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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	
施行細則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民國91年12月25日輻字第0910025075號令發布。 
·民國97年02月22日修正。



·第	1 條
·本細則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
規定訂定之。(共25條)



·第	2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擬訂輻射防護計
畫，應參酌下列事項規劃： 
· 一、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 
· 二、人員防護。 
· 三、醫務監護。 
· 四、地區管制。 
· 五、輻射源管制。 
· 六、放射性物質廢棄。 
· 七、意外事故處理。 
· 八、合理抑低措施。 
· 九、紀錄保存。 
•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2 條



·第	2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輻射安全評
估，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 一、輻射作業說明。 
· 二、計劃排放廢氣或廢水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性質 
· 					、種類、數量、核種及活度。 
· 三、場所外圍情況描述。 
· 四、防止環境污染之監測設備與處理程序及設計。 
·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 條

·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記錄含放射性物質
廢氣或廢水之排放，應載明排放之日期、所含放射性物
質之種類、數量、核種、活度、監測設備及其校正日
期。	 

· 前項排放紀錄，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年七
月一日至十五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之期間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其保存期限，除屬核子設施者為十年外，
餘均為三年。



·第	3 條



·第	4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提
出實施調查、分析及	記錄之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輻射影響評估。 
·四、事故處理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錄。 
·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報告，除報 
·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 
·						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之。



·第	4 條
來源網路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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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輻射基礎課程。 
·二、輻射度量及劑量。 
·三、輻射生物效應。 
·四、輻射防護課程。 
·五、原子能相關法規。 
·六、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七、主管機關提供之相關資訊。



·第	5 條
· 前項訓練之授課人員，應由輻射防護人員，或於教育部認
可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且在公、私立機
構、學校、研究單位從事輻射防護實務工作五年以上之人
員擔任。	

· 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紀錄，應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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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少保存十年。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五條內容: 為確保輻射工作人員所受職業曝露不
超過劑量限度並合理抑低，雇主應對輻射工作人員實施
個別劑量監測。 

但經評估輻射作業對輻射工作人員一年之曝露不可能超
過劑量限度之一定比例者，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劑
量抽樣監測代之。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所定劑量限度之一定比例，
為劑量限度之十分之三；其有效劑量為六毫西弗，眼
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為五十毫西弗，皮膚或四肢之等
價劑量為一百五十毫西弗。 

·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作業環境監測，指作業
場所具備有用於監測工作位置之輻射劑量（率）監測
器，且其監測結果足以代表輻射工作人員所接受之劑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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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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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所稱意外曝露，指於不可預料情
況下接受超過劑量限度之曝露所稱劑量，指有效劑
量。



·第	10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十八條所稱醫療機
構，指依醫療法規定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及依
醫事放射師法規定設立之醫事放射所。



·第	11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稱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	

(構) 、學校或團體，指依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理
辦法之規定，報經主管機關認可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
務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



·第	12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
之建造許可者，應於預定建造日期六個月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立證件。 
·二、放射性物質之物理、化學及輻射性質。 
·三、生產方法、生產計畫及銷售計畫。 
·四、品質保證計畫。 
·五、輻射安全評估報告、輻射防護計畫及安全作業 
·						程序。 
·六、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計畫。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第	13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放射性物質之生產許
可者，應於生產設施建造完成後先提出試運轉計畫、
運轉人員及輻射防護人員證書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進行試運轉。 

·依前項規定進行試運轉完成後，應於計畫開始生產日
期三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試運轉報告，向主管
機關申請生產許可審查。



·第	14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製
造許可者，應於預定製造日期六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立證件。 
· 二、產品構造、圖說與其發生游離輻射之原理及設備 
· 						原型。 
· 三、製造計畫及銷售計畫。 
· 四、檢驗規格與方法及品質保證計畫。 
· 五、輻射安全評估報告及輻射防護計畫。 
· 六、運轉人員執照及輻射防護人員證書影本。 
· 七、測試場所屏蔽設計資料。 
· 八、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第	15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應定期報送主管機關之各
項紀錄，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季結束後
一個月內，報送主管機關，並至少保存五年。



·第	16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許可證之期限	如下： 

·一、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期限為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十 
· 						日至三十日。 
·二、第二項規定之申請期限為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九個 
· 						月至六個月。



·第	17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許
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立證件。 
·二、輻射安全評估報告。



·第	18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為之偵
測，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將該年偵測證明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19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稱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不
符者，指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 

·一、輻射作業場所依本法規定需由合格人員負責操作， 
·						其操作人員離職，而未於三十日內補足者。 
·二、輻射作業場所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輻射 
·						防護人員離職，而未於三個月內補足者。 
·三、放射性物質之機具、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其生產 
·						製造設施損壞，而未於六個月內修復者。 
·四、放射性物質活度衰減至無法達成原申請目的之用途 
·						而未於六個月內更換者。



