的雙贏機會

11

((五五))全聯會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全聯會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

• 107-108年全聯會承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辦行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介入性攝影X
光機醫療曝露品保
試辦作業計畫」

(1)全聯會協助擬訂
心導管及血管攝
影X光機醫療曝
露品質保證標準

12

露品質保證標準

(2)全聯會將進行全
國醫院心導管與
血管攝影醫療曝露
品保執行情況之實
地訪視與輔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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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簡報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11

105年8月衛生福利部提出「106年醫院
評鑑版草案」將現制列為必要項目的
醫事人力全部刪除，未來醫院任何職
類人力不夠照樣可通過評鑑……

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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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年-108年為了
人力的爭取 全聯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22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人力的爭取，全聯
會出席公聽會或協
商會議、拜會立委
及新聞媒體專訪活
動等不下60場

左1 衛生福利醫事司石崇良司長 右2 郭正亮立法委員

15

• 106年11月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33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 106年11月

全聯會提出「醫療機構人力
合理配置基準評估計畫──

醫事放射人力建議白皮書」，
衛生福利部承諾該份白皮書
將會做為未來醫院評鑑基準

及設置標準修改的依據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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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恐人力評估白皮書淪為空談，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44

多次拜託立委

• 106年12月11日
全聯會準備了醫事放射人力需求
白皮書及簡報拜會陳其邁立委，
請求協助召開公聽會

• 106年12月18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 盟友再次拜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再次拜
會陳其邁立委

• 107年3月1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拜會管
碧玲立法委員

17

•107年3月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55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將各醫事職類之人力建議提供給全
國醫療院所進行意見蒐集

問題1：由於所提供之試算條件並不正確
造成大家在試算上的誤解，以致
發生各層級醫療機構醫事人力目
前皆足夠之假象

問題2：其中「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
均應配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
行業務」，應規劃為未來中長期
目標而非短期目標，因為台灣醫
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誤植，造成各醫院無法達到
本團體建議之誤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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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年4月19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33

•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

協助召開協調會議，召集中央主管

機關及其他專業團體共商，以各醫

事專業所提「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

置基準評估計畫」人力評估白皮書

之短期目標為「醫療機構設置標準」

持續監測指標 同時以短中長期目持續監測指標，同時以短中長期目

標作為「醫院評鑑基準」人力指標

之藍圖。

19

• 107年6月26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22

終於在管碧玲立委協助召

開的協調會議，衛生福利

部陳時中部長、石崇良司

長承諾於107年7月起一個

月內召開第一次共識會議

，並於半年內分別與各醫

事專業團體完成協商共識
前座左到右：蕭佳吉理事長／管碧玲立委／陳時中部長／石崇良司長

事專業團體完成協商共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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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7月23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33

蕭佳吉理事長代表出席衛生福利部「醫療
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原則及共識會議」，決議
重點如下：
1.為提升會議效率並兼顧各職類人員代表性，

有關團體代表為各職類人員公會全國聯合會，
並作為日後主要聯繫窗口。

2.各職類人員公會全聯會提交人力相關資料
給醫策會彙整。

21

3.醫策會針對人力配置基準建議草案之實質
內涵及計算方式，分別邀請各職類人員公
會全聯會予以確認，完成彙整並重新提出
醫事人力試算結果。

4.為估算各層級醫院服務量及試算各職類醫
事人力缺口，請健保署協助提供各職類相
關醫事服務量及健保申報資料。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44

‧107年10月31日及11月7日
全聯會出席「107年醫學中心、區域、
地區醫院適用醫院評鑑基準研修說
明交流會議」皆再次提出人力訴求。
同時為了提升我們放射師地位，
積極爭取各醫事職類應設有主任級
主管及各管理階層正式職缺。經會
議主席裁示：

「107年醫學中心醫院適用醫院評鑑
基準 評鑑條文1 2 1及1 2 6同意

22

基準」評鑑條文1.2.1及1.2.6同意
加入「各醫事職類應設有各管理階層
主管正式職缺」等字……

並將於評鑑委員共識會議時，提醒
委員，於醫院進行評鑑要特別檢視
人數比較多的醫事類別是否有主任
級主管(例如藥師、放射及醫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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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55

‧107年11月30日
經過2年又5個月的努力，衛生福經過2年又5個月的努力，衛生福
利部終於在107年11月30日邀請
全聯會出席「醫療機構人力合理
配置試算討論會議」與醫策會共
同進行醫事放射人力試算。

‧108年1月3日
蕭佳吉理事長、蘇茂源副理事長
及黃美蘭常務理事代表出席衛生
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

23

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
試算結果第１次討論會議」

‧108年1月22日

蕭佳吉理事長、蘇茂源副理事長
及黃美蘭常務理事代表出席衛生
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
試算結果第2次討論會議」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66
108年1月3日 衛生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試算結果第１次討論會議」，

石崇良司長十分肯定本團體的人力提案方向，簡述結論重點：石崇良司長十分肯定本團體的人力提案方向 簡述結論重點

(1)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司長指示結論

總病床每1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總病床每2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總病床每29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司長建議本團體選擇與放射檢查有直接
閞係的床數類別

(2)
有放射師執行超音波業務之醫院應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其中醫學中心，總病
床每達124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名。

司長指示，本條件雖然立意良善，但怕
醫院取巧，所以建議刪除

(3)
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每日急診量達4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每8小時一班，每天至少應有4人以上，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師提供服務

司長十分肯定該等條件，討論時並無修
訂建議

(4) 門診量：每日門診量每達800人次，應再增聘1名醫事放射師

(5)
保人員：有執行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之場所應有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任醫事放射
師1人以上並另計

(6)
輻射防護專業人員：設有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有專任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專

24

(6)
業人員1人並另計

(7)
專責教學醫事放射師：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每10名實習學生應增聘專任教學醫
事放射師1名

(8)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每8小時一班，每班均應配
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行業務 【設為中程目標並規劃未來五年內完成】

司長肯定該條件，並承諾於監控系統中
先增加「高階影像檢查設備」放射人力
必填欄位，並請全聯會提供設備種類

(9)
備
註

1.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以總病床計時，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科、
泌尿科碎石機、腸胃科、健檢（巡迴）、心臟外科、超音波及其他科醫事放射
師。但不含質子中心及重粒子中心的醫事放射人員。

2.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係指「特定醫療技術檢查檢驗醫療儀器施行或使用管
理辦法」之儀器設備。

質子中心及重粒子中心的醫事放射人員
要另計，司長十分肯定，且建議應另增
條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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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77
108年1月22日 出席衛生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試算結果第2次
討論會議」，與石崇良司長共議本團體的人力建議，決議如下：

(1)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人力計算方式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1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2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6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備住：
1.急性一般病床以登記開放數計算，以無條件捨
去方式取至整位數。
2.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以急性一般病床時，專任
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科、泌尿科碎石機
腸胃科、健檢（巡迴）、心臟外科、超音波及其
他科醫事放射師。但不含質子中心及重粒子中心
的醫事放射人員。

(2) 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加護病床/20

(3) 

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至少應有4人以上；平均每日急診人次超過
160人次者，每達40人次，應增聘醫事放射人員1人，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
人員提供服務

急診量/365日/40人次超過4人以算出人
數計；不足4人以4人計

(4) 門診量：平均每日門診人次每達80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全院門診量/270日/800人次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業人員：醫療機構使用有放射性物質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25

(5)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業人員：醫療機構使用有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或相關設備時，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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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應設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1人以上；但急性一般病床199
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人員

1人以上，另計

(6) 

輻射防護專業人員：依醫院評鑑基準應設有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有專任醫事
放射師輻射防護專業人員1人；但急性一般病床199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
人員

1人，另計

(7) 教學醫事放射師：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者，應有專人專責教學之醫事放射人員1人 1人，另計

(8)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每8小時一班，每班均應配
置2人以上醫事放射人員執行業務(設為中程目標並規劃未來4年內完成)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2
(有輪班制再乘以班次)

(9)
優良
項目

(1)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應設有各層級醫事放射師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2)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之1.10倍。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88

經過醫策會的試算～
依照108年1月22日「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試算結果討論會議 決議的依照108年1月22日「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試算結果討論會議」決議的
人力訴求，全國需再聘326名的醫事放射師……

以放射師人力現況符合率進行分析，準醫學中心符合率100%、而醫學
中心和地區醫院符合率也分別高達76%和85%、惟區域層級醫院人力
現況符合率較低但也達5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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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99

衛生福利部石司長表示：衛生福利部石司長表示：
因即將開始進行醫院評鑑，各職類提出人力訴求配置，衛福部將各職
類提出之人力訴求配置採用設置標準及醫院評鑑基準兩項來做一個比
較報告，並聽取醫院部門針對這樣的人力需求配置意見。目前各職類
提出人力訴求配置，衛福部比較建議採用設置標準，因納入設置標準
如未達標，則有緩衝修正時間，較不像醫院評鑑如此嚴苛。

衛生福利部原定108年3月19日召開會議與醫院代表(包含台灣醫院協會、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台灣區域醫院協會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台灣私

27

雖然人力爭取歷盡艱辛，

但全聯會一定會全力以赴，

持續竭力爭取全國會員的權益～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台灣區域醫院協會、台灣社區醫院協會、台灣私
立醫療院所協會、中華民國公立醫院協會)協商，但因院方希望再確切
瞭解各人力現況符合情形， 因此該會議又暫緩延期辦理。

全聯會捍衛權益全聯會捍衛權益
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
簡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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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11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指出口腔

衛生人員在牙醫師指示下可以進行

所謂的「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

，其法律用語存有模糊空間，未來

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

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29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22

• 106年12月22日
全聯會請衛生福利部釋示「全聯會請衛生福利部釋示「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
內容所指之「口腔臨床醫療
輔助行為」，未來可能衍生
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
檢查業務之疑義

• 106年12月28日
衛生福利部函覆「關於第14

30

衛生福利部函覆「關於第14
條第1項第3款『口腔臨床醫
療輔助行為』之範圍，待立
法程序完成後，本部將另邀
專業團體研訂，屆時亦將邀
集醫事放射相關專業團體共
同參與。」

15



2019/6/19

16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33

•107年1月12日及107年3月26日

全聯會二次函請立法委
員督核嚴審「口腔衛生
人員法」，並於院會討
論本案前，協助安排本
會出席共識會議 。

包含：
李彥秀立委、林岱樺立委、郭正亮

107年1月12日及107年3月26日

31

李彥秀立委 林岱樺立委 郭正亮
立委、陳其邁立委、陳宜民立委、
陳超明立委、黃昭順立委、黃偉
哲立委、楊曜立委、廖國棟立委、
管碧玲立委、趙天麟立委、劉世芳
立委、劉建國立委、賴瑞隆立委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44

為了捍衛權益，蕭佳吉理事長拜訪諸多立委～
•107年1月26日107年1月26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林岱樺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發函請衛生福利部解釋「口腔衛生人員
法(草案)」，未來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107年4月3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黄昭順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

•107年4月11日
黄昭順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張政凱主任覆：黄昭順委員將於近期協助召開協調會議並
找衛生福利部、牙醫師公會全聯會等單位與會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

32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
開協調會議，商訂該草案「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之業務範圍

•107年5月20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會楊曜立委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楊委員答應口腔衛生人員法之函釋
條文不會違背醫事放射師法，委員有把握維護放射師權益。

•107年12月31日止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待進行黨團協商……蕭佳吉理事長已與多位立委聯繫並
獲得支持，其中劉建國委員為該法案提案人之一，其承諾將依照本會建議；同時，於
進行「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協商討論前，會將先提供討論版本予本會確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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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55

 捷報→「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已暫緩～

107年3月18日林岱樺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來電告知
：本會針對「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條文內容，並未明確界定業務範圍，其法律
用語存有模糊空間等疑義，多次去函立委辦公室陳情
，獲諸多立委支持，因此決議暫緩「口腔衛生人員法
(草案)」

33

全聯會捍衛權益全聯會捍衛權益
關注「牙醫師助理
管理辦法(草案)」
簡報簡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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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關注「全聯會關注「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草案))」」報告報告--11

107年3月衛生福利部提出「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107年3月衛生福利部提出「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
(草案)」，由於「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
也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
之疑義，因此全聯會成立「牙科業務權益小組」，
除了捍衛會員執業權益，也同時規劃「醫事放射
師牙科臨床業務訓練」，來落實提升國民口腔健
康

35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聯會關注「全聯會關注「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草案))」」報告報告--22

108年4月14日108年4月14日

蕭佳吉理事長代表出席醫事放

射師公會全聯會與牙醫師公會
全聯會輻防座談會議，也針對
衛生福利部推出之「牙醫師助

理管理辦法(草案)」進行意見
交流，並共襄盛舉「嘉義縣牙
醫師公會第27屆第1次會員大會

36

醫師公會第27屆第1次會員大會

暨2019嘉義縣市牙展與學術年會」，
席間也向衛生福利部陳時中
部長重申：只有牙醫師及醫事

放射師(士)可以執行牙科放射
線設施業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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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
形象及臨床教育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一一))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

•106年12月3日•106年12月3日

107年11月11日
全聯會贊助並參加
「社團法人臺中市
身心障礙者福利關
懷協會」相關活動

•107年12月8日
舉辦「2018年全國

38

舉辦「2018年全國
醫事放射師淨灘活
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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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於馬偕
紀念醫院辦理
「106年度基層
醫事機構實地
訪視與輔導儲
備委員培訓」，

39

」
各縣市公會推
派訓練儲備委
員共42位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三三))為服務為服務離島離島及及東部東部會員會員，，全聯會辦理全聯會辦理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研討會研討會

• 106年10月1日106年10月1日
全聯會於台東馬偕紀念醫院辦理「106年度
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6年10月15日
全聯會與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假慈濟科技大學舉辦「106年度牙科醫學影像
品質提升研討會」

• 107年5月19-20日
全聯於衛生福部澎湖醫院辦理「107年度離
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40

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7年9月1日
全聯會與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於花蓮慈濟醫
院辦理「107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暨
專業課程繼續教育系列（二）」

• 108年6月21日
全聯會至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辦理「108年度
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暨專業課程繼續教育
系列（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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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四四))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

• 107年4月22日• 107年4月22日
全聯會與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高雄長庚紀念醫院辦理「107年
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
教育系列（一）」

• 107年10月20日
全聯會將與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臺北市立萬芳醫院辦理「107年
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

41

教育系列（三）」

• 108年5月5日
全聯會與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高雄長庚紀念醫院辦理「108年
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
教育系列（一）」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五五))為了提升為了提升超音波及牙科超音波及牙科臨床專業並強化執業權臨床專業並強化執業權
全聯會每年辦理全聯會每年辦理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超音波及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超音波及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

• 106年2月19日
全聯會與高雄榮民總醫院舉辦
「106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 107年3月18日
全聯會與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
「107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42

射科學技藝競賽」

• 108年3月17日
全聯會與臺北榮民總醫院舉辦
「108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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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107年
年會成果報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全聯會「2018年第18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
慶祝大會 於107年11月3日在慶祝大會」於107年11月3日在
臺中榮民總醫院熱鬧辦理。

活動開幕，冠蓋雲集，衛生福
利部陳時中部長、臺中市政府
林依瑩副市長、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張瑞麟副局長及洪美智簡
任技正、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輻射防護處醫用科范盛慧科長
及梁詠慈簡任技士、臺中榮民
總醫院許惠恒院長 臺中榮民

44

總醫院許惠恒院長、臺中榮民
總醫院放射線部蔡志文主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核子醫學科蔡
世傳主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吳銘芳醫師、顏寬恒委員
辦公室鄭南俠秘書等長官政要
與會蒞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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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全日出席人數高逹3000名，國
外嘉賓有泰國泰國清邁大學

博Kittichai Wantanajittikul博
士及澳洲澳洲利物浦醫院Robba
Rai講師、WRETF世界放射線學
術教育基金會理事沈達亮先生
以及來自日本、韓國、泰國、
馬來西亞、印度尼西亞、越南
及香港、澳門等國際組織的會
長及代表近三十人。而國內與
會人員則包含醫學中心及各醫

45

會人員則包含醫學中心及各醫
療院所醫事放射主管、十所放
射系主任及教師、全國二十縣
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及嘉
義縣牙醫師公會理事長李顧問
口榮、護理師護士等各相關團
體代表與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這是衛生主管機關最高層級長官第一次出席全聯會年會

這份榮耀與各位會員分享

也在此再次感謝會員的熱情參與協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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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108年
年會訊息公告

活動日期：民國108年11月2日（星期六）

會議地點：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會議室

徵稿日期：自108年5月1日起至108年8月2日止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92019年第年第19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徵稿日期：自108年5月1日起至108年8月2日止

投稿方式：
1.網站線上投稿【網址：www.cart.org.tw；請依
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公告進行】

2.接受口頭及壁報以中、英文發表，舉凡內容有
關醫事放射師領域之理論、方法、應用、實證、
個案研究論文，均歡迎投稿。

學員參加積分種類：
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積分16點

48

( )
公務人員7點

學員參加報名方式：
108年10月1日 早上10時起
至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
→繼續教育及活動公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9年第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要報名
※額滿為止，歡迎會員踴躍參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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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度金門離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列

涉及法律臨床實例分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報告人：粟文治 常務監事

E-MAIL: jiun0324@ms58.hinet.net

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對比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結語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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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執行床邊照相

放射師說第一床要照X光囉!這時發現病人、
家屬及護理人員很慌忙的跑出病房，但病房家屬及護理人員很慌忙的跑出病房，但病房
內仍有行動不便的病人在病房內；但依舊給
他照下去，他床家屬很納悶為什麼病房內可
以任意照X光，不能移動的病人（有呼吸器）
也要一起合照嗎？

2019/06/21

在病房執行床邊照相

對病人及放射師可能的影響或傷害：

1 在病房執行床邊照相對病人或放射師可能會有1.在病房執行床邊照相對病人或放射師可能會有

輻射傷害影響。

2.若是在多人病房，應注意照射方向以及有效射

束的範圍，對於無法移動隔壁床病人應給予鉛

屏蔽防護。

3.放射師應依照標準作業流程執行，否則長時間

下來對放射師亦造成影響或傷害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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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師失蹤？婦人困X光室半小時

2019/06/21

照X光女遭掀衣窺私處

【潘姵如╱台北報導】

2007 05 072007-05-07
一名擔任護士的女子上周四
因身體不適，至北市某醫院接
受Ｘ光檢查，當她躺上Ｘ光台
等候時，男放射技術師突然掀
開其檢查服下襬朝私處看，讓
她深感羞辱，事後放射技術師
辯稱，為了確認拍照部位，
「才伸手拉平她的衣服 女「才伸手拉平她的衣服。」女
子氣得大罵：「那種被侵犯的

感覺，就像被強暴的羞辱！」

尊重病人 病人隱私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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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糾紛

