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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OUT !!!



輻射常用標誌



游離輻射防護法草案

• 文號:89.05.27印制: 院總第759號政府提
案第7136號

• 說明:

• 原子能法逾31年，游離輻射規定僅三條
不符合管制需求。

Justificatio
n

效益大於可能

引起之傷害

OptimizationLimitation不符合管制需求。

• 參考原子能法修正草案及歐、美相關管理
法令。

• 依據輻射作業之

• 正當性

• 防護措施之最適化

• 人員劑量應予管制

Optimization
考慮經濟與社會因素

將個人劑量合理抑低

Limitation
防止癌症與遺
傳效應發生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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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輻射防護法草案思考意見
(只節錄內意並請自行參考法律原文)



游離輻射防護法立法歷程

• 三讀日期:091年01月04日
• 公佈日期:091年01月30日
• 施行日期:092年02月01日

㇐讀㇐讀
089/11

二讀二讀
廣泛討論廣泛討論090/05

089/05

㇐讀㇐讀

委員會委員會

二讀二讀
逐條討論逐條討論

091/01

三讀三讀

091/01



游離輻射防護法內容

• 一項細則: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 一項準則: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

• 一項規則: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 六項標準: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
標準、嚴重污染環境標準、商品輻射限量標準、游離輻射防護管制收費標
準、輻射源豁免管制標準

• 九項辦法: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人員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放• 九項辦法: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人員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放
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之辦法、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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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輻射設
施及運轉人員管理辦法、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管理辦法、射性物
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軍事機關之輻射防護及管制
辦法、

• 一項行政規則:輻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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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游離輻射防護法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其設施年度偵測項目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輻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Radioactive Area

KEEP OUT !!! 大里仁愛醫院
台中慈濟第一期
台中慈濟第二期



• 受處分人因未據實申報繼續教育課程簽到名冊、合格
人員名冊及未依規定保存輻射工作人員000年度劑量監
測紀錄等行為。經查受處分人未據實申報及未依規定
保存之義務，依輻防法第44條第9款規定，分別論處新
臺幣5萬元罰鍰，合併裁處新臺幣10萬元。

• 受處分人私自裝設1台登記備查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受處分人私自裝設1台登記備查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未經本會登記備查，即擅自進行輻射作業，違反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43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29條第3項規定
經同意登記，擅自進行輻射作業」，處新臺幣10萬元
罰鍰。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1.1 輻射防護計畫經原能會核准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准公文
組織架構 (品保是否納入)
核准時間與版本符合
只能修改附件不動主文只能修改附件不動主文

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 7 條:設施經營者應依其輻射作業之規模及性質，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設輻射防護管理組織或置輻射防護人員，
實施輻射防護作業。
前項輻射防護作業，設施經營者應先擬訂輻射防護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實施。未經核准前，不得進行輻射作業。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1.2 輻射防護計畫已向相關工作
人員宣導。

宣導頻次:
新進人員
計畫異動時計畫異動時
宣導方式:
在職教育
委員會會議
隨時可查詢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1.3 依輻防業務規模設置輻射防
護管理組織(含輻射防護管
理委員會及輻射防護業務單
位)或設置輻射防護人員。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委員人數、成員
輻射防護人員數目

位)或設置輻射防護人員。
輻射防護人員數目
符合規定

㇐、從事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三項診療業務者。
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師㇐名、輻射防護員二名。從事核子醫學業務，並設
有迴旋加速器或使用之放 射性物質活度達1.1 1 × 1 0 ^ 9 Bq以上之
高劑量治療者， 應至少再配置輻射防護師㇐名。 從事放射治療業務，
並設有質子加速器者，應至少再配置輻射防護師㇐名。

二、設有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任二項診療業務者。
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師㇐名、輻射防護員㇐名。

三、僅從事放射治療業務者
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師㇐名，設有質子加速器者， 應至少再配置輻射防護㇐名。

四、僅從事放射診斷業務者
設有十（含）部Ｘ光機以上者，應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員㇐名。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1.4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為7人以
上，且委員人數、成員及輻射
防護人員數目皆符合規定。