對此醫療改革基金會董事長張昱雲直批：「若該

放射技術師 放射師)行為如病患指控 就是逾越放射技術師(放射師)行為如病患指控，就是逾越

專業動作！」她表示，Ｘ光檢查不該出現掀病患

衣服的舉動，女性病患若遇類似情況要大聲喝止

，立即向院方反應以確保自身權益。

2019/06/21

觸犯性騷擾防治法

律師則表示，該放射師的掀衣行為讓病患產生
不舒服感 恐觸犯《性騷擾防法》 若被害人不舒服感，恐觸犯《性騷擾防法》，若被害人
能確實舉證提告，放射師將被處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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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放射師執行放射業務受到質疑

1.放射師執行照相擺位時；當觸碰病人身體前應
先告知病人以示尊重及避免被誤會先告知病人以示尊重及避免被誤會。

2.觸碰病人身體部位應態度莊重，動作輕巧勿重
覆觸摸；不甚觸摸敏感部位時應立即說聲「對
不起」。

3.建議在檢查室裝設錄影監視器。

2019/06/21

女車禍驗傷 X光師指姦

2000-12-19

01：38 被害女子車禍 由男友的01：38 被害女子車禍，由男友的
友人送高雄某醫院急診。

02：00 友人將女子送進X光室，放
射師請其在外等候，留女
子在X光室。

02：08 先在5張X光片上打好拍攝
時間為02：08。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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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車禍驗傷 X光師指姦

02：08~02：30
放射師拍被害人肩膀，她睜開放射師拍被害人肩膀，她睜開
眼睛但無力回應，放射師竟掀
開她上衣脫掉胸罩摸胸部，再
脫掉她裙子及內褲，不顧她月
事來潮，以手指插入下體性侵。
隨後放射師先拍一張胸部X光
片，再請友人進內幫忙，完成
其他4張X光片。

2019/06/21

女車禍驗傷 X光師指姦

02：30~02：45 
被害人再進其他X光室拍2張X被害人再進其他X光室拍2張X
光片，卻耗時15分鐘。
03：00 被害人向男友哭訴遭

放射師性侵，並向警
衛室通報。

08：00 被害人向警方報案。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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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交罪判處

【郭芷余、陳怡靜、陳柏因╱綜合報導】
2007 12 182007-12-18 

高雄某醫院爆發性侵女病患醜聞，現就讀放射
醫學科學博士班的○ ○ ○ ，他七年前在該院
任放射師，曾幫一名車禍女患者拍攝X光片，
趁她因車禍受驚嚇無法言語、雙手麻木無力抵
抗，竟解開她胸罩撫摸胸部，又褪下裙子和內

2019/06/21

抗 竟解開她胸罩撫摸胸部 又褪下裙子和內
褲，不顧她月經來潮，以手指插入下體「指
姦」。高雄高分院更一審最近依強制性交罪判
處三年兩月徒刑。

女性照X光家屬可陪同

避免受害

對於發生放射師對女病患撫胸「指姦」的離譜情事，對於發生放射師對女病患撫胸 指姦」的離譜情事，
多名醫師認為，起因在於男醫護單獨執行檢查，沒家
屬陪同所造成，建議女患者若遇到男醫護單獨檢查時，
應要求女護士或其他人在場，以免受害。高雄市立聯
合醫院放射線科主任表示，照X光為避免金屬鈕扣等
物品干擾，需要更衣，若女患者無法自行更衣，會請
家屬陪同，要不然就請女性醫護人員協助。阮綜合醫

2019/06/21

院急診室主任也說，女病患要進行私密性、侵入性檢
查時，本來就不該由男醫護一人執行，對男醫護相對
也是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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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對比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2019/06/21

結語

病人在放射科照X光發生跌倒事件

【賴心瑩、邱俊吉╱台北報導】2011-06-08 

北市某醫院放射師替老翁照胸部 光時 明北市某醫院放射師替老翁照胸部Ｘ光時，明
知老翁坐輪椅由妻子推進Ｘ光室，竟讓他站
立拍照，導致老翁體力不支後仰摔倒撞擊頭
部死亡。高院昨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放射師
五個月徒刑，得易科罰金十五萬元，但考量

2019/06/21

雙方以一百二十萬元達成和解，因此予緩刑
兩年。全案仍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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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不同姿勢攝影

判決指出，蔡○○（六十八歲）因罹患喉癌第三期，長年在○○醫院接
受治療，二○○七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他坐著輪椅在妻子與外籍女傭協
助下，前往○○醫院影像醫學部，進行例行性胸部Ｘ光檢查。助下 前往○○醫院影像醫學部 進行例行性胸部Ｘ光檢查
不過，當時值班的醫事放射師明知蔡翁由妻子推輪椅進Ｘ光室，竟未詢

問蔡妻患者能否自行站立，任由蔡妻及女傭合力將蔡翁從輪椅上扶起，站
在Ｘ光機前方，放射師轉身要進Ｘ光控制室準備開始攝影時，蔡翁即因體
力不支身體往後仰摔倒，頭部撞擊地面導致顱內出血，經急救後仍因呼吸
衰竭死亡。家屬不滿蔡翁竟因照Ｘ光摔死，憤而提告。
放射師出庭時告訴法官，當時有開口問家屬患者能否自行站立，家屬回

答可以他才以站姿攝影，並稱死者因喉癌住院，四個半月內曾以站姿接受
Ｘ光攝影十一次，連肺部感染住院時都未跌倒，事先的確無法預知蔡翁有
跌倒之虞。但蔡妻否認當時放射師有問她丈夫能否站立。
高院認為 根據醫院影像醫院部 光攝影作業流程及放射師執行 光攝

2019/06/21

高院認為，根據醫院影像醫院部Ｘ光攝影作業流程及放射師執行Ｘ光攝
影檢查業務常規，若受檢者不是自行步入Ｘ光室時應問陪同者有關患者能
否自行站立等問題，若無法站立就應通知醫師改採不同姿勢攝影。

已和解予緩刑兩年

醫審會鑑定也指蔡翁死因是顱內出血而非喉
癌 因此認定放射師確有過失 昨依業務過癌，因此認定放射師確有過失，昨依業務過
失致死罪判他五月徒刑，但考量雙方以一百
二十萬元達成和解，因此予緩刑兩年。記者
昨無法聯繫上放射師，醫院僅回應：「需要
時間研究是否要再上訴，目前暫無其他想

2019/06/21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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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病人跌倒措施

檢查前依當時病人狀況先調整好照射條件參數。

無法配合站立姿病人應通知臨床醫師改採其他姿勢照無法配合站立姿病人應通知臨床醫師改採其他姿勢照
射；若因病情需要站立姿應請家屬身著防護鉛衣物在
檢查室內爲其攙扶或以防跌倒裝置加以固定。

不能配合又無家屬者且需站立照；此時也應通知臨床
醫師因病人恐有跌倒疑慮建議改採其他姿勢照射。

2019/06/21

放射師不要應注意而未注意

哪些病患容易跌倒（高危險群病患）
 年紀大於65歲

 乏人照顧的病人

 曾有跌倒病史 曾有跌倒病史

 步態不穩

 貧血或姿勢性低血壓

 服用影響意識或活動之藥物，例如：利尿劑、止痛劑、輕
瀉劑、鎮靜安眠藥、心血管用藥。

 營養不良、虛弱、頭暈

2019/06/21

 意識障礙（失去定向感、躁動混亂）

 睡眠障礙

 肢體功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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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後續引發

造成病人身體損傷

延長住院天數

增加醫療資源耗用

引起醫療糾紛

2019/06/21

預防病人跌倒及降低傷害程度

是全體醫療團隊共同的責任

防跌倒裝置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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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對比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2019/06/21

結語

注射對比劑致死

2009-12-31 
台中一名29歲少婦1個月前台中一名29歲少婦1個月前
因為腹部積水到醫院檢查，
進出醫院多次後，卻在日前
發生猝死意外，她的先生質
疑少婦是因為注射對比劑致
死，並指出少婦1個月內注
射2次對比劑，2次都出現身
體不適的狀況，且在最後一

2019/06/21

體不適的狀況 且在最後一
次注射後的2小時就喪命，
質疑是對比劑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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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劑致死健保漠視

【吳佩芬╱台北報導】

2005 07 282005-07-28

一名年輕男子半年前在北
部某醫學中心進行泌尿道
檢查腎功能時，因對離子
性對比劑過敏猝死。放射
線科醫師指出，另一種較
安全的非離子性對比劑，

2019/06/21

安全的非離子性對比劑，
因費用較高，健保給付限
制嚴格，約九成病人都無
法獲給付。

電腦斷層掃描所用的非離子性對比劑，
安全性較高。

術前注射對比劑 男呼吸困難猝死

【汪智博╱台東報導】 2011-06-18

台東一名男子治療腎結石 16日到某醫院準備接台東一名男子治療腎結石，16日到某醫院準備接
受手術，但在醫師完成術前對比劑注射後十餘分
鐘，出現呼吸困難、血壓急速下降，院方搶救仍
不治，家屬不滿好端端的一個人就這麼走了，要
求醫院給交代；院方初判，死因是嚴重過敏休克
致死，但術前已經向患者確認有無過敏病史並簽

2019/06/21

致死 但術前已經向患者確認有無過敏病史並簽
下同意書，「醫院會主動協助家屬提出藥物傷害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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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不適醫未理

死者妻子說，其丈夫55歲，在高雄某大學人事處擔任祕書，
日前在高雄查出有腎結石，經親友介紹回台東找認識醫師日前在高雄查出有腎結石 經親友介紹回台東找認識醫師
開刀，沒想到注射對比劑後，短短一個多小時就出現呼吸
困難、盜汗、手指末端發黑狀況，「我先生向醫師反映，
醫師說再忍耐一下，最後是他受不了自行走出攝影室，沒
想到就這麼走了。」
醫院放射科主任昨說，其臨床已為病患注射對比劑超過25
年，「還沒見過類似○先生情況。」
主任說，施打對比劑前，都會再三確認患者有無氣喘、對

2019/06/21

主任說，施打對比劑前，都會再三確認患者有無氣喘、對
海鮮會不會過敏，或其他過敏病史等，「我們向病人再次
確認，並完成同意書簽署後才施打離子性對比劑，依規定
執行。」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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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1

藥物過敏休克意外

經過：

甲為醫院放射科護士，負責該院放射科之護理工作

（包括注射顯影劑） 病患於民國94年12月12日上午（包括注射顯影劑），病患於民國94年12月12日上午

11時因腎臟結石而前往醫院放射科檢查室進行「靜脈

注射泌尿系統Ｘ光檢查」(intravenous pyelography簡稱

IVP)，病患於「IVP檢查同意書」背面之過去病史欄勾

選「其他過敏病史」之選項，表示其曾有身體過敏反

應，甲見狀僅詢問病患是否對食物、藥物過敏，並未詢

2019/06/21

問醫師及善盡應注意之義務，即自行於Ｘ光檢查同意書

之「其他過敏病史」欄位前畫「X」，進而對病患注射

顯影劑，不幸病患因顯影劑過敏，導致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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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過敏休克意外

死因：
經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死因係因顯影劑過經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 死因係因顯影劑過
敏導致休克死亡，其死亡方式為意外（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法醫理字第0940005527號函鑑定書）。

檢察官：
甲身為放射科之護士，對病患於施打顯影劑之前，
應先詢問病患是否曾有過敏病史，且於病患表示曾
有過敏症狀時，應詢問醫師並由醫師對病患施做詳

2019/06/21

細檢查，進而決定病患是否適合施打顯影劑等醫療
處置，經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辦，依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提起公訴。

藥物過敏休克意外
法院：

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行中，甲（護士）先
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告知被告簡式審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告知被告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理人、辯護人及輔佐
人之意見後，裁定進行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之1 第1 項）。經核甲所犯係輕罪，又於準備程
序中「認罪」，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合議
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行「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甲（護士）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
處有期徒刑壹年 適逢民國96年罪犯減刑條例於96年7

2019/06/21

處有期徒刑壹年，適逢民國96年罪犯減刑條例於96年7
月14日生效，減為有期徒刑陸月，如易科罰金，以參
佰元折算壹日。緩刑參年（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年度
訴字第2722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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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權益

放射線醫學會理事長表示，新加坡、美國已全面
改用非離子性對比劑，韓國非離子性使用率也達改用非離子性對比劑 韓國非離子性使用率也達
七到八成，台灣卻只有兩到三成。有醫師指出，
副作用較低的非離子性顯影劑，健保局給付只佔
申報數量的十分之一。

血管攝影、電腦斷層掃描等檢查需使用對比劑
（1000201起健保給付非離子性顯影劑），醫院的
使用量極大。榮民醫院院長表示，以二千到三千

2019/06/21

使用量極大。榮民醫院院長表示，以二千到三千
床的醫學中心為例，一天就有一百、二百人進行
電腦斷層掃描，其中約四分之三患者需要用到顯
影劑。

注射對比劑規範-1

注射前檢視申請單上的過敏註記應再次確認患者無過
敏史反應(對食物類過敏) 、其它疾病 (有無服藥)。敏史反應(對食物類過敏) 、其它疾病 (有無服藥)。

檢查前應告知受檢者(家屬)，檢查項目、目的、過程
並核對同意書內容填寫完整及簽章完畢。

注射時詢問關懷病人情況，注意注射部位是否有腫脹、
疼痛現象。

注意病人是否有噁心 打噴嚏 呵欠 咳嗽 耳鳴

2019/06/21

注意病人是否有噁心、打噴嚏、呵欠、咳嗽、耳鳴、
嘔吐情形，必要時停止注射，放置靜脈留置針，密切
觀察病人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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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對比劑規範-2

檢查區需備抗過敏反應、急救所需要之藥物及器
械，如抗組織胺、可體松衍生物、氧氣、氣管插械 如抗組織胺 可體松衍生物 氧氣 氣管插
管、心臟電擊器等。

注射位置局部紅斑、癢或無癢性蕁麻疹、風疹塊
嚴重者給予藥物處理如抗組織胺、可體松衍生物

如有嚴重全身性反應（呼吸困難、心跳變慢、低
血壓休克 ）；在場醫護人員應立即啟動急救措施。
遵照部（科）制定顯影劑外漏及過敏處置作業流

2019/06/21

遵照部（科）制定顯影劑外漏及過敏處置作業流
程。

醫院護士打針漏針 險害病患截肢

【林媛玲／新北報導】 2013-06-15

新北市年逾7旬的男子日前因暈眩昏迷送醫 未料新北市年逾7旬的男子日前因暈眩昏迷送醫，未料
護士替他施打葡萄糖針時，疑因針頭未打入血管
「漏針」，老翁多次喊痛提醒，卻被護士回應是正
常現象，直到3小時後他手腫脹發黑，才遭另名護
士制止拔除針劑，老翁經住院5天開刀3次清創，至
今仍住院觀察，家屬痛斥護士草率讓病患受罪，質

2019/06/21

今仍住院觀察 家屬痛斥護士草率讓病患受罪 質
疑：「再晚一點發現豈不截肢？」

醫院坦承疏失，表示已在第一時間提供患者治療，
讓症狀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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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翁因護士注射漏針，致左手腫脹發黑 老翁左手無端遭劃開3刀，讓血水流出清創

2019/06/21

事隔3天，老翁左手依舊腫脹 左手比右手腫大3倍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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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未告知罹癌 害死婦判賠617萬

2014-02-06

在醫院工作檢查出惡性腫瘤卻未被告知 不幸枉在醫院工作檢查出惡性腫瘤卻未被告知，不幸枉
死。台中某醫院，5年前安排員工健康檢查，發現
職能治療師，肺部有腫瘤，但卻沒有告知，一年
後，這名治療師發現異狀就醫，才發現已經擴散
為肺腺癌末期，去年二月不幸病逝。家屬控告醫
院，隱匿病情釀成悲劇，法院最近判決出爐，醫

2019/06/21

院 隱匿病情釀成悲劇 法院最近判決出爐 醫
院跟放射科前主任，得判賠617萬元

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對比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2019/06/21

結語

45



2019/6/6

21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病人在檢查室內跌倒、骨折。(地板有水)
站立照胸部X光隨即暈倒撞到頭部；顱內出血數
日後死亡。

病人自檢查檯掉下來、顱內出血。
病人移到檢查檯時病床未固定，病人跌落地面。
病人腳踩輪椅踏板以致於輪椅懸空翹起來。
病人躺下或起身時頭部碰撞到Tube
長期臥床中風病人照 Chest，欲將雙手拉至身體

2019/06/21

長期臥床中風病人照 Chest，欲將雙手拉至身體
二側，造成骨折。

搬移病人做檢查造成骨折、脫臼、皮膚破皮。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遙控透視檢查台站起或頭端低時，忘記請病
人抓住兩邊扶手以致於病人緊張受到驚嚇。

搬移病人把CVP line 、endo、AV shunt等拉出、
片匣壓破管線等。

MRI的禁忌(心律調節器、心臟瓣膜、沙袋、
鋼瓶、聽診器、清潔器具、未用監測器)。

顯影劑漏針後腫脹需清創治療。
數位影像處理器當機造成影像無法復原

2019/06/21

數位影像處理器當機造成影像無法復原
張冠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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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對比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2019/06/21

結論

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通報制度的推動，不僅可藉此發覺錯誤、分析
錯誤的本質與原因，進而建立預防錯誤發生的錯誤的本質與原因 進而建立預防錯誤發生的
機制，避免同樣的錯誤反覆發生於不同的機構
或個人，進而達到建立安全醫療環境的目標。

通報原則：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採匿名、自願、不究責
、保密與共同學習五大原則，通報者無須表達
個人真實姓名 所通報之事件內容若牽涉到個

2019/06/21

個人真實姓名，所通報之事件內容若牽涉到個
人或機構名稱亦遭系統去除，無任何究責機制
，純粹以共同學習避免錯誤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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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爭議處理作業原則

當發生可能成為醫療爭議的醫療不良事件，除立
即填寫異常事件通報單外並聯絡醫審會執行秘書即填寫異常事件通報單外並聯絡醫審會執行秘書

，將主動發給「醫療事故發生紀錄單」，了解事

故經過與所需院方立即提供之協助事項，並請科

主任協助介入治療，以避免後續演變為醫療糾紛

（病患尚未產生抱怨前通報，可減少醫療爭議費

用分攤 賠償金）

2019/06/21

用分攤10％賠償金）

以上為亞東紀念醫院的做法

內容大綱

執行放射業務的醫療糾紛案例

防止病人跌倒的措施與裝置

注射顯影劑發生的意外

曾發生放射檢查醫療疏失事件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2019/06/21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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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參照標準作業流程執行放射業務參照標準作業流程執行放射業務

執行放射檢查以病人安全為考量

共同營造出優質安全的就醫環境

提升醫療品質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2019/06/21

獻給服務職場醫事放射師

參考資料來源：

2019/06/21

參考資料來源：
1.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
2.蘋果日報
3.中天新聞台
4.臺灣醫界 2010, Vol.53, No.2

5.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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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8年度金門離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列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與醫事倫理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
洪三和主任委員洪三和主任委員

108/06/21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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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醫放師五大

核心制定

UGY 、PGY之

護照修訂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學術委員會

醫放期刊編定

活動規劃

人才資料庫建

置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故針對臨床醫事放射師之臨床訓練與發展
制定相關課程，並按照北、中、南、東依
會員人數等比例開課。

• 針對臨床研究與學術發展，暫時停止相關
課程與活動，並擬訂相關合作辦法後，與
各學會一同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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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 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
否相呼應，適時修正檢討是否與臨床醫放
師工作價值相符合。

• 五大核心價值設定應以UGY 、PGY護照編
定為起始點，制定出一個醫放師於職場前
後一貫式的訓練計畫及專業。

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評核內容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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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評核內容之探討

評
核
項
目目
與
五
大
核
心
能
力
對
應
關關
係

UGY 、PGY之護照修訂
• 檢討護照內容是否符合學員學習所需。

• 針對臨床教師評核與回饋內容簡化，降低
臨床教師教學負擔。

• 將護照電子化，或者制定公版實習護照提
供各院制定自己的雲端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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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期刊編定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 除•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除
接收學術研究類文章外，應增加宣導類及
推廣類文章及報導，故應需重新定位其價
值所在。

• 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
查方式的介紹。

人才資料庫建置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 需•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需
建立各專業類別之資料庫，以方便全國各
單位對於醫放師之專業需求。

• 雖然目前醫放師人才濟濟，但需要時卻找
不到該專業人士，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不到該專業人士 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
資料表為主要方式來統計各類別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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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

『醫事放射師』誓詞

•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
我願意善盡天職 無怨無尤 以造服病患為首願•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服病患為首願

• 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升品質為己任
•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
• 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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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與專業
• 醫事作為一種職業與一門專業之不同意涵

•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之所以可能之判準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是一種工作，乃社會結構中的一項活動
「職業」具有兩方面的意涵：
(一)在社會中個人為謀生計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所謂「謀生計」的工作，主要是指：一份可以賺錢
的工作，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工作 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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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二)職份內所應做的事
從事一項職業必有其行動之規準與內涵，即
是在職份內所應當從事的行為。每一項職業
自有其相應之行為規範，使其得以更積極地
進入社會、參與社會；此即謂之「職業道德」
。

職業
「職業」之為一種工作，必有幾項要素：
1.專精的。
2.固定的。
3.為社會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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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職業」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必有其必要之性

質，更嚴謹的定義，一項「職業」應是：
1.合理的(合乎理性的)。
2.不違反社會道德的。
3.合乎社會規範的。

職業
問題討論

職業的意義– 職業的意義
1.軍人與殺手的對比
2.劊子手與殺手的對比
---------------------------------------------------------------------

– 一項職業，作為一種社會活動而言，之所以成其為一項職
業，其重點即在於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項因素，必要促進社
會整體之和諧與福祉，因此，凡有破壞或妨礙社會整體之
和諧與福祉的所謂「職業」都是不能被容許的，當然不得
稱其為一項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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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一)廣泛來說，「專業」是專門從事某種工作

或行業
-只要長久地或熟悉地做一份工作、熟練一種動
作技巧，都可以說是「專業」！

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二)嚴格而言，「專業」意指專精於某方面知

備識，具備相關才能與從業倫理或道德的人
- 每一專業自有其專業所處之特殊情境，情境內
的和諧與順暢，方有助於專業的進步與發展。

-專業的倫理情境或道德境遇，專業從業者亦必
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
實踐，此即「專業倫理」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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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工作是一門專業也可是一種職業

(一)職業是以賺錢為目的，醫事專業是以促進
健康為目的。

(二)職業有職業道德，專業有專業倫理。
(三)職業可有許多且可隨時更換，專業乃一個

人終其一生的生涯事業。
-「專業」不只是一份工作或一種職業，而是我們生涯內專
精的一項事業。
-職業乃專業實務工作的展現，一門專業的實務工作可相應多
種職業。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
疇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
主性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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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
聲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 此一判準是一種行業或事業成其為一門專
業最為顯明的依據。

• 理論與實務乃呈現一動力結構：邏輯上，
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 卻往往是實務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卻往往是實務
先於理論。而於現實而言，「技術」正是
理論與實務的表徵。

61



2019/6/6

13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疇
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主性

• 專業需要有真實的技能(技術導向)。
• 專業的陶成，須有經過審定的專門課程以
教育專業學習者 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教育專業學習者，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
照或執照，以確立其專業人員執行實務的
權威性以及受到法律的保障──科學與技
術為大眾所確認。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 從事一門專業，即是投入於其中、專注事
業、關心其發展，必要時為其犧牲奉獻一
己之心力。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 醫事專業•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醫事專業
要求從業人員拿出奉獻精神。在如此的信
念下，各國或各地的醫事專業人員均有其
倫理信條r及主張的內容，其內涵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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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 我們幫助他人一定要使我們幫助的人得到
更多的福利與更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服
務。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 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一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命保障與健全，更需要心與腦的兼顧，德
行與知識的相輔相成，才能使患病者獲得
最完滿的服務。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聲
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 任何專業均應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業組織，即「協會」或
「學會」。

• 藉著協會的組織力量、組織的聯繫與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
砥礪 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 獲取人們對醫療砥礪，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獲取人們對醫療
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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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還需要專
業人彼此之間的互助、砥礪與督促。

• 最重要的是專業人要共同建立起專業的責
任心或責任感。

• 專業的自主性得自專業權威而來的自主意
識 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 能負識，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能負
起責任，一肩扛得起該做之事及其一切後
果。

倫理

• 原自希臘文本意為：風格、習慣；
• 在中文的解釋倫為輩份、次序亦指人際關
係。

• 理就是道理；倫理：指人群關係應有的行
為法則
也是 種能辦別對與錯的行為素養• 也是一種能辦別對與錯的行為素養

• 倫理的標準源自於人類的判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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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 描述性倫理：兩性關係、專業團體之倫理
範規範。

• 純倫理(後設倫理學)：解釋某種行為道德的
理由，並分析主要倫理學名詞之意義如權
利、美德加以分析推論其行為是否合於邏
輯。輯

醫事倫理

• 廣義地說，可泛指發生在醫療過程中，存
在於醫療照護人員 病人 家屬及整個社在於醫療照護人員、病人、家屬及整個社
會之間，與道德價值判斷相關的所有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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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的目的

• 保障病人的權利
護病 的安 與健康• 維護病人的安全與健康

「倫理」或「道德」
• 「倫理」主要是關乎人與人之間關係和諧的要理。
• 「道德」則是在乎人之行為的達至倫理之善。
•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都必然且必須會作倫理(道
德)的價值判斷。

• 專業是人一生的生涯事業，專業工作占據生活中的
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
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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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呼喚
(一)「良心」時刻監督著我們的言行，亦時時

提醒著我們的作為，猶如小蟋蟀提醒著小
木偶。

(二)一旦我們有了不當之作為，我們自己會知
道，即使表面不願承認，卻也逃不過良心
的譴責。的譴責

良心的呼喚
(三)一個人之所以堪稱成為一個人，就是因為良心

內存於己之生命中 而非由外在給予 猶如小內存於己之生命中，而非由外在給予，猶如小
蟋蟀在小木偶成為一個真小孩時，即離他而去
。

(四)「良心」本身並不是什麼目的與價值，卻是讓
我們得以成就更高價值，以迄絕對價值的靈明
。。

(五)「良心」是道德之無上命令的顯發處，猶如小
仙女對小木偶所發的指令：只有作為一個憑良
心做好事的乖孩子，才能變成一名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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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判準
• 自由意志：表現主要在於病人自主意願的表達醫療的過
程中 欲取得病人的同意 得考慮：程中，欲取得病人的同意，得考慮：

-告知(Disclosure)
「是否以病人了解的方式使病人接收到充分的相關訊息？」
-能力(Capacity)
「以病人目前的情況，是否足以充分了解被告知的相關訊息
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
-自願( Voluntariness) 
「病人是否真的是在無生理約束、心理威脅或不當資訊之操
控下而自由地作出決定？」

專業倫理判準
• 卓越：這樣做，會不會使我的能力更為卓
越

-專業人從事專業工作的卓越，是以豐富的知識落實為高超
、精巧的技術而產生精緻化的專業服務，創造福祉；這是永
無止境的努力所成就的道德意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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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判準
• 和諧：這樣做，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和諧：這樣做 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
更為和諧

-專業從業的最高倫理判準，亦為從事專業的最大意
義。
-追求高品質、精緻的專業服務，就是各個專業的從
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 發揮所長 盡 己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發揮所長，盡一己
之力貢獻於社會，使得整個群體關係和諧，享有美
善的生活。

自主原則

• 思想(Thought)自主：一個人的情緒正常，
具備穩定的理性思考能力具備穩定的理性思考能力。

• 意願(Will)自主：一個人具有決定自己意願
的能力與權利的自由。

• 行動(Action)自主：一個人具有自由行動的
能力與權利。能力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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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醫事專業面對自主能力缺乏或不完全的病
人 有兩方面需考量人，有兩方面需考量：
• 代理自主於倫理上的有效性。
• 精神狀態的不健全與自主能力的衡量。

自主原則

•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可由「人 事 時 地 物 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可由「人、事、時、地、物」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 在人方面，醫事人員在面對不同的對象，除了注意
適度的調整自己的用語之外，並尋求其他醫療人員
的幫忙，且適時地請病人或其家屬復誦其所接收到
的訊息，可幫助醫療人員了解病人的理解到什麼程
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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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 在事方面，什麼該先說、什麼可放在後面說、什
麼必須要說、什麼可不必要說，還有很重要的是麼必須要說、什麼可不必要說，還有很重要的是
，該如何切入主題、又該如何結尾。

• 在時間方面，時間點的選擇卻是相當重要的，也
就是說，該在什麼樣的時間告知以及告知時間長
短的拿捏，都是要配合病人及其親屬的情況。

自主原則

• 在地點方面，如果有可能，可選擇一舒適、安逸
、且保有隱私的地方告知。、且保有隱私的地方告知。

• 在物品方面，在告知與解釋的時候，有些什麼輔
助的東西可茲利用，以利病人及其親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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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法律

• 法律乃後天人為訂定，用以規範人之外在
行為的「他律強制性 規範 倫理為人天行為的「他律強制性」規範；倫理為人天
性本然，規範人內心生活之「自律性」規
範

倫理與法律

• 法律是別人要求我、別人評判我；倫理則
是自己要求自己 自己評價自己是自己要求自己、自己評價自己

• 法律是人過生活的起碼需求，倫理則帶領
人趨向美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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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

• 醫事倫理即是在日復一日的醫療專業實務
工作中 支配 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工作中，支配、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
有的行為規範之原理、原則以及專業作為
所應創造的倫理價值。

• 醫事倫理必須提出一套倫理規範與道德理
想，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以導引醫事工想 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 以導引醫事工
作者在現實具體的實務行為上達至更好、
甚至最好的醫療照護。

Thank you everyone!!

73



2019/6/6

1

輻射防護雲化申辦流程與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理事

李桂樑

大綱

•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輻射防護人員)設置

•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

• 教育訓練申請及積分申報

• 登記類設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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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帳號新申請-
尚未取得帳號，首次申辦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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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相關功能下點選
業者帳號申請<未列案或未
取得證照知業者>

5

單位帳號新申請

1) 詳閱教示宣告
2) 點選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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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單位地址即醫療機構開業
執照之地址

3)營利事業地址應與單位地 請填寫完整(含門牌號碼)3)營利事業地址應與單位地
址相同

4)單位編號(帳號)為雲化系統
登入帳號

5)申辦文件此階段不用上傳
6)填寫完成後，到畫面最上端

點選存檔及邏輯檢查

請填寫完整(含門牌號碼)

請填寫完整(含門牌號碼)

~貼心提醒~
畫面靜止超過30分鐘，
請參考步驟5重新登入。

暫不用上傳文件

7

1)點選上方列印申請書
2)申請書列印後，請於下方簽名並用

印印
3)申請書及其他申辦文件合併為一份

PDF檔

申辦文件：
醫療機構開業執照

單位帳號新申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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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畫面下方申辦文件，點選
選擇檔案，上傳合併完成之
PDF檔
回到畫面最上方 點選送審2)回到畫面最上方，點選送審

3)存檔成功，按下確定
4)原能會進行審查

單位帳號新申請

9

單位帳號新申請-
補件、未核可修改或重印申請書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78



2019/6/6

6

1)重新回到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
統登入畫面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2) 相關功能下點選業者未核准
帳號修正<修正重送、重印、
上傳PDF檔>

3) 填寫全部欄位，按下確定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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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帳號基本資料異動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業者帳號登入

業者帳號異動
TEST00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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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者為必填欄位

2)若變更項目為：
營利事業名稱/地址或
單位名稱/地址 或單位名稱/地址 或
負責人，
請於申辦文件區檢附
醫療機構開業執照
PDF檔

3)免書面審查項目，申辦文件
區請上傳任意一份PDF檔

4)填寫完成點選畫面最上方
存檔及邏輯檢查

5)存檔成功，按下確定
6)原能會進行審查

單位編號(帳號)無法異動，
如有需求請申請新帳號。

15

一定要上傳PDF檔，否則無法存檔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以 寄發核准通知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以 寄發核准通知
原能會核准

 變更單位電話/電子郵件/聯絡人，系統自動更新。
 需審查項目，待收到核准通知信後，請至各別輻射源點選資料異動，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並送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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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可隨時登入雲化系統

查看案件申辦進度

暫 存：表示尚未送審

傳送成功：表示已成功送審

等待原能會審查

傳送成功 表示已成功送審

承 辦 中：表示原能會正在審查

補 件：請申請人依原能會的

審查意見進行補件

業者帳號異動

17

人員帳號新申請-
尚未取得帳號或已有證書人員帳號補登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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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
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
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相關功能下點選
人員帳號<新申請、未核可修
改、帳號補登>改 帳號補登>

5) 填寫*符號欄位，按下確定

19

1) 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 若無身分證統一編號，請
點選其他，並輸入證件編號點選其他 並輸入證件編號

3) 上傳身分證影本PDF檔一份：
身分證或
健保卡或
駕照 或
護照 或
居留證影本

4) 點選 送審
5) 存檔成功，按下確定
6)原能會進行審查

請填寫完整(含門牌號碼)

~貼心提醒~
畫面靜止超過30分鐘，
請回到步驟1重新填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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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帳號基本資料異動(含密碼變更)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3)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
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
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4)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5)點選個人帳號登入

人員帳號異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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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 人員帳號(LICACC)
2) 點選 帳號修改

23

人員帳號異動

1)修改個人基本資料或密碼

2)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3)點選存檔
4)存檔成功，按下確定
5)資料變更完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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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帳號忘記密碼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3)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
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
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4)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5) 點選個人帳號
6) 點選忘記密碼

26

人員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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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寫全部欄位
2)輸入新密碼
3)上傳身分證影本PDF檔一份：

身分證或身分證或
健保卡或
駕照 或
護照 或
居留證影本

4)填寫完成，點選確定
5)存檔成功，按下確定
6)原能會進行審查

27

人員忘記密碼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以 寄發核准通知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以 寄發核准通知
原能會核准

28

人員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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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新申請

輻防管理組織及
輻射防護人員設置

•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異動申辦

29

新申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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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動申辦

31

輻射防護人員

• 新申請

• 期滿或逾期換發

• 遺失、損毀補發

• 登載事項變更• 登載事項變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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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新申請

33

輻防證書-新申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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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期滿或逾期換發

35

輻防證書-遺失、損毀補發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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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登載事項變更

37

•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新申請(尚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新申請(尚未建立品保組織者)

異動申辦(已建立品保組織者)

•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不合格檢查(改善結果回報)

原能會要求申報事項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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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新申請(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39

40

93



2019/6/6

21

41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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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新申請(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43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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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45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新申請(尚未建立品保組織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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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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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異動申辦(已建立品保組織者)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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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不合格檢查(改善結果回報)

51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原能會要求申報事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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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注意:請以個人帳

號(ID)進行申辦

•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注意:請以醫療院所帳

號(醫療機構代碼)進行申辦( )

•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注意:請以醫療院所帳

號(醫療機構代碼)進行申辦

53

教育訓練申請及積分申報

• 舉辦前訓練課程申請

新申請

申辦修改及查詢

核定查詢

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教育積分申報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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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新申請

55

申請書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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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

57

教育訓練課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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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
申辦修改及查詢

59

教育訓練課程-
核定查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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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教育積分申報

61

核准文號或依法授權課
後核備者，必填 !