成員科別

成員層次

輻防人員數目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第 4 條
設施經營者具有附表一所列設備、業務或規模者，應設立輻射防護管理組
織，並依表列名額配置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各級輻射防護人員。
第 8 條
第四條所設之輻射防護業務單位應為設施經營者內直屬負責人指揮監督之
單位或任務編組。
第 12 條
第四條規定之設施經營者應設置七人以上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委員由下
列人員組成：
一、設施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
二、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業務主管及至少二名以上之專職輻射防護人員。
三、相關部門主管。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第 12 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應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研議第十條規定之
業務內
容執行情形及下列事項：容執行情形及下列事項：
一、對個人及群體劑量合理抑低之建議。
二、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
三、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行之改善措施。
四、設施經營者內設備、物質及人員證照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五、輻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法規規定。
六、輻射防護計畫。
七、設施經營負責人交付之輻射防護管理業務。
八、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前項會議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1.輻射防護計畫及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第 10 條
第四條之輻射防護業務單位及第五條之輻射防護人員，應執行下列輻射防
護管理業務：
一、釐訂輻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理措施，並

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領用、汰換、運送及放射性廢棄

物處理之輻射防護管制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三、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管理。
四、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放射性物質之輻射防護檢測。
五、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六、規劃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
七、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八、督導、辦理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管理，與超曝露之調查及處理。
九、建立人員曝露與環境作業之記錄、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因應措施。
一○、管理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錄。
一一、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議。
一二、其他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事項。
執行前項游離輻射防護管理業務時，應就執行情形保存紀錄，並由輻射防護人
員簽章確認。



2.輻射作業之操作人員

2.1 從事或參與輻射作業之人員
，以年滿18歲者為限。

實習生

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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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不得令未滿十六歲者從事或參與輻射作業。



2.輻射作業之操作人員
2.2 輻射作業之操作人員應依其操作

輻射作業之規模，取得一定訓練
、證書或執照。
【例如】：

操作牙科X光機之牙醫師與操作開刀房X光機
之醫師應取得18小時以上訓練證明；操作非

牙科助理

醫事放射師法34條

未取得或經廢止醫事放
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
而執行醫事放射業務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醫師應取得18小時以上訓練證明；操作非
密封放射性藥物之人員視其操作藥物屬於登
記類或許可類，應分別取得18小時以上訓練
證明或輻射安全證書。

，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

碎石問題
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 31 條
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人員，應受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並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執照。但領有輻射相關執業執照經主管機關認可
者或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練者，不在此限。
前項證書或執照，於操作一定活度以下之放射性物質或一定能量以下之可
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者，得以訓練代之。



2.輻射作業之操作人員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
第 5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一定活度或一定能量之限值如下：
四、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公稱電壓為十五萬伏或粒子能量為十五萬電子伏
。。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
第 七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訓練係指下列之一取得證明者：
一、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訓練業務者或設施經營者依附表二所列之輻射
防護訓練課程辦理之訓練。
附表二 以訓練取代輻射安全證書應接受之訓練課目及時數（本項訓練實施
時間最長不得超過二週，其總上課時數不得少於十八小時）



3.1.輻射工作人員-全院管理

3.1.1 建立輻射工作人員名冊總
表(含人員劑量監測結果、
每年3小時輻射防護繼續教
育訓練、定期健康檢查分

相片

分級整理

健康檢查項目
育訓練、定期健康檢查分
級結果)。

健康檢查項目

報告結果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第 5 條
雇主依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定期實施之教育訓練，
應參酌下列科目規劃，且每人每年受訓時數須為三小時以上，其中二分之一
訓練時數得以播放錄影帶、光碟或視訊等方式代之，並保存紀錄
第 8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及第五項之紀錄保存
，準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3.1.輻射工作人員-全院管理

１)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２)血液、皮膚、胃腸、肺臟、眼睛、內分泌及生殖系統疾病既往病史
之調查。
(３)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皮膚、心臟、肺臟、甲狀腺、神經
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骨、關節及肌肉系統之身體檢查。
(４)心智及精神檢查。(４)心智及精神檢查。
(５)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６)甲狀腺功能檢查 (T3、T4、TSH)。
(７)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0)。
(８)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及肌酸酐(Creatinine)之檢查。
(９)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值、白血球數、白血球分類及血小板
數之檢查。
(１０)尿蛋白、尿糖、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需NPO