下載範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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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表

63

登記類設備

• 取得及使用射源
進口申辦(一般業者)-申請設備使用，且設備由國外進口。進口申辦(一般業者) 申請設備使用 且設備由國外進口

進口申辦(自銷售服務業提貨)-適用於一般業者申請設備使用，且設備自

銷售業者進口，以進口簽准文號提貨。

設備轉入-設備已由出讓方轉出，受讓方申請使用。

• 輻射源管理及異動
設備暫時停用-設備因故暫時停用，停用期限二年。

設備恢復使用-停用中設備恢復使用。設備恢復使用 停用中設備恢復使用

資料異動申辦-登載事項異動(含人員異動、變更使用場所、改裝)。

• 不再使用輻射源
設備轉出-設備轉讓其他單位，由出讓方先行辦理轉出。

設備出口-設備不再使用並以出口方式處理。

設備永久停用(國內報廢)-設備不再使用並於國內報廢處理。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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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修正-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其輻射作業管理辦法

條(項)款 修正條文（107年） 現行條文 說明

25 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放射性物質

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其設施經

營者應每五年於同意登記月份之前

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放射性物質

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其設施經

營者應每五年於同意登記日之相當

 鬆綁。

 範例：

【舊】原應於107 12 12之前後1個月執營者應每五年於同意登記月份之前

後三個月內，實施輻射安全測試，

並留存紀錄備查。

營者應每五年於同意登記日之相當

日前後一個月內，實施輻射安全測

試，並留存紀錄備查。

【舊】原應於107.12.12之前後1個月執

行測報。

【新】承上，放寬為9/1～3/31期間執

行測報。

45-3 新增:

前項第三款屬醫療用途之車載型可
發生游離輻射設備者，得經主管機
關公告免申請租借許可。

申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之租借許可者，應符合下列資
格之一：
……
三、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需為移動型、櫃型、車載型或
供校正用之放射性物質供校正用之放射性物質。
……

一般業者申請自銷售服務業提領國外設備及使用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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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

銷售服務業或代理人(如報關行等)

到海關辦理報關作業

▼

提貨

▼

安裝

提
貨

輻防銷售服務業

到海關倉儲提貨與運送

輻防銷售服務業

進行到貨安裝▼

測試

進行到貨安裝

申請人或輻防偵測服務業

實施X光機之輻射安全測試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業者帳號登入

TEST0001使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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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進口申辦-自銷售服務業提貨
4) 填寫銷售服務業進口申請之簽審核准文號4) 填寫銷售服務業進口申請之簽審核准文號
5) 點選提貨
6) 點選查詢
7) 勾選查詢結果中之簽審核准文號
8) 點選申辦

使用申請

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進口申辦 一般業者3) 點選進口申辦-一般業者
4) 依簽審核准文號點選申請案

使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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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 使用(停用)場所地址及位置
為必(詳)填欄位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

xx

3)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
4) 點選上傳申辦文件選擇檔案

上傳輻射安全測試報告.pdf

~貼心提醒~
因每一申請案只能讀取一
個pdf檔。後續補件的內容
都應先與原上傳的內容合併
，另存成一個新的完整的pdf

檔，然後再重新上傳。

使用申請

1) 點選暫存
2) 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使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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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以 寄發登記備查核准通知
並夾帶登記備查證明文件並夾帶登記備查證明文件

原能會核准

使用申請

申請設備轉讓與持有
(一方轉出／另一方轉入)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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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轉出方)業者帳號登入

轉出申請

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設備轉出3) 點選設備轉出
4) 點選擬轉出的設備

(範例：登設字1028783號)

5) 點選異動申辦

轉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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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 使用(停用)場所地址及位置
為必(詳)填欄位

3)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
4) 出(受)讓單位編號請填入

受讓方的雲化系統帳號
[註]系統自動於出(受)讓單位名稱帶出資料

5) 規費欄位勾選免繳交
6) 測試報告勾選免填寫

事先問妥轉入方(即受讓方)
的雲化系統帳號，在此填入的雲化系統帳號，在此填入

轉出申請

1) 點選暫存
2) 出現存檔成功時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3) 點選送審
4) 出現新增成功時點選確定
5) 等待受讓方(即轉入方)辦理

出讓確認及轉入

▼

▼

輻防雲化系統以 寄發通知信給受讓方
通知受讓方繼續辦理設備出讓確認及轉入

轉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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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

▼

運
送

申請人或輻防銷售服務業

從轉出方運送設備至轉入方

▼

銷售庫存

或

到貨因故未安裝

【申辦持有的原因】

 (銷售業者適用)因銷售目的而轉入庫存

 (一般業者適用)到貨後因故無法進行安裝

 (一般業者適用)因故未能於１年內完成安裝或改裝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 輻射防護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受讓方)業者帳號登入

轉入持有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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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 使用(停用)場所地址及位置
為必(詳)填欄位( )

3)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
4) 執照狀態下拉選擇持有
5) 規費欄位勾選須繳交
6) 繳費方式自行下拉選擇
7) 審查費填寫1000
5) 測試報告勾選免填寫
6) 業者備註欄位應說明申請持

有的原因及需求時間

轉入持有
沒錯要繳費1000

1) 點選暫存
2) 出現存檔成功時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3) 點選送審
4) 出現新增成功時點選確定
5) 等待原能會審查

▼

▼

轉入持有
申請

等待原能會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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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設備轉讓與使用
(一方轉出／另一方轉入)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轉出方)業者帳號登入

轉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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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送審
2) 點選確定

如前述轉出
完成囉！

3) 轉出案件完成

完成囉！

運 申請人或輻防銷售服務業

運送

▼

安裝

▼

測試

運
送

從轉出方運送設備至轉入方

申請人或輻防銷售服務業

進行到貨安裝

測試 申請人或輻防偵測服務業

實施Ｘ光機之輻射安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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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 輻射防護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受讓方)業者帳號登入

轉入使用
申請

1) 有*符號者為必填欄位

2) 使用(停用)場所地址及位置
為必(詳)填欄位

3) 點選重新讀取帳號基本資料
4) 執照狀態下拉選擇使用
5) 規費欄位勾選須繳交
6) 繳費方式自行下拉選擇
7) 測試報告勾選須填寫
8) 上傳申辦文件選擇檔案上傳

輻射安全測試報告

轉入使用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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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暫存
2) 出現存檔成功時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3) 點選送審
4) 出現新增成功時點選確定
5) 等待原能會審查

▼

▼

轉入使用
申請

等待原能會審查

▼

1) 點選暫存
2) 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

完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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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業者申請-設備暫時停用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設備暫時停用
4) 點選申請暫時停用之設備

設備暫時停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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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異動申辦

2) 確認基本資料及明細資料

3) 請填寫-停用地址及位置3) 請填寫 停用地址及位置

4) 繳費方式-點選免繳交

5) 測試報告-點選免填寫

6) 業者備註欄-請填寫停用

原因及連絡人資訊
▼

設備暫時停用申請

~貼心提醒~
機構已歇業，設備不得辦理暫時停用

請依規定辦理本設備之永久停用或轉出。

1) 點選暫存)
2) 出現存檔成功
3) 點選送審
4) 出現新增成功

設備暫時停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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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業者申請設備永久停用(國內報廢)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設備永久停用3) 點選設備永久停用
4) 點選永久停用之設備

永久停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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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異動申辦
2) 確認基本資料及明細資料
3) 點選免繳費

點選測試報告免填寫
▼

4) 點選測試報告免填寫
5) 點選上傳申辦文件選擇檔

案
﹝上傳自行破壞設備至不
堪使用照片(含雲化所載
之廠牌、型號及序號)之
pdf檔；若無法辨識或無
相關照片應簽切結書，
以示負責。﹞以示負責。﹞

永久停用申請
~貼心提醒~

因每一申請案只能讀取一
個pdf檔。後續補件的內容
都應先與原上傳的內容合併
，另存成一個新的完整的pdf

檔，然後再重新上傳。

業者(含銷售服務業)申請國內設備出口

登記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輻射防護類申請案線上申辦教學

輻射防護處108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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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進出口簽審系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i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進出口簽審系統

4) 業者帳號登入

出口申請 TEST0001

1) 詳閱教示宣告
2) 點選同意

出口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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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滑鼠游標指向進出口申請
2) 下拉點選新申請

3) 點選
 登記備查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4) 表格下拉選擇
 出口
 登記備查類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5) 按確定

出口申請

1) 點選同意文件基本資料
2) 填寫資料

3) 按確定

出口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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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明細資料
2) 填寫資料

3) 按確定

4) 回頭點選同意文件基本資料
5) 依序按
 存檔
 邏輯檢查
 傳送

進出口簽審系統以 寄發進出口同意書
(該同意書為一證一用，半年效期)      

出口申請

1) 點選明細資料
2) 填寫資料

3) 按確定

4) 回頭點選同意文件基本資料
5) 依序按
 存檔
 邏輯檢查
 傳送

進出口簽審系統以 寄發進出口同意書
(該同意書為一證一用，半年效期)      

出口申請

125



2019/6/6

53

1) 開啟瀏覽器
建議使用Chrome或Firefox

2) 登入網頁路徑：
原能會官網首頁>輻射防護>
>申辦專區>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證照申辦及網路申報)
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s://aeclice.aec.gov.tw/

3) 進入申辦網頁
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4) 業者帳號登入

出口申請

1) 點選登記類設備申辦(REG)
2) 點選設備登記申辦(REG1)
3) 點選設備出口申辦3) 點選設備出口申辦
4) 依設備資料(登記證明字號、設備廠牌/型號)點選申請案

出口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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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暫存
2) 出現存檔成功時點選確定
3) 點選送審

▼

3) 點選送審
4) 出現新增成功時點選確定
5) 等待原能會審查

▼

▼

出口申請

等待原能會審查

▼

感謝您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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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Mansfield 1977 

• 2D raw data RF

• 50-100
MR

• Blipped phase encoding

--- Stronger phase-encoding gradient when 
the readout gradient is zero 

--- Much more amenable to Fourie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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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dout gradient 
T2* decay

• : 20mT/m

(rise time): 300μ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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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l 1 Co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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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 0.6 0.4 0.2Sensitivity

Coil 1 Coil 2

1.00.6 0.80.40.2 Sensitivity

Coil 2Coi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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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can with sense factor 2 (RFOV of 50%)
sense factor 3 (RFOV of 25%) sense factor 4 

(RFOV of 12.5%)

B

A

RFOV = 50% fold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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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1.00.6 0.80.40.2

Coil 2

C2 = 0.2 A + 0.7 B

B

A

1.0 0.8 0.6 0.4 0.2

Coil 2Coil 1

C2 = 0.2 A + 0.7 B

C1 = 0.85 A + 0.3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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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10

•

•

•

TR=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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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

TR/ms

rel. long T1 like GM

TR

rel. short T1 like WM

Mxy

TE/ms

long T2  like GM

rel. short T2 like WM

TE

T1-weighted

Spin Echo
short TR, short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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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 Echo
long TR, long TE

Mz

TR/ms

rel. short T1

like WM 

rel. long T1,

like GM

Mxy

TE/msTR

long T2

rel. long T2

TE

T2-weighted

Mz

TR

Mxy

TE/ms

Spin Echo 
rel. long TR, short TE

TE

proton density
weighted

GM

WM

T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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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4000, TE=19

fatf

White matter

water

time

M

TI

Nul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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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f

White matter

water

time

M TI

Nul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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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 TE

Ts

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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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3

E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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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臨床技術分享電腦斷層臨床技術分享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事放射師 李明諺

電腦斷層影像的組成
• Scan method ?

• Axial

• Spiral

• Helical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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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影像的組成
• Windowd width ?

• Window center ?

• Filter / Kernel ?

• Slice thickness   ?

• Pitch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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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d width (黑白對比)

Window center (灰階)

176



2019/6/6

4

Filter

• Sharp

• Smooth

• Standard

• Lung

Slice thickness / Pitch 

• Slice Pitch = per 360 gantry rotation / beam collimation

b it h li it h / lti d t t• beam pitch= slice pitch  / multi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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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影像的組成

• With contrast

• Without contrast

• Stone

• Infection

• Inflammation

• Bleeding

With Contrast
GI-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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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Medium Enhance

• CTA

• CTV

Enhance Technology

• Heart size

• Body type

• Age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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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echnology

• Heart Size
• Heart size greater 1/2 than Thoracic cavity, especially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 or poor blood 
circulation

• Body type
• Fat or thin• Fat or thin

• Age
• Older or younger

Heart Size
Cardiomegaly

A: Red line
B: Yellow line Cardiomegaly

B/A+C<1/2C: Blue line B/A+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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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Size
Cardiomegaly

A: Red line
B: Yellow line

Cardiomegaly
B/A+C<1/2

C: Blue line

Heart Size
P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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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Size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Heart Size
coronary artery 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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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Size
Pericardial hydrocephalus

Bod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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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CTA Method

• Timing

• Bolus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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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 Method
Timing

• 計算對比劑於患處達到150HU以上的時間
較屬於經驗法則 常見於A t 與HCC，較屬於經驗法則，常見於Aorta與HCC 

three phase的檢查。

CTA Method
Bolus tracking

• 於Aorta選取特定ROI，閾值上限通常設定
為150HU後開始掃描為150HU後開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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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V Method

• V-phase after injecting 60~90 seconds (rate 
1 2 l/ )1.2 ml/s).

• Delay phase after injecting over 2mins

電腦斷層的優點

• 微小病兆偵測

• 空間再現性佳

• 三維顯像後處理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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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的優點
微小病兆偵測

Ground Glass Opacity, GGO

電腦斷層的優點
空間再現性佳 / 三維顯像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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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y

生理

Study in CT

Anatomy

解剖

生理
Pathology

病理

Image of 
the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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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HCC three phase scan

• Arteral phase

• Venous phase

• Delay phase

Liver Anatomy

189



2019/6/6

17

Liver Anatomy

Liver Ana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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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hysiology

• Celiac trunk  Common hepatic artery

Examination for Pulmonary Embolism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Prepare for patient

20 IV h bi

Prepare for CT

D bl i j hi h• 20 IV catheter or bigger 
than 20 which 
connected high pressure 
and extend the tube.

• Double injector which 
included 90 ml normal 
saline and the other one 
put into Iodine contras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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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hysiology

• HCC three phase scan

• Arteral phase   25~45s

• Venous phase  60~90s

• Delay phase     4mins

Liver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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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atholog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在台灣、中國及日本等亞洲國家的發生率
比較高 在臨床上 有65% 80%的肝癌是因比較高。在臨床上，有65%~80%的肝癌是因
為感染了B型或C型肝炎病毒，經過長期且
多次的肝臟發炎後，肝臟受到破壞而產生
纖維化，並經過再生形成結節，使肝臟循
環系統發生改變，最後形成肝硬化。肝臟
硬化後，人體免疫能力降低，變異的細胞
也逐漸失去控制而癌化成為肝癌。

Liver Patholog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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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athology 
FNH (Focal Nodular Hyperplsia)
‧ 這種肝臟結節性增生，其發生率極低，但是仍比良性肝細胞腺瘤

(hepatic adenoma) 來得多些。

‧ 過去也稱作局部性肝硬變 (focal cirrhosis)、 缺陷瘤性膽管肝細
胞癌 (harmartomatous cholangiohepatoma)、肝缺陷瘤 (hepatic 
harmatoma)及單一性再生性結節(solitary hyperplasic nodule)等

‧ 一般說來它的大小可從0.5公分至24公分不等，但大都在4至7公分之
間。絕大多數僅是單一腫塊，大約有兩成的患者會有兩個以上的病灶

年齡分布則介於30至50歲者最多，當然在其它年紀也有可能發生。性
別的分佈上，有報告認為男女差不多，但有些學者以為女性稍多

曾有報告說此種增生性結節位於肝門處而壓迫門靜脈引起門脈高壓及
脾腫，合併有食道靜脈曲張破裂出血，然而這是非常罕見的。

Liver Pathology 
FNH (Focal Nodular Hyperpl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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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athology
Hemangioma

‧肝臟血管瘤卻是最常見的肝臟先天性良性血管性腫瘤，可
以發生在任何年齡層。根據死後病理解剖的統計，此外，以發生在任何年齡層 根據死後病理解剖的統計 此外
兩性血管瘤罹患者相差不多，但是較為巨大的肝臟血管瘤
則以女性較多，或許顯示血管瘤的生成與女性荷爾蒙有密
切的關係，此亦可歸因於近年來婦女服用雌激素的機會比
以前較多，而促使肝臟血管瘤的發生率增加也不無關係。

根據流行病學的探討，80-90%的肝臟血管瘤是單發性
的；此外，肝臟血管瘤好發於肝臟的右葉後段，在定期的
超音波掃描追蹤檢查中，發現血管瘤的生長相當緩慢。肝
臟血管瘤直徑在三公分以下者，通常在臨床上是不具有任
何症狀的，但是其直徑在四公分以上者，則稱之為「大血
管瘤」。

Liver Pathology
Hemangioma

Low density lesion CM 只分布在lesion周邊y

CM 緩慢進入lesion 更多一些 CM 充滿整個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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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ta dissection / Pulmonary 
Embolism

• Chest pain or tightness.

• Shortness of breath.

Aorta dissection / Pulmonary 
Em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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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Ventricle -> Main Pulmonary Artery -> 

Right /Left Pulmonary Artery -> 

smaller Pulmonary Artery -> pulmonary alveoli (Lung)

Examination for Pulmonary Embolism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Prepare for patient

20 IV h bi

Prepare for CT

D bl i j hi h• 20 IV catheter or bigger 
than 20 which 
connected high pressure 
and extend the tube.

• Double injector which 
included 90 ml normal 
saline and the other one 
put into Iodine contras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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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for Pulmonary Embolism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injection time

• Double injector • Single injector

B 3.5 ml/s 30 ml

A 3.0 ml/s 48 ml

A/B 3.0 ml/s 44 ml

B 2.0 ml/s 20 ml

A 3.0 ml/s 80 ml

• A/B: there are 70% iodine and 
30%normal saline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SCAN

• Plain film to bolus and 
set ROIset ROI.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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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SCAN

• Threshold is set up 150 
HU and achieving to

150 HU

HU, and achieving to 
scan.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SCAN

• CTA 1 had been 
showing conspicuous

MPA 、RPA

showing conspicuous 
MPA 、RPA and LPA.

MPA 、RPA 、LPA

MPA 、L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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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SCAN

• CTA 2 had been 
showing good veinshowing good vein-
phase image, and the 
lung tissue and kidney 
must be showed clearly.

Anatomy for Pulmonary artery

• The left main pulmonary artery is shorter and somewhat smaller 
than the right; passes horizontally in front of the descending aorta g ; p y g
and left bronchus to the root of the left lung.

• The right main pulmonary artery follows a longer and more 
horizontal course as it crosses the mediastinum. It passes underneath 
the aortic arch, behind the ascending aorta, and in front of the 
descending aorta.

LPARPA LP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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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for Pulmonary Embolism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 Pulmonary Embolism

• Effusion

Anatomy for Aorta

• Tunica intima

• Tunica media

• Tunica advent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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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 for Aorta Dissection

• Aortic dissection occurs when an injury to the 
innermost layer of the aorta allows blood to flowinnermost layer of the aorta allows blood to flow 
between the layers of the aortic wall, forcing the 
layers apart.

Pathology for Aorta Dissection

• Acute Aorta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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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 for Aorta Dissection
True lumen vs False lumen

True 
lumen

Pathology for Aorta Dissection 
True lumen vs False l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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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 for Aorta Dissection 
True lumen vs False lumen

UP
MID

LOWLOWLOWLOW

Examination for Aortic Dissec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injection time

• Double injector • Single injector

B 3 ml/s 30 ml

A 2.5~3 ml/s 48 ml

A/B 3.0 ml/s 44 ml

B 2.0 ml/s 20 ml

A 2.5~3 ml/s 90 ml

• A/B: there are 70% iodine and 
30%normal s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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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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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相關法規及臨床防護

洪 一 吉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般診斷組 組長

●衛生福利部游離輻射防護品質輔導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聯合會(法規委員會)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常務理事

●中台科技大學、樹人醫專 兼任講師
1

放射界的先驅－居禮夫人
●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通常稱為瑪麗∙居禮或
居禮夫人，波蘭裔法國籍物理學家、化學家。她是放居禮夫人 波蘭裔法國籍物 學家 化學家 她是放
射性研究的先驅者，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獲
得兩次諾貝爾獎的第一人及唯一的女性，是唯一獲得
二種不同科學類諾貝爾獎的人。她是巴黎大學第一位
女教授

21896年，居里夫婦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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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居禮夫人攻讀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學位‐‐‐‐從瀝

放射界的先驅－居禮夫人

97
青礦分離出比鈾更具放射性的物質成分‐鉍。

●不久，又從瀝青鈾礦實驗的沈澱物裏，發現了另一種比鈾
的活性高三百倍的新元素，居里夫人為了紀念她的祖國波
蘭，把這種新元素定名為釙。

●1898年，從溶液裏沈澱出，發現放射性比鈾大九百倍的物
質。居里夫婦、貝蒙對三人的研究結果，確定了這種新元
素，就把它命名為「鐳」。素，就把它命名為 鐳」。

●1902年，居里夫婦終於提煉出一克的鐳，並測量出原子量
225

●1903年冬，剛設立三年的諾貝爾獎宣布把物理學獎頒贈給
居里夫婦及貝蒙三人。

3

●1911年居里夫人再度因為在放射研究上的巨大貢獻成
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兩度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而

放射界的先驅－居禮夫人

為有史以來，第 個兩度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而
且是個女性。

●居里夫人開創了放射性理論，發明分離放射性同位素
的技術，以及發現兩種新元素，即釙（Polonium）和
鐳（Radium）。因此，如果沒有居里夫人的研究成果，
大概就不會有目前用來治療癌症的放射性療法。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在病痛中過世，醫院裏的醫生
寫出了死亡病因：「長期積蓄放射性光線而導致最後
的惡性貧血症。」而「鐳」才是正是真正的兇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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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輻射
●像光一樣，是一種能量，它以如加馬 (γ) 射線等的電磁波，
與如電子等的高速粒子的形態傳送。

●通常我們依它能量的高低或游離物質的能力，分成非游離
輻射和游離輻射兩大類：

●非游離輻射：指能量低無法離生游離的輻射，例如

太陽光、燈光、紅外線、微波、無線電波、雷達波等。

●游離輻射：指能量高能使物質產生游離作用的輻射。

游離輻射又區分為：(1)電磁波輻射 (2)粒子輻射游離輻射又區分為：(1)電磁波輻射 (2)粒子輻射

通常以10 keV作為游離輻射與非游離輻射的分界點。

(但熱中子的能量僅為0.025eV ，卻屬於游離輻射) 

●一般所謂的輻射或放射線，都是指游離輻射。

5

短 大 大

10-

18

10-

14

3×102

6

3×102

2

1.24×10 
12

1.24×10  
8

波長
（米）

頻率
（週/秒） 能量

（eV）

游
離
區

宇宙射線

速度相同

10-

10

10 -
6

10 -
2

3×101

8

3×101

4

3×101

0

1.24×10  
4

1.24

1.24×10  -
4

區

非
游

x-射線加馬

紫外線
可見光

紅外線

微波雷達

光學區
雷射

游離輻射能量
低限10keV

�
長 小小

10 
2

10 
6

3×10 
6

3×10 
2

1.24×10  -
8

1.24×10 -
12

游
離
區

微波雷達
電視（UHF）

電視（VHF）
短波

電力

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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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產生

●來自放射性同位素

不穩定的原子核→不穩定的原子核。

●來自輻射產生的機具

→當高速運動的電子撞擊重原子核時(例如:鎢
元素)就會產生X射線。

●來自核反應

→如核能發電廠、宇宙射線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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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來源

●天然游離輻射

✓宇宙射線 地表輻射與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宇宙射線、地表輻射與天然放射性同位素

✓空氣中： Rn‐222以及其子核種為吸入人體內曝
露劑量的主要來源。

✓飲食中

✓人體內：K‐40 為人體內最主要的放射性元素

●人造游離輻射

●天然與人造游離輻射影響之差異?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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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磚中天然放射核種對室內輻射劑量造成
的影響為何？有無輻射安全之顧慮？

1.輻射偵測中心定期分析國內常用磁磚及花崗石建材，經統計發現，以壁磚用途的磁磚，
所含的天然放射物質活度通常比地磚用途的磁磚低。衛浴房間假設牆面也都有鋪設磁磚，
所以會導致較高的空間劑量率，但是使用衛浴房間時間較短，故其年劑量貢獻仍比一般房
間低。樓上地板所鋪設的磁磚對於樓下房間的影響，因本身樓板屏敝效應，應該是可以忽
略。

2.由磁磚分析結果，評估磁磚的使用造成一般室內的空間劑量率增加約0.003至0.012微西
弗/時，推算年劑量約0.02至0.09毫西弗/年，對於衛浴房間可增加劑量率約0.012至0.057微
西弗/時，推算所增加的年劑量約為0.01至0.03毫西弗/年，以保守估計取最高值，可能增加西弗/時 推算所增加的年劑量約為0.01至0.03毫西弗/年 以保守估計取最高值 可能增加
總劑量約0.12毫西弗/年，佔過去調查室內加馬輻射劑量平均每人每年0.59毫西弗的20﹪，
無輻射安全之顧慮。

3.輻射偵測中心定期派員至市面上採購進口及省產磁磚建材進行放射性分析及度量其表面
輻射劑量率，測量結果均遠低於我國「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辦法」之規定。其結果公布輻
射偵測中心網站（http：//www.trmc.aec.gov.tw），提供民眾參考。

13

游離輻射防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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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

游離輻射防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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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研究日本原子彈爆炸生存者

的輻射效應 發現致死放射性癌(f l  di i  的輻射效應，發現致死放射性癌(fatal radiogenic 

cancer)的機率可能被低估一個因子，於是於1990年發

布ICRP‐60號報告。

●建議：職業曝露的有效劑量限值為5年平均年劑量20 

mSv，任何一年之限值為50 mSv；一般民眾的有效劑量

限值為每年1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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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我國現行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已參酌ICRP‐60

之建議，於民國92年1月30日發布施行。原能會為避

免造成國內業者衝擊太大 故僅採用ICRP 6 所建免造成國內業者衝擊太大，故僅採用ICRP‐60所建

議之劑量限度，仍維持原有標準之專有名詞、加權

因數及劑量轉換因數。

●原能會認為全面落實ICRP‐60建議之時機已漸臻成

熟，爰進行修正作業，於民國94年12月30日公布此94 3

新標準，但於條文最後一條說明自97年1月1日全面

實施。條文共計21條，增訂1條、修正19條，1條未修

正，修訂之輻度相當大。

游離輻射防護法
●輻防法之目的：為防制游離輻射之危害，維護人民健
康及安全，並使輻射作業合理抑低其輻射劑量。

●重要用詞定義：

●曝露：指人體受游離輻射照射或接觸、攝入放射性物質
之過程。

●職業曝露：指從事輻射作業所受之曝露

●醫療曝露 指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者所接受之曝●醫療曝露：指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者所接受之曝
露。

●緊急曝露：發生事故之時或之後，為搶救人員，阻止事
態擴大或其他緊急情況，而有組織且自願接受之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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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輻射之健康效應
●確定效應：指導致組織或器官之功能損傷而造成之效應，其嚴重
程度與劑量大小成比例增加 此種效應可能有劑量低限值 (用等程度與劑量大小成比例增加，此種效應可能有劑量低限值。(用等
價劑量管制)

●機率效應：指致癌效應及遺傳效應，其發生之機率與劑量大小成
正比，而與嚴重程度無關，此種效應之發生無劑量低限值。 (用
有效劑量管制)

●合理抑低：指盡一切合理之努力，以維持輻射曝露在實際
上遠低於本標準之劑量限度。其原則為：
●須符合原許可之活動。
須考慮技術 狀 改善 衛 安 之經濟效益 社會與社●須考慮技術現狀、改善公共衛生及安全之經濟效益以及社會與社
會經濟因素。

●須為公共之利益而利用輻射。

輻射的健康效應

●機率效應：

✓指發生的機率與所受劑量大小成正比增加✓指發生的機率與所受劑量大小成正比增加

✓與嚴重程度無關

✓此種效應之發生無劑量之低限值

✓例如:癌症、遺傳效應等‧‧‧

●非機率效應●非機率效應：

✓指嚴重的程度與所受劑量大小成比例增加

✓此種效應之低限值可能存在

✓例如:白內障、嘔吐、皮膚紅斑、不孕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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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 第五條輻射示警標誌之規定

規定
– 輻射示警標誌如下圖所示，圖

底為黃色，三葉形為紫紅色，

圖內Ｒ為內圈半徑。

– 輻射示警標誌以蝕刻、壓印等

特殊方式製作時，其底色及三

葉形符號之顏色得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輻射示警標誌得視定之限制 輻射示警標誌得視

需要於標誌上或其附近醒目位

置提供適當之示警內容。

輻射的特性
▶放射性蛻變是自發性的反應

→放射性同位素（另稱放射性核種）的蛻變是
自發性的，無法以物理或化學的手段去改變它。自發性的 無法以物理或化學的手段去改變它

▶輻射受電磁場影響

→輻射若帶有電荷，則其行進時會受電磁場影
響而偏轉，加馬射線因不帶電荷，故其行進軌
跡不會受電場影響。

▶輻射強度隨時間的增加而遞減

→放射性同位素的蛻變率（或輻射強度）會隨
時間的增加而遞減。輻射強度每減少一半所需
要的時間稱為半衰期。

▶不同的輻射有不同的穿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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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與國際標準國際原子能 署( )與國際標準
化組織(ISO)於2007年2月公告另一
游離輻射警示輔助標誌，這是針
對強的輻射源，張貼在射源、容
器或屏蔽上 以增強輻射警示效器或屏蔽上，以增強輻射警示效
能，我國也於民國97年3月6日開
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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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第六條(輻射作業規定)
●輻射作業應防止確定效應之發生及抑低機率效應之發生輻射作業應防 確定效應 發 及抑低機率效應 發
率，且符合下列規定：
●一、利益須超過其代價。(正當性Justification) 
●二、考慮經濟及社會因素後，一切曝露應合理抑低

(最佳化，Optimization) 
●三、個人劑量不得超過本標準之規定值。(劑量限

值，Dose Limitation) 

●前項第三款個人劑量，指個人接受體外曝露及體內曝露●前項第三款個人劑量，指個人接受體外曝露及體內曝露
所造成劑量之總和，不包括由背景輻射曝露及醫療曝露
所產生之劑量。

主要內容

●第七條(工作人員劑量限度規定)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

●每連續5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00毫西弗，

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50毫西弗。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150毫西弗。5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500毫西弗。

●前項第一款五年週期，自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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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第十條(未成年之劑量限值規定，約為成年人1/3)●第十條(未成年之劑量限值規定 約為成年人1/3)

●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接受輻射作業教學或工作訓練，
其個人年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

●一、有效劑量不得超過6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50毫西弗。

●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150毫西弗。

主要內容
●第十一條(孕婦劑量規定)●第十 條(孕婦劑量規定)

●雇主於接獲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檢討其
工作條件，使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一般人相同之輻射防
護。

●前項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
等價劑量，不得超過2毫西弗，且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
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毫西弗。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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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第十二條(一般人之年劑量規定)●第十二條( 般人之年劑量規定)

●輻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年劑量限度，依
下列規定：

●一、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15毫西弗。5

●三、皮膚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50毫西弗。

主要內容
●第十五條(一般人之年有效劑量無法符合之補救措施) 

●設施經營者於特殊情況下，得於事前檢具下列資料，經
主管機關許可後，不適用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但一般
人之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毫西弗，且五年內之平均年
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一、作業需求、時程及劑量評估。

●二、對一般人劑量之管制及合理抑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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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第十六條(授權主管機關要求合理抑低集體有效
劑量) 

●主管機關為合理抑低集體有效劑量，得再限制輻射工作●主管機關為合理抑低集體有效劑量，得再限制輻射工作
場所外地區之輻射劑量或輻射工作場所之放射性物質排
放量。

●第十七條(緊急曝露之限制)

●緊急曝露，應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得為之：
● 一、搶救生命或防止嚴重危害。

● 二、減少大量集體有效劑量。

● 三、防止發生災難。

●設施經營者對於接受緊急曝露之人員，應事先告知及訓
練。

主要內容
●第十八條(緊急曝露劑量之要求)

●設施經營者應盡合理之努力，使接受緊急曝露人員之劑
量符合下列規定：量符合下列規定：
●一、為搶救生命，劑量儘可能不超過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單
一年劑量限度之十倍。

●二、除前款情況外，劑量儘可能不超過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單一年劑量限度之二倍。

●接受緊急曝露之人員，除實際參與前條第一項規定之緊
急曝露情況外，其所受之劑量，不得超過第七條之規定。

緊急曝露所接受之劑量 應載入個人之劑量紀錄 並應●緊急曝露所接受之劑量，應載入個人之劑量紀錄，並應
與職業曝露之劑量分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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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舊標準之差異
●部分用詞定義修正 :增訂器官劑量、等價劑量。等效

劑量分為等效劑量與等價劑量。有效等效劑量改稱為

有效劑量。

●增訂部分劑量用詞計算公式之規定。

●修正體外曝露及體內曝露所造成劑量合併計算之方式
及不合併計算之規定。

●修正不適用輻射示警標誌規定顏色之特殊情形。

與舊標準之差異

●修正非機率效應為確定效應。

●修正劑量用詞及有關劑量管制週期基準日之規定。

●輻射工作人員之劑量度量及計算方式修正。

●特別許可劑量限度及劑量用詞修正。

●修正孕婦等價劑量限度之規定。

●一般人之劑量度量及計算方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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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
• 輻射工作人員：指受僱或自僱經常從事輻射作業，並認知會

接受曝露之人員。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解釋令：指從事接受曝露之人員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解釋令 指從事
游離輻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露經評估有超過一般人之年
劑量限度之虞者。)  

● 93年6月28日完成「輻射工作人員認定基準」之研訂，並於93年7月1日起生效。茲敘述如下：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所稱「經常從事輻射作業，並認知會接受曝露之人
員」，指從事游離輻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露經評估有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十一條第
一項所定劑量限度之虞者。（指一般人之劑量限度，一年內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 第一點評估，應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者或專職輻射防護人員為之，並以書
面載明評估結果，經受評估人員與設施經營者或雇主簽署後，由設施經營者或雇主保存備查，保
存期限至受評估人員離職之日止。自僱者，亦同。

● 第一點評估，亦得以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推估。

游離輻射防護法
●故相關輻射作業人員年累積劑量，不超過一般人●故相關輻射作業人員年累積劑量 不超過 般人
年劑量限值一毫西弗者，依該基準判斷非屬輻射
工作人員，則有關接受教育訓練、劑量監測及體
檢等事宜得不受輻射防護法之規範。

●醫事放射師之工作性質為經常且直接從事醫用游●醫事放射師之工作性質為經常且直接從事醫用游
離輻射相關作業，且醫事放射師法另有規定，故
一律列為輻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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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安全防護－輻射工作人員

●需年滿十八歲。十六歲以上得參與教學或●需年滿十八歲。十六歲以上得參與教學或
工作訓練之輻射作業。

●對於輻射防護及預防輻射意外事故之教育
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對於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特別醫務
監護，有接受之義務。

何謂醫療院所中的「輻射工作人員」?

●醫療工作中可能會接觸到游離輻射的相關人員往●醫療工作中可能會接觸到游離輻射的相關人員往
往包括相關醫事 人員 ( 醫師、放射師或護理師 )、
醫學物理師等。這些人員經過評 估日常工作條件，
認定為「輻射工作人員」者必需完成並符合下列
三項要件：

●(1) 工作中配戴 TLD 佩章( ) 作中配戴 佩章

●(2) 每年接受輻射工作人員健檢

●(3) 每年至少接受 3 小時之年度在職輻射安全繼

續教育。

40摘錄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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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輻射安全防護與罰則

第十四條 從事或參與輻射作業之人員，以
年滿十八歲者為限。但基於教學或工作訓
練需要，於符合特別限制情形下，得使十
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參與輻射作業。

1. 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參與輻射作業。

任何人不得令未滿十六歲者從事或參與輻射
作業。

雇主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員，應即
檢討其工作條件，以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
胎兒所受之曝露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
標準之規定；其有超過之虞者，雇主應改
善其工作條件或對其工作為適當之調整。

雇主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定期實施從事
輻射作業之防護及預防輻射意外事故所必

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並得令其停止作業。

2. 未依第四項規定實施教育訓練。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並
得令其停止作業。

3 違反第五項規定 拒不接受教育
輻射作業 防護及預防輻射意外事故所必
要之教育訓練，並保存紀錄。

輻射工作人員對於前項教育訓練，有接受之
義務。

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特別限制情形與第四項教
育訓練之實施及其紀錄保存等事項，由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3. 違反第五項規定，拒不接受教育
訓練。輻射工作人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下罰鍰。

準媽媽，別忘了主動向雇主通報！ 。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雇主於接獲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告知
懷孕後，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使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一般人
相同之輻射防護。因此女性輻射工作人員懷孕時的「主動通報」
時間點便成為一個重要關鍵。

●為了準媽媽與胎兒的安全，懷孕時應及早通報。院方的輻防管
理組織或輻射作業主管在接獲通報後，應該檢視近期的既往劑
量、必要時提供輻射防護建議，並且持續進行劑量監控至分娩
日，懷孕之輻射工作人員，自告知日起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 部日，懷孕之輻射工作人員，自告知日起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 部
表面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 2毫西（mSv），且攝入體內放射性
核種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毫西弗（mSv）。

●懷孕期間請佩帶於腹部。

42摘錄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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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英國國家放射防護委員會(National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Board)及英國皇家
放射醫學會(Royal College of Radiologists)
在 1998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提出處理生
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原則建議

45

摘錄自輻射防護簡訊 41

●放射診斷的基本原則: 
●一、如果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擇的話，應 盡量避免生育年齡

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一、如果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擇的話，應 盡量避免生育年齡
婦女的放射診斷。

●二、生育年齡婦女進行骨盆腔部位的X光檢查、或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檢查前，醫師必須先詢問她是否可能懷 孕。若
無法排除她懷孕的可能，則 要詢問她最近一次經期是否延
遲，並將結果記錄下來，以作為判斷及處理的依據。

●三 放射診斷對胎兒唯 的影響 是增加了他們少許的致●三、放射診斷對胎兒唯一的影響，是增加了他們少許的致
癌風險。因為放射診斷的劑量很低，所以不會造成其他輻
射傷害，如死亡、畸形、生長遲緩、嚴重的心智遲緩和遺
傳效應等。

46

摘錄自輻射防護簡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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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一、不可能懷孕者 逕行檢查

●二、無法排除懷孕可能者若經期沒有延遲，即逕行檢
查；若經期延遲，便依照可能懷孕的程序處理。

●三、可能懷孕或確定懷孕者若確定懷孕或可能懷孕，
醫師應慎 重檢討放射診斷的必要性，以及決定可否等
到分娩後再行檢查。若必須立即進行這項檢查，在達到分娩後再行檢查。若必須立即進行這項檢查，在達
到診斷目的之前題下，胎兒的劑量應盡量抑低。

47

摘錄自輻射防護簡訊 41

●高劑量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所謂高劑量之放射診斷，係指腹部 或骨盆腔的X光電
腦斷層掃描，以及其他造成胎兒劑量達到數十毫戈雷
的檢查 (譬如某些鋇劑透視檢查)。放射診斷部門應事
先評估各項檢查之胎兒劑量，以掌握那些項目屬於高
劑量的檢查。最新證據顯示，高劑量的放射診斷可能
帶給胎兒少許的致癌風險。帶給胎兒少許的致癌風險

48

摘錄自輻射防護簡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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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劑量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為了避免此 風險 醫師應安排生育年齡婦女在最適

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為了避免此一風險，醫師應安排生育年齡婦女在最適
當的時間進行檢查，作法為：

●一、安排病患在月經週期的前十天檢查，因為這段時
間沒有懷孕的可能（所謂之『十日法則』）。

●二、若檢查時間已經預約，但其後無法 排除病患懷孕
的可能，則重新安排她們的檢查時間，至下次月經週的可能 則重新安排她們的檢查時間 至下次月經週
期的前十天。

●三、對於懷孕婦女的必要性高劑量檢查，除非沒有安
全顧慮可以延緩至分娩後再行檢查，否則懷孕後期的
檢查比懷孕初期之檢查，胎兒的風險更大。

49

●放射診斷後發現懷孕的處理原則:

生育年齡婦女放射診斷的處理原則

●萬一懷孕婦女在無意間接受了檢查時怎麼辦?