3.1.輻射工作人員-全院管理

3.1.
2

未納入輻射工作人員名冊
之「經常從事輻射作業並
認知會接受曝露之人員」
，其曝露評估紀錄應留存

評估其年有效劑量未超
過一般人之限值。

評估結果已由受評估人
，其曝露評估紀錄應留存
備查至受評估人員離職日
止。

及本院雙方同意並簽署
。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第十二條 輻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年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
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1mSV)。



3.2.輻射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3.2.1 對在職輻射工作人員每年
實施3小時以上輻射防護
繼續教育訓練，訓練紀錄
保存10年。(紀錄內容包

醫院課程
原能會申請課程時數

保存10年。(紀錄內容包
含參加訓練人員之姓名與
參加訓練之時間、地點、
時數、訓練科目、授課人
員及授課方式等相關資料
)。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1 對在職輻射工作人員實施
個別劑量監測，對有需要
接觸放射性物質之輻射工
作人員應實施肢端劑量監

人員(全身)劑量佩章
肢端劑量佩章 (指環)
背景劑量

作人員應實施肢端劑量監
測。

背景劑量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超過紀錄基準者，應予記錄並保存之；其結果超過
調查基準者，應調查其原因；其結果超過干預
基準者，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2 劑量佩章應妥善使用，且
不使用時應與背景佩章放
置㇐起，並妥善管理。

位置

輻射管制區之輻射劑量率應小於10μSv/h輻射管制區之輻射劑量率應小於10μSv/h
非輻射管制區之輻射劑量率應小於0.5μSv/h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3 應告知當事人劑量佩章監
測結果，且輻防組織應確
實管理輻射工作人員之劑
量狀況。

告知方式

量狀況。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7 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
人員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
並做適當之工作調整；確保
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般人

約談紀錄
主管簽章
個人簽名

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般人
相同之輻射防護。

個人簽名
工作內容明確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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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曝露符合第十一條一般人之劑量限度。
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其腹部表面之等效劑量於剩餘妊娠
期間不超過一毫西弗，且攝入體內之放射性核種不超過年攝入限度之
百分之二，視為不超過前項胎兒之劑量限度。

第 十一 條
一般人之劑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一、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十五毫西弗。
三、皮膚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前項劑量限度適用於人口中之關鍵群體。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8 應審查並記錄新進輻射工
作人員之職業曝露歷史紀
錄。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第 7 條
雇主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輻射工作人員實施個別劑量監測，應記
錄每一輻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露歷史紀錄，並依規定定期及逐年記錄每一
輻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露紀錄。
前項紀錄，雇主應自輻射工作人員離職或停止參與輻射工作之日起，至少
保存三十年，並至輻射工作人員年齡超過七十五歲。
輻射工作人員離職時，雇主應向其提供第一項之紀錄。



3.3.輻射工作人員-人員劑量

3.3.9 輻射工作人員離職時，應
提供其逐年職業曝露歷史
紀錄（含劑量佩章監測結
果及其輻射工作內容）。

基本資料(含科別)
收件方式
劑量結果
體檢分級



3.4.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3.4.1 僱用輻射工作人員時，應
要求其實施體格檢查，檢
查項目依「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實施。

新進或新納入之輻射
工作人員均完成體格
檢查。

規則」實施。

3.4.2 對在職輻射工作人員實施
定期健康檢查(㇐年㇐次)
，檢查項目依「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實施。

記得確認通知本人
委員會分級管理



3.4.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1)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

分項目異常，但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 ，但可能【與職業原因無

關】者。關】者。

(3)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 ，且【可能與職業原因有

關】者。

(4)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 ，且【與職業原因有關】

者。



4. 其他

4.2 對於協助病人接受輻射醫
療者，其有遭受曝露之虞
時，應事前告知及施以適
當之輻射防護。

懷孕

告知

主動防護
當之輻射防護。

主動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