●x 光，如果是胸部、腹部…等一般的 x 光檢查，(而非介入
放射線檢查、多切片CT檢查)，那麼胎兒的劑量並不大，不
會發生放射線效應。因此，不用擔心會對胎兒造成任何的影
響，可以繼續懷孕。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於 1999 年 11 月出版的第84 號●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於 1999 年 11 月出版的第84 號
出版物（簡稱 ICRP-84，下同）的建議：當胎兒劑量低於
100 mGy 時，不應被視為終止妊娠的理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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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對胎兒效應

●胎兒效應的低限值效應●胎兒效應的低限值效應

效應 低限值(mGy)

胚胎死亡(流產) 100

畸形 100~200

嚴重心智遲緩

51

嚴重心智遲緩 ＞100

發育遲緩 ＞100

(資料來源：ICRP-84)

放射線診斷時胎兒的劑量(懷孕初期)
檢 查 平均（mGy） 最大（mGy）

傳統 x 光檢查 胸部 <0.01 <0.01

腹部 1.4 4.2

靜脈注射泌尿系攝影靜脈注射泌尿系攝影 1.7 10.0

腰椎 1.7 10.0

骨盤腔 1.1 4.0

頭部 <0.01 <0.01

胸椎 <0.01 <0.01

透視攝影檢查 上消化道對比劑檢查 1.1 5.8

下消化道對比劑檢查 6 8 24 0

52

下消化道對比劑檢查 6.8 24.0

電腦斷層掃描 腹部 8.0 49.0

胸部 0.06 0.96

頭 <0.005 <0.005

腰椎 2.4 8.6

骨盤腔 25.0 79.0

(資料來源：ICR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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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民眾關心?

●牙科X光恐引發腦腫瘤?
●X光的輻射會致癌?並且引起甲狀腺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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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路流傳一則訊息，標題為「乳房攝影會增加罹

網路訊息？醫療新知？
●最近網路流傳 則訊息 標題為 乳房攝影會增加罹
患甲狀腺癌」，文中引述美國一位知名醫師在電視節
目中表示，建議照牙齒和乳房X光時要戴甲狀腺防護
鉛套(Thyroid Shield)，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女性癌症中
數目增長最多的為甲狀腺癌，可能跟病人在照牙科X
光與乳房X光檢查有著很大的關係。

網路訊息？醫療新知？
甲狀腺癌

• 上週三，奧茲醫生在一個婦女節目中演講現今增長最快的女性癌病；『甲狀腺癌』。這是一
個非常有趣的節目，奧茲醫生說這個在女性癌病中增長最快速的甲狀腺癌，可能跟病人在照
牙科的X光片和乳房X光檢查有關。

• 奧茲醫生指出，當牙醫幫您的牙齒照X片時，那個X機設備配有一個活動兜罩，可以舉起和包
裹在你的脖子上，保護甲狀腺，但是許多牙醫懶得去使用它。

• 此外，還有一種叫做『甲狀腺護罩』為病人在做乳房X光檢查時用，

• 但很多時都沒有使用。很巧合，我昨天去醫院做每年乳房X光健康檢查。

• 我問照X光的技師：“有沒有『甲狀腺護罩』”，技術員說：“有，只是一直放在抽屜裡，不經常
使用。”我問為什麼，技術員答：“我不知道。

• 病人要問才會用”。“嗯，

• 如果我沒有看過奧茲醫生這個節目，我怎麼懂得去問？

• 雖然照X光檢查牙齒和乳房，只需要幾秒到幾分鐘，但由於『甲狀腺』位於頸部下前方，呈盾檢 房 需 秒 鐘 甲狀腺』位 下
牌狀或盔甲狀，X光的輻射很容易影響到『甲狀腺』。

• 以後記得；每當要照X光檢查牙齒和乳房，記得提出要用『甲狀腺護罩』圍在脖子上。
• 我們要把這信息傳遞給我們的女兒，侄女，母親和我們所有的女性朋友。

• 丈夫要告訴你的妻子！
• 好心腸的人轉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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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報導早在去年就引起美國醫學學者相當的關注 基

網路訊息？醫療新知？

●這報導早在去年就引起美國醫學學者相當的關注。基
本上，此議題之結論並非經由臨床數據的統計資料以
及醫學研究而得到的結果，因此不足以作為醫學文獻
之依據。然而透過網路的流傳，多數人因沒有醫學專
業知識而無法正確判斷，反而容易被誤導，甚至因拒
絕作相關X光檢查而延誤檢查。

胸部X光檢查為目前臨床診斷肺部及其他胸腔
重大疾病最主要的 具之 其對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其對人類健康的
維護有極重要的貢獻。它也是台灣地區民眾所
接受的人為輻射中最主要的部分。
目前，X光巡迴車在台灣已被廣泛的進行胸部X
光檢查，尤其是偏遠鄉村地區民眾、基層健康光檢 尤其是偏遠鄉村 民眾 層健康
檢查或高危險族群更是其主要照射對象，每年
大約有160萬人接受此項檢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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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檢查，照了很多Ｘ光片，安全嗎？

●根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佈一般與醫療游離
輻射比較圖顯示，民眾每年定期健康檢查所作
的胸腔X光，一次則約0.02毫西弗。

●民眾接受X光攝影之輻射暴露量，小於一趟台北●民眾接受X光攝影之輻射暴露量，小於 趟台北
往返美國西岸所接受的輻射暴露量（約0.09毫西
弗），也遠小於台灣民眾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
背景輻射劑量（約1.6毫西弗）。

●台灣民眾每人每年
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
劑量（約1.6毫西弗）
而定期健康檢查所作
的胸腔X光，一次(約
0.02毫西弗)也就是
照了80張才到達天
然背景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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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X光檢查輻射防護
●放射師執行照射前應告知關人員，請相關周遭人員
疏散至輻射管制區外。

●疏散原則：3公尺內除必要協助之醫療人員，及一動
不便之病患外盡可能離開。

●依原能會實測，在距離X光機1.8m以上為至測量時，
幾乎微弱到無法測得輻射量

61

●法規上對一般民眾每年所受輻射劑量的限制為5毫西●法規上對 般民眾每年所受輻射劑量的限制為5毫西
弗，但對於醫療用途所受的輻射劑量並無限制，癌症
病患接受放射線治療時所接受的劑量常高達 2,000 ~ 
60,000毫西弗，醫療與其相關行為常常必須在近期迫
切之需求與遠期不確定之風險間做一明智之權衡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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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目的

◆ 防止非機率效應的發生

將機率效應發生的機率降低至可接受的程度◆ 將機率效應發生的機率降低至可接受的程度

發
生
機
率

機率效應

嚴
重
程
度

非機率效應

低限劑量

63

輻射防護原則
●體外暴露之防護
✓時間(T)：時間越短越好

✓距離(D)：距離移動式X光機至少2公尺

✓屏蔽(S)：鉛衣、門、牆等

●體外暴露之防護

✓避免食入、減少吸入、增加排泄、避免在汙染地區逗
留。此外要加強場所除汙的工作，以減少人員體內汙
染的機會。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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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工作人員接受輻射曝露來源
●輻射來源包括主射束、滲漏輻射、散射輻射。

●工作人員接受到的輻射曝露主要來源為病人之散射●工作人員接受到的輻射曝露主要來源為病人之散射

散射輻射
• 每1000個光子打

到病人，約100-
200個被散射 20

主
射

束

滲漏輻射

200個被散射，20
個到達detector，
其餘被吸收(輻射
劑量)

• 病人散射至四周
的輻射，其空間
分布為不均勻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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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攝影工作人員之操作原則
●較厚體型會增加表面入射劑量。

(增加工作人員接受到的散射輻射)

●工作人員應站在影像接受器側。

●管球應設置於table下。

●應盡量增加管球與病人距離。

●縮短病人與影像接受器之距離。

●減少使用放大功能。

●使用準直儀限制照野。●使用準直儀限制照野。

●減少曝露時間。

●善用距離與屏蔽。

●個人輻射監控。

67

輻射劑量的限度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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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人員劑量基準值

依本院輻射防護計劃書第九版

單位 紀錄基準 調查基準 干預基準

核醫、正子中心輻
射工作人員

單月：0.4毫西弗
年累積：4毫西弗

單月：0.8毫西弗
年累積：8毫西弗

單月：1.2毫西弗
年累積：12毫西弗

介入性攝影(含特殊
攝影、血管攝影、
心導管攝影)

單月：0.4毫西弗
年累積：4毫西弗

單月：0.6毫西弗
年累積：6毫西弗

單月：1.0毫西弗
年累積：10毫西弗

以上二類除外之
輻射工作人員

單月：0.2毫西弗
年累積：2毫西弗

單月：0.4毫西弗
年累積：4毫西弗

單月：0.6毫西弗
年累積： 6毫西弗

全院輻射工作人員
指環劑量

年累積劑量超過100
毫西弗

年累積劑量超過200
毫西弗

年累積劑量超過300
毫西弗

69

辨識病人及檢查安全
✱攝影檢查前應呼叫病人姓名加先生或✱攝影檢查前應呼叫病人姓名加先生或
小姐等稱謂、待病人回應後，要求病人
直接告知姓名確認受檢者之身分及基本
資料。

✱確認攝影部位是否正確（病痛或是受✱確認攝影部位是否正確（病痛或是受
傷處）

✱醫師開錯單請病患回門診再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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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清楚病人

病人辨識作業
清 病

由病人自行敘述其姓名及至少另外一項個人資料，
並確認其敘述資料與手圈紀錄資料符合，病人手
圈上應提供二種以上資料，以便確認病人的正確
性。

●幼童/虛弱/重病/智力不足/意識不清等無法應答之病人

由家屬/陪伴者敘述其姓名及至少另外一項個人資由家屬/陪伴者敘述其姓名及至少另外 項個人資
料，確認其敘述資料與手圈紀錄資料符合，病人
手圈上應提供二種以上資料，以便確認病人的正
確性。

游離輻射防護法
• 輻射工作人員：指受僱或自僱經常從事輻射作業，並認知會

接受曝露之人員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解釋令 指從事接受曝露之人員。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解釋令：指從事
游離輻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露經評估有超過一般人之年
劑量限度之虞者。)  

• 93年6月28日完成「輻射工作人員認定基準」之研訂，並於93年7月1日起生效。茲敘述如下：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所稱「經常從事輻射作業，並認知會接受曝露之人
員」，指從事游離輻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露經評估有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十一條第
一項所定劑量限度之虞者。（指一般人之劑量限度，一年內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 第一點評估，應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者或專職輻射防護人員為之，並以書
面載明評估結果，經受評估人員與設施經營者或雇主簽署後，由設施經營者或雇主保存備查，保
存期限至受評估人員離職之日止。自僱者，亦同。

• 第一點評估，亦得以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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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
●故相關輻射作業人員年累積劑量，不超過一般人年劑●故相關輻射作業人員年累積劑量 不超過 般人年劑
量限值一毫西弗者，依該基準判斷非屬輻射工作人員，
則有關接受教育訓練、劑量監測及體檢等事宜得不受
輻射防護法之規範。

●醫事放射師之工作性質為經常且直接從事醫用游離輻
射相關作業 且依醫事放射師法 故建議 律列為輻射相關作業，且依醫事放射師法，故建議一律列為輻
射工作人員。

輻防相關罰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

止其可許可、許可證或登記(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
十二條)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未對協助者施以輻射防護●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未對協助者施以輻射防護。

●申請永久停用者處理期限為三個月違反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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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防相關罰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摘要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四十四條)：

●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實施人員劑量監測。

●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同意登記，擅自

進行輻射作業進行輻射作業。

●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實施教育訓練。

輻防相關罰則

●輻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輻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 者 處新台幣 萬元以
下罰鍰(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拒不接受教育訓練。

●違反第十六條第七項規定，拒不接受檢查或特別

醫務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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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檢查相關輻射防護

77

●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簡稱
CT） 是 種影像診斷學的檢查 這 技術曾被稱

電腦斷層的起源及歷史

CT），是一種影像診斷學的檢查。這一技術曾被稱
為電腦軸向斷層掃描（Computed Axial 
Tomography）。

●X射線電腦斷層掃描（X-Ray Computed 
Tomography，簡稱X-CT）是一種利用數位幾何處
理後重建的三維放射線醫學影像。該技術主要通過
單一軸面的X射線旋轉照射人體，由於不同的組織
對X射線的吸收能力（或稱阻射率不同)，可以用電
腦的三維技術重建出斷層面影像。經由窗寬、窗位
處理，可以得到相應組織的斷層影像。將斷層影像
層層堆疊，即可形成立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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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應用

電腦斷層的起源及歷史

診斷應用

●自從20世紀70年代被發明後，X射線電腦斷層掃
描在醫學影像上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工具，雖然
價格昂貴，它至今依然是診斷多種疾病的黃金準
則。X射線電腦斷層掃描技術的優點之一是它可
以提供很高的空間解析度（0.5 毫米）。它的一
個弱點是軟組織對比度較差 當診斷對軟組織對個弱點是軟組織對比度較差。當診斷對軟組織對
比度要求較高時，核磁共振影像技術要優於X射
線電腦斷層掃描技術。

●1971所產的原型是行經180度角取160個平行讀數，每個是一度，

電腦斷層的起源及歷史

每次掃描大約費時五分鐘，整個影像要產生要花2.5小時並用大型
電腦來進行運算。

●第一個生產的X射線電腦斷層掃描掃描器稱為EMI描掃器，只能用
來做頭部的掃描，但是要花四分鐘取數據，七分鐘重組完成一個
影像，另外它還要用一個裝滿水的perspex容器，型為頭套狀，
可以包覆整個頭，主要是為了減少頭部的對比阻射強度相差太大
（頭骨和頭骨外的差異），當時的解析度不高，只有80*80的畫
質，第一個EMI掃描器是安裝在英國的wimbledon的atkinson 
morley's hospital，第一次進行病人頭部檢查的時間是1972年。

●在美國，此機器的售價是390000，第一個是安裝在lahey clinic，
再來是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還有1973在george 
washington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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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德國物理學家威廉·倫琴(Wilhelm Rontgen)在進行陰
極射線的實驗時，發現了X光。

●1917年，奧地利數學家拉登（J·Radon）提出了圖像重建理論，

電腦斷層的起源及歷史

也就是任何物體可以從它的投影的無限集合來重建影像。

●1961年，天文學家奧頓道夫(W·H·Oledendorf)在實驗中完成了
旋轉-平移試驗，實現了最早的圖像重建。

●1963年，美國物理學家阿蘭·麥克萊德·科馬克(Allan MacLeod 
Cormack) 進一步發展了從X射線投影重建圖像的準確數學方
法，為CT技術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67年，英國電子工程師郝殷斯費（Godfrey Newbold 
Hounsfield）做出了電腦斷層攝影系統，並與科馬克共享諾貝
爾獎。

●1972年，CT電腦斷層正式發表。

81

電腦斷層(Computed Tomography)，簡稱CT，是
一種利用X光球管繞著人體，將X光能穿透人體，
經由電腦計算重組影像，以便於觀察人體內部的
醫療器材。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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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管制趨勢
●影像技術進步，實證醫學需求，輻射醫療應用日益普
及，民眾接受醫療輻射之比例已大幅增加。

●近年來國際輻射防護管制趨勢已從過去輻射工作人員
及民眾曝露之管制重點外 加強對醫療曝露管制之重及民眾曝露之管制重點外，加強對醫療曝露管制之重
視。

資料來源：National Council o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Measurements

總劑量：3.6 mSv
醫療曝露劑量：0.53 mSv 總劑量：6.2 mSv

醫療曝露劑量：3 mSv

ICRP建議的發展歷程

使輻射曝露盡可行的低 (as low as practicable)1959

1964

ICRP-1

ICRP 61964

1977

1. 定量機率效應的risk。
2. 正當化、最適化、個人劑量限值。
3. 工作人員劑量限值50 mSv/y

公眾劑量限值5 mSv/y

1991

ICRP-6
1966 ICRP-9

ICRP-26

ICRP-60
       劑量限值修改：工作人員為20 mSv/y(100 mSv/5y)               

公眾為1 mSv/y

2007 ICRP-103

?

ICRP103精神‐‐‐保護對象由工作人員、民眾擴及病患。
醫療曝露劑量限值:不建議，但採最適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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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輻射線之敏感度
●➲懷孕前三個月>胎兒●➲懷孕前三個月>胎兒

●➲嬰兒>孩童>老年者>青壯年

●➲懷孕時職業曝露低於 13 mSv/季

●➲胎兒妊娠期間低於 2 mSv

第十一條雇主於接獲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
檢討其工作條件 使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 般人相同之輻射檢討其工作條件，使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一般人相同之輻射
防護。
前項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等價
劑量，不得超過二毫西弗，且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造成之約
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生育年齡婦女照X光注意事項

●➲懷孕第 週絕對避免●➲懷孕第一週絕對避免

●➲非急症者依十日規則(若非必要最好在月經開

始的第1天至第10天之內接受放射線檢查，這

就是所謂的『10日規則』)。

●➲照射後隔兩月再懷孕

●➲懷孕前三月儘量避免照射●➲懷孕前三月儘量避免照射

●➲急症者減少照射部位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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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或胎兒曝露後指引
●➲低於   G （毫戈雷） 不理它●➲低於 1 mGy（毫戈雷）‐‐不理它

●➲介於 1~5 mGY ‐‐患者家屬決定

●➲介於 5~10 mGy ‐‐染色體檢查

●➲高於 10 mGy ‐‐人工流產

5cGy(20 KUB or 2 pelvic CT)
—胎兒致病率增加40%

輻射的危險度(1)
●➲每年50mSv x 30年—縮短150天生命●➲每年50mSv x 30年 縮短150天生命

●➲一天20支菸x30年—縮短2370天生命

●➲一生接受1Sv(100rem)—致癌增加6%

●➲每接受10mSv約增加致癌率6 x 10‐4

●➲ACI報告正常人在20‐65歲之間從生

● 活環境中可能致癌機率約25%● 活環境中可能致癌機率約25%

1Sv = 250 KUB  = 1000 Chest. P-A & 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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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危險度(2)
● ➲在台灣生活一年等於照了34 張胸部X光片，活70歲台灣 活 年等於照了34張胸部 光片 活7 歲

時，等於已經照了2380張胸部X光的劑量

● ➲身體一次接受一西弗的輻射量就增加0.0165 的致命
癌症機會

● ➲診斷X光造成的致命癌症機率風險少於萬分之一

● ➲人類全部死亡原因年危險度1/180，或意外死亡危
險度險度1/3000

輻射防護目標
●➲符合ALARA 原則●➲符合ALARA 原則

●➲降低確定機率效應

●➲預防機率效應

●➲保證輻射曝露正當性●➲保證輻射曝露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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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醫療曝露品保作業的目標
●放射治療

●照的不偏不倚、照的不多不少。

提升病患的治療成效與減少●提升病患的治療成效與減少

● 副作用。

●放射診斷

●在合理的劑量下，得到最佳的影像。

●良好的影像品質有利醫生做出正確的診斷。

輻射防護原則
●體外防護●體外防護
●➲縮短時間

●➲增加距離

●➲利用屏蔽

●➲等待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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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原則
●體內防護●體內防護
●➲避免攝入

●➲稀釋減少吸收

●➲增加排泄

●➲防止滯留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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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台灣每年背景輻射：1.6mSv
=80張胸部X光(0.02mSv)

●台北往返美西一趟：0.09mSv

=4.5張胸部X光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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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與輻射
●菸含有尼古丁、焦油等50多種致癌物質

●含天然放射性物質釙-210

✓來源：1.大氣中自然存在的氡-222衰變後的同位素落

在葉子上

2.菸葉的根部吸收了土壤內的極微量的放射性

元素鈾、釷與鉀，其中鈾-238衰變後會產生

釙-210

97

●原能會輻射偵測中心曾進行國產及進口香菸中
的釙210含量調查，經分析每吸食一支菸約攝
入0 0022貝克的釙210入0.0022貝克的釙210

●假設每天吸一包香菸，評估在支氣管膜上皮組
織中，每年將造成0.48亳西弗的劑量，約占台
灣每人背景輻射劑量的30%

●一天抽一包半香菸的人，在吞雲吐霧之間，每
年就累積了相當於30次胸部X光檢查的輻射劑年就累積了相當於30次胸部X光檢查的輻射劑
量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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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是釋放的α粒子，其能量為5.305 
MeV，具有很高的放射性，在體內極易傷
害生物組織細胞（釙210在人體中的最大（釙 中 最
積存量限值為0.03微居里）。

●人體長期吸入釙210，主要累積於肺臟；
而經食物、飲水而攝入的釙則累積於脾臟、
淋巴結、骨髓組織、肝、腎臟內，極易傷
害組織細胞。估計人體攝入50奈克（約
200微居里）或吸入10奈克（約40微居里）200微居里）或吸入10奈克（約40微居里）
的釙210，就會達到4西弗的高輻射半致死
劑量，也就是在30日內死亡的機率為50%。

● 出處：95年原子能委員會-釙 210 放射性元素介紹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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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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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溝通與情緒管理

洪 一 吉

1

衛生福利部游離輻射防護品質輔導委員

高雄榮民總醫院 診斷組組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法規會主委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常務理事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中台科技大學、樹人醫事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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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的需要及對醫護人員的期望

• 微笑(Smile)

• 認同(Recognition)認同(Recognition)

• 友善(Friendliness)

• 方便 (Friendliness)

• 舒適(Comfort)

• 正確(Correct)• 正確(Correct)

病患的心聲(RESPECT)
• Recognize
瞭解病患也是人，且是有感覺的

• Empathize
同理心並顯現醫療人員對他們的瞭解同理心並顯現醫療人員對他們的瞭解

• Show
顯示願意幫忙

• Problem‐solve
有誠意解決問題

• Exceed
提供一些額外的服務提供一些額外的服務

• Create
讓病人能參與他的療程

• Take responsibility
對於病人的照顧是有人可以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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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正確的處理」高達43.5%

針對有抱怨者調查
顧客最期望補救方式則為

• 「道歉並說明可接受的理由」

• 「主管出面並重新正確處理」

此三者共佔了八成以上的比率，似乎可以發現，當

遇到服務疏失時，顧客最希望得到的無非是承認錯
誤 並且面對問題加以解決 至於是否要有其他的誤，並且面對問題加以解決，至於是否要有其他的
金錢或服務補償則非重點。

• 抱怨是改善之明燈
• 顧客抱怨可以指出公司的缺失之處

• 要了解自己的缺失，顧客抱怨是一種提供答
案的途徑

• 接受抱怨後，應學會蒐集資料、善用抱怨所
傳遞的訊息

• 抱怨能加強忠誠度
• 顧客抱怨是加強忠誠度的上好機會

顧客抱怨時正是施展最佳服務的良機• 顧客抱怨時正是施展最佳服務的良機

• 只要解決困難，70％的顧客會再光臨

• 如能當場解決，95％會再光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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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別人的情緒
‧不硬碰硬

顧客抱怨處理的ＥＱ調適

‧同理心
‧安靜地讓他說完
‧三變原則 <改變人、時、地>
‧不形容對方的情緒
不跟對方一般見識‧不跟對方一般見識

1 保持冷靜

病人生氣或指責時的注意要點

1.保持冷靜

2.用體諒的心傾聽不滿

3.想辦法解決顧客的問題

4.創造好結局

5 不要指望贏得所有的顧客5.不要指望贏得所有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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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撫平情緒再來解決問題

病人激動時

1.先撫平情緒再來解決問題

2.急著想解決問題反而不易解決

3.此時病人的口不擇言不要聽得太認真

4.自己先保持冷靜方能應對

溝通技巧

• 瞭解病患的心理

• 消除負面服務• 消除負面服務

• 建立標準的接待禮儀
暨用語

• 良好的溝通技巧

• 建立正確的工作價值

掌握關鍵時刻的
服務技巧

• 建立正確的工作價值

圖片摘錄自https://fun01.live/post/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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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

瞭解病患的心理

善用感官系統善用感官系統

傾聽 回應

記錄觀照

• 我們清醒時間的70%-80%適用在與人溝通上, 其中 45%
用於傾聽，30%用於講話，16% 閱讀， 9%寫字。

• 傾聽是處理工作或私人關係的重要工具

服務技巧

用眼睛

• 注視對方表示尊重

用耳朵

聽出對方的需求與真• 注視對方表示尊重
與關心

• 注意對方的表情，
聽出內在的用意

• 用眼光回應，表示

聽出對方的需求與真
正的欲求

12
Wei J‐W

用眼光回應 表示
你有用心聽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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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技巧

用嘴巴

• 稱呼對方

用手

• 記錄對方的問題重• 稱呼對方

• 適時給予回應

• 回答問題

• 感謝對方

表達關懷或慰問

• 記錄對方的問題重
點

• 圖示或說明摘要

• 記錄對方問題或抱
怨時要先說明此記• 表達關懷或慰問 怨時要先說明此記
錄純為備忘錄

放射師檢查的知情同意

• 國台語客家語…白話

告知檢查項目• 告知檢查項目

• 檢查的目的

• 可能的懷孕婦女告知輻
射風險告知、副作用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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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改進的溝通技巧

• 不良態度

沒禮貌

• 不良溝通

沒有說明檢查項目--沒禮貌

--傲慢(口氣差)

--急躁(沒耐心)

--沒有同理心

--沒有說明檢查項目
作法

--不能合作時為什要
這樣擺位

--痛的時候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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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溝通技巧

 了解溝通技巧對臨床檢查的重要性

認識溝通技巧的原理 認識溝通技巧的原理

 以角色扮演來體驗臨床診療所需之溝通技
巧

溝通技巧

• 語言溝通的技巧

• 非語言溝通的技巧

• 運用心理學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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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解受檢者心理層面(情緒)與症狀

善於溝通的放射師

• 訓練溝通技巧改善服務態度

• 清楚的說明

溝通???

•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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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檢者情緒與症狀

• 緊張(對檢查方法不了解、陌生環境機器)

• 怕痛(過去經驗 、聽別人說的)怕痛(過去經驗 聽別人說的)

• 恐懼(怕找到乳癌)

• 疑惑(缺乏醫師轉介、半強迫)

• 害羞(脫衣服、身體接觸、文化、信仰、保守)

• 是否已有乳房症狀(痛或不痛)• 是否已有乳房症狀(痛或不痛)

溝通技巧

• 眼神：眼神的接觸是交談的第一步

• 面部表情：微笑及皺眉影響最大。面部表情：微笑及皺眉影響最大

• 手勢：手勢的表達僅次於臉部的表情，因
為它具有可操作性。

• 音調的變化：音調的變化最能吸引談話者
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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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溝通的態度

• 不操之過急

• 保持緩和、溫雅、關懷的態度

• 先深呼吸放鬆心情，才開口講話

• 微笑點頭常是良好溝通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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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溝通技巧

檢查前

1. 跟病人打招呼及確認對方名字

2. 自我介紹與檢查方法說明

檢查中

• 呈現出關心、尊重及注意病人是否有不舒服

專注聆聽 沒有打斷病人的話• 專注聆聽，沒有打斷病人的話

• 核對及確認病人的問題

檢查後

1 對於問題給予正面回應1. 對於問題給予正面回應

2. 給予心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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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也有技巧

• 溝通一定是從打招呼開始溝通一定是從打招呼開始

• 叫對方的名字

• 微笑

• 注視對方的眼睛

• 口氣上揚• 口氣上揚

察言觀色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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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問話的流程

• 開場白的暖身對話

• 介紹自己及檢查• 介紹自己及檢查

• 表達了解她的問題

• 善於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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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中應注意禮儀及危害預防

 辨識病人禮儀 辨識病人禮儀

 輻射防護禮儀

 照相攝影禮儀

 攝影移位禮儀 攝影移位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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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識病人及檢查安全

攝影檢查前應呼叫病人姓名加先生或小姐呼叫病人姓名加先生或小姐
等稱謂等稱謂、待病人回應後，要求病人直接告等稱謂等稱謂 待病人回應後 要求病人直接告
知姓名確認受檢者之身分及基本資料。

確認攝影部位確認攝影部位是否正確（病痛或是受傷處）

醫師開錯單請病患回門診再確認一下

溝通時

– 保持禮貌的態度

– 充份的表達尊重、熱忱與專注
– 讓對方感覺讓對方感覺

• 我們在認真聽

• 我們有聽進去

• 我們已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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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專業溝通

• 醫療服務具有高度的複雜性及專業性，醫
療過程牽涉著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也療過程牽涉著的是一個 人』的生命 也
因為生命無法重來，所以無論發生任何程
度的失誤，都可能造成病人難以彌補的身
心傷害。

• 所以如何維護病人安全以及降低醫療疏失
的發生 儼然已經成為當今國內外醫界最的發生，儼然已經成為當今國內外醫界最
重視的課題

異常事件發生的原因

• 造成異常事件發生的原因以『人為因素』
佔最多數，而其中跨醫療專業之間的『溝佔最多數 而其中跨醫療專業之間的 溝
通』佔極重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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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AHO

• 美國評鑑機構聯合會(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JCAHO)自
從2006年及2007年 也都將『溝通 列為病人安從2006 年及2007 年，也都將『溝通』列為病人安
全目標之一

• 其目標之二明白指出：『提昇醫護人員之間溝通
的有效性』

• （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caregivers），其目的都是希望醫療團隊能g g ） 其目的都是希望醫療團隊能
藉由建立溝通的標準化，以提升跨醫療專業之間
溝通的有效性。

風險管理

• 風險管理也常提到，醫療錯誤（Medical Errors ）
最常見的五個類型分別是

1. 違規（ Noncompliance）

2.程序或手法的錯誤（ Procedural ）

3. 溝通不良（ Communication ）

4. 技術不純熟（ Proficiency ）

5 決策錯誤（Decision）。5. 決策錯誤（Decision）。

可見『有效的溝通』在病人安全工作執行上佔十
分重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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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不良（ Communication ）

• 在醫師、護理人員與醫技人員等組成的跨專業健
康照護團隊之中，可能會因為每位專業人員彼此
間的專業自尊、教育背景、過去經驗、階級、文
化、壓力等因素的差別，而導致在溝通討論上無
法確立主題點或達成共識，因此常會有造成溝通
不良的情形發生

• 若發生任何溝通上的問題，勢必造成病人安全之
隱憂 因此 提升醫療專業間溝通的有效性 是隱憂。因此，提升醫療專業間溝通的有效性，是
刻不容緩且需要積極努力的方向。

結論：

• 在建立良好的醫病關係及醫療團隊時，不在建立良好的醫病關係及醫療團隊時，不
同科系醫療人員之溝通技巧非常重要。這
些人際間之相處以及醫療人員間相關的溝
通技巧是可以訓練，可以評量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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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謝謝聆聽結束了！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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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度之原理與臨床運用

洪 一 吉

1

衛生福利部游離輻射防護品質輔導委員

高雄榮民總醫院 診斷組組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法規會主委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常務理事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中台科技大學、樹人醫事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定骨質疏鬆症是全球
僅次於冠狀動脈心臟病的重要疾病。僅次於冠狀動脈心臟病的重要疾病

國民健康署的調查顯示，骨質疏鬆症是 65 
歲以上老人常見慢性病的第四位。

近期的研究也呈現台灣髖骨骨折發生率是亞
洲區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279



2019/6/11

2

• 骨質疏鬆症的盛行率隨著人口老化逐日漸
增 而台灣的老年人口(年齡大於 65 歲)

前言

增，而台灣的老年人口(年齡大於 65 歲)
自 2013 年底突破 12%，人口老化之速度
高居世界第二位，在 2020及 2030 年分別
將提升至 16.1%和 24.5%，預估在 2025 
年將達到 500 萬人。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骨質疏鬆症已是全球第二大的重要流行病，其後
果是發生各部位之骨折，而其中尤以脊椎體及髖
部骨折最為嚴重。

前言

部骨折最為嚴重。

1993 年，台灣地區流行病統計調查結果發現：
65 歲以上之台灣城市婦女，19.8％已有一個以
上之脊椎體壓迫性骨折；男性則為 12.5％。

以骨密度狀況推估停經後婦女骨質疏鬆症的盛行
率約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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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性盛行率遠高於男性

• 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中，每九人約有一

前言

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中，每九人約有一
人罹患骨質疏鬆症(osteoporosis)

• 65歲以上女性，每四人即有一人發生骨質
疏鬆症，停經後雌激素缺乏是主要原因 。

 1.世界衛生組織(WHO) 1994 公佈成年人骨質疏
鬆症的定義為:一種因骨量減少或骨密度降低而

什麼是骨質疏鬆症

使骨骼微細結構發生破壞的疾病，惡化的結果將
導致骨骼脆弱，並使骨折的危險性明顯增高。

 2.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定義:一種因骨骼強
度減弱致使個人增加骨折危險性的疾病。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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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骼強度(bone strength)則包含

骨密度(bone density)骨密度(bone density)

骨骼品質(bone quality)

涵蓋骨骼結構 (architecture) 

骨骼代謝轉換 (turnover) 

結構損傷堆積(d l ti )結構損傷堆積(damageaccumulation)

礦物化程度(mineralization)。

骨重塑(bone remodeling)學說：
骨吸收與骨形成之互相調節及其動態平衡

生理階段 骨形成：骨吸收 骨質流失速率/年

20 ～30 歲
＞

增加

30 ～50 歲
＜

流失0.5～1.0 ％

停經後5～7年 流失3～5％
＜

終 其 一 生
＜

流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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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骨質疏鬆症
型態 第一型骨質疏鬆症 (停經後) 第二型骨質疏鬆症(老年性)

好發 停經後 15 20 年間
70 歲以上的女性及 80 歲以 上的
男性，且女性為男性的 2 倍（所以好發 停經後 15-20 年間 男性，且女性為男性的 2 倍（所以
女性較男性早發生）

機制

停經後體內雌性素量急遽減少，破
骨細胞活性增強而吸收骨小樑，使
骨小樑變細、斷折、數目減少、不
連續、減低骨強度
每年的骨質流失可高達2~3%

造骨細胞功能衰退、鈣和維生素D 
攝取量不足，腸道吸收功能變差，
導致骨合成減少， 使骨皮質與骨小
樑同時受犯，致骨皮質變粗鬆大孔、
骨小樑消失，骨強度明顯減低

症狀
停經後骨量流失快速
副甲狀腺功能降低
尿液鈣排出量增加

副甲狀腺功能增進
尿液鈣量正常

經常骨折部
位

骨小樑含量部位較多的骨折（脊椎
壓迫性骨折、腕部、髖部及股 骨轉
子間的骨折）

多發性脊椎楔形骨折，肱骨、脛骨、
髖部的股骨頸骨折

續發性骨質疏鬆症

由疾病引起骨流失

副甲狀腺機能亢進 甲狀腺疾病 性腺機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疾病、性腺機
能 低下、類風濕性關節炎、腎臟疾病、
肝臟疾病、糖尿病、臟器移植、 骨折等

長期服用某些藥物(如:類固醇..者)

吸煙 酗酒 腸道吸收不良者吸煙、酗酒、腸道吸收不良者

這一類型的骨質疏鬆較多見於青壯年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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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症狀

• 骨質疏鬆是一種隱性疾病，往往沒有症狀
。常常是由於脆弱的骨骼突然受力、撞擊常常是由於脆弱的骨骼突然受力 撞擊
或跌倒，引起骨折或脊椎崩裂而發現。受
損脊骨會出現嚴重背痛、身高下降、開始
駝背或脊椎變形。有時候只有背痛、盆骨
痛或輕輕跌傷後出現關節疼痛。有關症狀
可以持續多時，直到醫生診斷時才了解病可以持續多時，直到醫生診斷時才了解病
情。

骨質疏鬆症的影響
• 骨折

因骨質疏鬆引起的骨折最常見為脊椎骨、近端股骨、
遠端前臂。

• 行動不便

有一半的病人會因為股骨骨折而導致行動不便，生活
起居皆需他人協助料理。

• 疼痛變形(脊椎骨折)

駝背除了令人外觀不美觀，還會防礙肺部擴張，加速
肺功能衰退。肺功能衰退

•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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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994年世界衛生組織(WHO)對骨質疏鬆的
定義如下:

• 骨質疏鬆(Osteoporosis)之定量表示

骨質正常(Normal) T-score ≥ -1.0
骨質流失(Osteopenia) -2.5 < T-score < -1.0
骨質疏鬆(Osteoporosis) T-score ≤ -2 5骨質疏鬆(Osteoporosis) T score ≤ 2.5

• T-score(年輕成人)與三十歲健康成年人的
最佳或顛峰骨質密度進行比較

• Z-score(年齡配對)與同性別同年齡的平均
骨質密度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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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診斷原則

• 由於台灣民眾之骨折率與白種人相差不大由於台灣民眾之骨折率與白種人相差不大
，世界衛生組織一具白種人停經後女性骨
折率訂定之診斷標準應可適用於台灣停經
後女性。同時參考ISCD及各國的指引，此
項診斷標準也可適用於老年男性。

骨密度骨密度測試評估測試評估
•• 甲狀腺甲狀腺機能機能亢進亢進

•• 副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機能亢進症症副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機能亢進症症

•• 乳糜瀉乳糜瀉

•• 使用藥物使用藥物

（糖（糖皮質激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皮質激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
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

•• 骨質骨質缺乏（或脊椎骨折缺乏（或脊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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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量的測量技術

• 中軸型骨密度測量儀:

雙能X光吸光儀(DXA)雙能X光吸光儀(DXA)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定量電腦斷層(QCT)

• 邊緣型骨密度測量儀:

單能X光吸光儀(SXA)單能 光吸光儀(S )

周邊型雙能X光吸光儀(pDXA)

周邊型定量電腦斷層(pQCT)

定量超音波儀(QUS)

骨質密度檢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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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擺位位
•• DXADXA掃描掃描圖像圖像----檢查檢查定位是否正確定位是否正確

放射放射師師、、臨床臨床醫生進行雙重醫生進行雙重檢查檢查放射放射師師 臨床臨床醫生進行雙重醫生進行雙重檢查檢查

•• 平直在檢查平直在檢查台上台上

不轉動不轉動

中心中心在照野在照野中中

BMDBMD測量位置測量位置

•• PAPA 脊柱脊柱----監測治療反應監測治療反應

股骨股骨（頸部或全髖（頸部或全髖）） 預測髖部骨折風預測髖部骨折風•• 股骨股骨（頸部或全髖（頸部或全髖））----預測髖部骨折風預測髖部骨折風
險險

•• 非非慣用慣用前臂半徑前臂半徑的的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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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ADXA掃描的分析掃描的分析
•• ROIROI

脊柱脊柱----L1L1--L4L4的椎體的椎體

髖部髖部----股骨頸、轉子和全髖股骨頸、轉子和全髖關節關節

•• BoxBox

GE LGE L 最最窄和最低密度的窄和最低密度的頸部頸部((通常通常是股骨頭是股骨頭和和GE LunarGE Lunar----最最窄和最低密度的窄和最低密度的頸部頸部((通常通常是股骨頭是股骨頭和和

轉子轉子的的一半一半))

HologicHologic----股骨股骨頸的頸的末端末端

影像影像評估評估
•• 假假影影

•• 局部局部結構變化（如骨刺、韌帶骨贅、壓縮性骨結構變化（如骨刺、韌帶骨贅、壓縮性骨局部局部結構變化（如骨刺 韌帶骨贅 壓縮性骨結構變化（如骨刺 韌帶骨贅 壓縮性骨
折和主動脈鈣化折和主動脈鈣化））

•• 脊柱退化性脊柱退化性病變病變

•• 在在脊柱脊柱

骨骨缺失（椎板切除缺失（椎板切除術或術或脊柱脊柱裂）裂）骨骨缺失（椎板切除缺失（椎板切除術或術或脊柱脊柱裂）裂）

椎椎旋轉（原發性脊椎側旋轉（原發性脊椎側彎）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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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

• T‐score(年輕成人)

適用於停經後婦女65歲以上男性適用於停經後婦女65歲以上男性

• Z‐score(年齡配對)

是用於停經前女性 < 50歲男性

診斷骨質疏鬆症
• WHO 世界衛生組織對骨質疏鬆症的定義: 大
於65歲之停經婦女，以腰椎骨和兩側的髖關
節處的骨密度，其骨質密度與年輕人(20~30
歲)比的標準差稱為 T-score

• 骨質密度低於正常年輕人(20~30歲)骨質密度
平均值2.5 個標準差(SD)以下者為骨質疏鬆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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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core：將個人測得的骨密度與同年齡人 的平
均骨密度進行比較均骨密度進行比較
年紀輕的人,還未停經後婦女或不到50歲的男性, 
建議採用z值

––ZZ--score ≦ score ≦ --2.0 2.0  骨值偏低骨值偏低

––ZZ--score score ＞＞ --2.0 2.0  正常正常

檢測結果

• 骨質密度

T-score = (骨密度測量值-年輕女性的骨密度平
均值)/標準

骨鬆診斷以骨密度T-score最低值為準

檢查部位:全髖部、股骨頸、腰椎

(以上部位未能適用時 可測量橈骨遠端 部位(以上部位未能適用時，可測量橈骨遠端1/3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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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危險因子

• 1.種族:白人及亞洲人較黑人有較低之骨質密度。

• 2 生活型態:包括抽菸、酗酒、咖啡因過量、缺少運動、營養不• 2.生活型態:包括抽菸、酗酒、咖啡因過量、缺少運動、營養不
良、攝取維生素D不足或缺鈣高鹽飲食及蛋白質不足或過量者。

• 3.性別、年齡及體質:女性因骨質密度較男性低，又因停經後骨
質大量流失，加上平均壽命較長，顧女性患骨質疏鬆症為男性之
6~8倍。此外年齡越大、體型越瘦小者，危險性也越高。

• 4.性腺功能不足:如早發性停經者。

遺傳體質 有家族病史者• 5.遺傳體質:有家族病史者。

• 6.藥物:如利尿劑、抗癲癇藥、類固醇、甲狀腺素、化學療法。

危險危險因素因素

老年癡呆症
在早年（<45歲）雌激素
缺乏

健康狀況不佳 長期臥床健康狀況不佳、長期臥床
或不活動

類固醇的使用超過3個月

吸煙 腸道吸收不良症候群

酗酒 類風溼性關節炎

脆性骨折史的一及親屬 原發性副甲狀腺機能亢進脆性骨折史的一及親屬 原發性副甲狀腺機能亢進

體重低
BMI = 體重(kg) / 身高
(m2) <18.5 kg/m2

雌性素缺乏（提早停經）
睪固醇缺乏（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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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

•• 大多數官方大多數官方團體團體－－6565歲健康婦女的歲健康婦女的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症
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婦女婦女、、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婦女婦女

•• 歐洲歐洲－－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婦女婦女

•• 國際臨床骨密檢測學會（國際臨床骨密檢測學會（ISCD, International ISC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linical DensitometrySociety for Clinical Densitometry））－－7070歲歲
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男性男性 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男性男性、、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
的男性的男性

• 參考美國骨質疏鬆症基金會(NOF) 2014 指引、2015 年 ISCD 亞太共識、2016 年英國國
家骨質疏鬆症指南組(NOGG)以及2016 年美國臨床內分泌專家協會(AACE)目前立場，台灣
地區的建議如下:

• (1)65歲以上的婦女或70歲以上男性。

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

• (2)65歲以下且具有危險因子的停經婦女。

• (3)即將停經並具有臨床骨折高風險因子的婦女，如體重過輕、先前曾

經骨折、服用高骨折風險藥物。

• (4)50至70歲並具有骨折高風險因子的男性。

• (5)脆弱性骨折者 (指在低衝擊力下就發生骨折)。

• (6)罹患可能導致低骨量或骨量流失之相關疾病者。

所服用藥物和低骨量或骨量流失有相關者• (7)所服用藥物和低骨量或骨量流失有相關者。

• (8)任何被認為需要用藥物治療骨質疏鬆症者。

• (9)接受治療中，用以監測治療效果者。

• (10)有骨密度流失證據而可能接受治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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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多久追蹤檢查骨質密度？

• (1)未接受積極治療者其 BMD 不建議在一年之內重覆測量

，一般建議二年後追蹤測量即可。

• (2)依文獻報告藥物均需一年以上才可見到減少骨折的效

果，故持續用藥至少宜使用一年以上，最好兩年，才

再次進行 DXA 評估治療成效。

• (3)若治療期間 BMD 改變超過最小顯著差異值始可認為有

顯著變化。以目前常用之 DXA 儀器而言，約為使用同

一儀器測定髖骨變化 3 6％或腰椎 2 4% 以上一儀器測定髖骨變化 3~6％或腰椎 2~4% 以上。

• (目前健保的骨密度檢測，限定高風險病人和骨鬆追蹤治療的
婦女，且要間隔一年以上，只給付三次。)

• 結論

• 1 一般而言骨質流失或變動是細微而緩慢的，

應該多久追蹤檢查骨質密度？

• 1.一般而言骨質流失或變動是細微而緩慢的，

因此約每1-2年檢查1次即可。

• 2.有些內分泌代謝疾病可能在短期間內導致骨

質大量流失，因此可以6個月追蹤1次(視疾

病種類及病情輕重而論)病種類及病情輕重而論)。

• 3.類固醇可能對骨質的保存造成嚴重損害，接

受類固醇治療的病人，亦建議6個月追蹤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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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是可以治療的 ? 

• 骨質流失是不可逆的，利用藥物治療大多骨質流失是不可逆的 利用藥物治療大多
只能減緩骨質流失速度。因此年輕時就要
養成良好習慣，補充鈣質、從事負重性的
運動，以累積足夠的骨本!! 

[ 鈣 ]在人體所扮演的角色

• 當鈣質攝取不足或體內的鈣量減少時，為
了維持血液中的基本鈣質，就會將骨頭中了維持血液中的基本鈣質 就會將骨頭中
的鈣質大量抽離出來，但他無法控制每次
抽離的鈣量，所以使用多餘的鈣，就會由
人體的尿液排出，此時又稱為脫鈣，所以
骨中的鈣質不夠時，骨質就會變細變疏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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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鈣時會有何症狀?

• 急性的鈣缺乏，會引起肌肉痙攣。

• 骨骼無法正常鈣化，無法負重而一彎曲變骨骼無法正常鈣化，無法負重而一彎曲變
形，嚴重時發育不良、生長停滯。

• 造成骨骼軟化、行動困難、骨質疏鬆、脊
椎無力、牙齒鬆脫以及容易骨折等問題。

人體中的鈣平衡

• 人體的成長、骨骼發育。

• 副甲狀腺荷爾蒙(PTH，Parathyroid hormone)
活化並且增加促使骨基質吸收的細胞數目(蝕
骨細胞)，能提高鈣的血中濃度。

• 抑鈣素(Calcitonin)，是由甲狀腺的清晰細胞
(Clear cells)所合成，一般相信，它可增加
基質的形成以及鈣的沉積，能降低鈣與磷的血
中濃度中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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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骨質疏鬆的十個建議

• 多做載重，荷重的運動

• 攝取適量的鈣及維他命D• 攝取適量的鈣及維他命D

• 避免過度節食

• 不要食用太鹹及含磷、蛋白質、咖啡因過量的食物

• 避免賀爾蒙不足

• 避免會增加骨鈣吸收的藥物

• 飲酒不過量• 飲酒不過量

• 不抽菸

• 多運動以增加柔軟度及肌肉力量

• 保持正確知識，改善身體的平衡度

結束了！謝謝聆聽結束了！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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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臨床技術與品質保證經驗分享黃美蘭 醫事放射師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 組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常務理事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常務理事

大綱

最新癌症登記現況

臨床技術與品質保證

實地臨床影像評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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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時鐘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年12月27日公告
癌症登記報告-2016年

2016年癌症發生情形

2015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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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癌症標準化發生率趨勢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015、2016年國人十大癌症比較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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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女姓十大癌症比較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016年乳癌發生率與死亡率資料來源:癌症登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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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現一張好的影像品質?

品質保證 擺位技術

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
� 國內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一位
� 乳房攝影檢查為乳癌早期診斷的最佳方式
� 國民健康署推動乳癌篩檢政策(45-69歲)
� 乳腺為對輻射敏感的組織，且接受乳房攝影篩檢者多為健康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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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迷思~~ 小姐:聽說你們有戴在脖子防甲狀腺癌的，可以拿給我帶嗎?

民眾的迷思~~

小於0.005 毫西弗的散射線，相當於戶外暴露30分鐘所收到的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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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小時乳篩學分每年10小時乳篩學分

醫院自辦品管座談會醫院自辦品管座談會
北中南品質提升課程北中南品質提升課程 外單位自辦乳篩課程外單位自辦乳篩課程

培訓醫院品管座談會培訓醫院品管座談會 線上學習平台線上學習平台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 乳房X光攝影影像下半年度教育課程課程對象:醫師或有申請乳篩資格需求之放射師

304



06/11/2019

8

106年度106年度

107年度107年度

108年度年中前108年度年中前
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國健署乳篩時數計算國健署乳篩時數計算

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0學分

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以年度計算
(106年12月通過，106年仍必須修10小時)

0

10

10

乳房攝影儀器審查

醫療院所輻射
防護暨醫療暴
露品保作業

乳房X攝影儀
醫療曝露品質
保證作業檢查

醫療機構臨床
影像後續審查

305



06/11/2019

9

DM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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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Digital Mammography 
QUALITY CONTROL MANUAL

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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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Radiography (CR) Cassette Erasure (if applicable)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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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on Thickness Indicator月

3

局部攝影壓迫板
10-15磅(4.4-6.7daN)

壓迫厚度檢測(指標)值與實際值的差異必須在±0.5cm(5mm)之內

Visual Checklist月

4

1. 清潔溶劑必須是可用的2. 所有的卡鎖都必須能夠正常運作3. 壓迫板/護面罩不能有破裂4. 乳房支撐平台不能有破裂5. CR的片匣支架必須能支撐住且正確卡住大小片匣6. CR的影像面板和片匣必須是可吻合的。片匣應無裂縫和凹痕，卡榫的功能正常，在讀取資料時片匣要運作順暢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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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Workstation (AW) Monitor QC月

5

Radiologist Workstation (RW) Monitor QC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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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Printer QC (if applicable)Viewbox Cleanliness (if applicable)月 7

8

Compression Force半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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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 Detector Calibration(if applicable)

� 依照製造商手冊中的方式執行
� 將結果記錄在表格中

10

依照原廠規範

Repeat Analysis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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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放射線醫學會培訓醫院宣導假影光碟(醫學物理學會提供)

Recognition of breast cancer depends on detection of :

A high-quality image provides high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breast cancer and high 
specificity to identify the normal b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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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vs. screen-film mammo 
�Suboptimal conditions in any one step can affect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Opportunity to optimize each task independently 

Descriptors of image quality 
� Tissue coverage 
� Spatial resolution 
� Contrast and dynamic range (latitude) 
� Noise 
� Freedom from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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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in digital mammography
�all of the artifacts caused by components before the image receptor are still possible
�nonuniformities in the detector response
•improper flat fielding
•errors in scanning (CR, slot scanning system)
�nonuniformity or miscalibr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hard- or soft-copy display systems
�Dead dels in the detector

Artifacts category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 and Machine)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Processing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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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Blurred microcalcifications Blurred microcalcifications and dense breast 
tissue 

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Higher compression and reduced exposure time eliminated patient motion and improved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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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erspiran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mall, faint radiopaque densities 

Thin Breas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Thin breast artifact is a patient-related artifact that is unique to digital mammography. This artifact is 
seen in women with breasts that compress to less than 2 cm in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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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line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kin lesion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kin lesion mimicking calcifications. 

318



06/11/2019

22

Scar mark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Tape (arrows) holding scar marker in place is visible. 
� This may obscure underlying disease. 

Tape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Tape artifact can cause anatomy to be obscured 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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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e injections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obscure disease and lowers sensitivity of mammography. 

Foreign body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eye glasses 
� Making sure that face shield is in place will prevent this type of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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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Inhomogeneity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associated(Ghosting) 

•latent image from a prior exposure 
•The machine should be recalibrated 
•A test image ac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artifact is no longer pres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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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associated(Ghosting) 
� Ghost image was caused by low detector temperature. 
� Proper operating temperature for detector is 25–35°C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associated(Gouging) 
� circular artifacts 
� If the compression paddle accidentally hits the unprotected detector array, indentations in the detector array can resul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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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associated(Horizontal line artifact ) 
� defective line of pixels 
� an incorrect readout of data 
� also be seen on magnified views 
� calibrate the machine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Collimator Misalignm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A vertical white bar can be seen along the edge of the image when the collimator is misaligned with th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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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exposure 
� “salt-and-pepper” effect：low SNR 
� the exposure being prematurely aborted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Grid Lines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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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Misplacem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Vibration Artifac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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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le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Artifacts resulting from dust on compression paddle. 

Breast-within-a-Breast Artifact  
� Thick breast 
� false exaggerated boundary.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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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Processing Bars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Detector interface line 

� slight difference in calibration of two halves of detector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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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of Edge   

� breasts or breast implants 
� Failure of the algorithm to properly detect the edge of the breas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skin line processing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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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Density Artifac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Pixel dropou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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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on Digital Mammography 
� Total 8,582 mammographic images/ 2,200 patients/ 4,440 by direct type FFDM/ 4,142 by indirect FFDM. 
�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FFDM artifacts was 3.4 % (292/8,582) 

J Digit Imaging. 2014 Apr;27(2):231-6. 

TOMO BIOPSY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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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審查乳篩放射師臨床影像抽片
自選片
• 一年內挑選緻密、非緻密影像
• 醫院與乳攝車皆執行業務需送2份
抽選片
• 4份/人(乳攝車優先)

• 時間範圍:20180101-20181231

影像儲存格式(DICOM)

• 2份/人
• 電腦自動帶入DICOM訊息資料，不須委員評分

後續審查臨床影像評核抽選片
�抽到局部切除、隆乳影像、精神科病患、pacrmaker 、 Port-A、行動不便等無法配合者請被抽審者註明於抽選單上者，可申請遞補，此份影像不計分
�使用乳房斷層攝影儀請勿送審合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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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view1. 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

(A)Pectoral muscle

(B)Nipple

(C)Adipose tissue

(D)Glandullar tissue

(E)Blood vessel

(F)Lymph node

(G)Cooper’s ligaments 

(H)Retrogandullar fat space

(I )Inframammary fold 

(J)Axilla

A A

B B

C C

D

D

E

J J

E

G G

H

H

a

b

c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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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O  view1. 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

(A)Pectoral muscle

(B)Nipple

(C)Adipose tissue

(D)Glandullar tissue

(E)Blood vessel

(F)Lymph node

(G)Cooper’s ligaments 

(H)Retrogandullar fat space

(I )Inframammary fold 

(J)Axilla

AA

B B

C

C

D

D

E

J
J

E

G

G
H

H

F

F

II

a

c

d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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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評分項目擺位:80分其他:20分

乳房攝影
DICOM欄位編號與欄位名稱

標準規格

身分證號病歷號 原能會證號
74新公告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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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影像挑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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