·第	19 條
·五、因外力不可抗拒因素致輻射作業場所屏蔽或防止	
·						輻射洩漏設施損壞，而未於六個月內修復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第	20 條
·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停止使用之放射性
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停止運轉之生產製造設
施之再使用或再運轉，應檢附下列文件及資料，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 

·一、前條第一款情形為合格人員證書及在職證明。 
·二、前條第二款情形為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明及在職 
· 						證明。 
·三、前條第三款情形為設備測試報告。	
·四、前條第四款情形為放射性物質之證明文件及測試	
· 						報告。	
·五、前條第五款情形為場所輻射安全測試報告。	
·六、前條第六款情形為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第	21 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永久停止使用或
其生產製造設施之永久停止運轉。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退回原製造
或銷售者、轉讓或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時，應依放射
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	22 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如
下： 
·一、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時，應報經主管 
· 						機關核准，將主管機關指定之部分自行破壞至不堪 
· 						使用狀態，並拍照留存備查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 
· 						檢查。 

·二、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設施及場所永久停止使用時， 
· 						應依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完成除污，並報請主管機關 
· 						檢查。



·第	23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擬訂設施廢
棄清理計畫，應參酌下列事項規劃： 

·一、組織與責任及人員之教育訓練。 
·二、設施之運轉歷史描述。 
·三、設施之輻射狀況評估。 
·四、輻射劑量評估及防護措施。 
·五、除污方案。 
·六、放射性物質廢棄處理方案。 
·七、輻射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八、品質保證方案。 
·九、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24 條	本細則所定書表文件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 
·												之。 
·第	25 條	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民國59年7月29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字第
094004108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二十條。 

·民國94年12月30日修正。



·第	1 條
·本標準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種：指原子之種類，由核內之中子數、質子 
· 															數及核之能態區分之。 
·二、體外曝露：指游離輻射由體外照射於身體之曝 
· 																					露。 
·三、體內曝露：指由侵入體內之放射性物質所產生 
· 																					之曝露。 
·四、活度：指一定量之放射性核種在某一時間內發 
· 															生之自發衰變數目，其單位為貝克。 
· 															(每秒自發衰變一次為一貝克)



·第	2 條
·五、劑量：指物質吸收之輻射能量或其當量。 

• (一)吸收劑量：指單位質量物質吸收輻射之平均能 
·																				量，其單位為戈雷。 
·						(1kg質量物質吸收一焦耳能量為一戈雷) 

• (二)等效劑量：指人體組織或器官之吸收劑量與射 
·																				質因數之乘積，其單位為西弗。 
·						(射質因數依附表1-1-1規定)



·第	2 條
·五、劑量：指物質吸收之輻射能量或其當量。 

• (三)個人等效劑量：指人體表面定點下適當深度處 
·																										軟組織體外曝露之等效劑量， 
·																										其單位為西弗。 
·對於強穿輻射：為10mm深度處軟組織。 
·對於弱穿輻射：為0.07mm深度處軟組織。 
·眼球水晶體之曝露：為3mm深度處軟組織。



·第	2 條
·五、劑量：指物質吸收之輻射能量或其當量。 

• (四)器官劑量：指單位質量之組織或器官吸收輻射 
·																				之平均能量，其單位為戈雷。 

• (五)等價劑量：指器官劑量與對應輻射加權因數乘 
·																				積之和，其單位為西弗。 
·							(輻射加權因數依附表1-1-2規定)



·第	2 條
·五、劑量：指物質吸收之輻射能量或其當量。 

• (六)約定等價劑量：指組織或器官攝入放射性核種 
·																										後，經過一段時間所累積之等 
·																										價劑量，其單位為西弗。 
· (一段時間為自放射性核種攝入之日起算，對十七歲以
上者以五十年計算；對未滿十七歲者計算至七十歲) 

• (七)有效劑量：指人體中受曝露之各組織或器官之 
·																				等價劑量與各該組織或器官之組織 
·																				加權因數乘積之和，其單位為西 
·																				弗，組織加權因數依附表1-2規定。 
·																				(五)*組織加權因數



·第	2 條
·五、劑量：指物質吸收之輻射能量或其當量。 

• (八)約定有效劑量：指各組織或器官之約定等價劑 
·																										量與組織加權因數乘積之和， 
·																										其單位為西弗。 
·																										(六)*組織加權因數 

• (九) 集體有效劑量：指特定群體曝露於某輻射源， 
·																											所受有效劑量之總和，亦即 
·																											為該特定輻射源曝露之人數 
·																											與該受曝露群組平均有效劑 
·																											量之乘積其單位為人西弗。



·第	2 條
·六、參考人：指用於輻射防護評估目的，由國際放 
· 																		射防護委員會提出，代表人體與生理		 
· 																		學特性之總合。 
·七、年攝入限度：指參考人在一年內攝入某一放射 
· 																								性核種而導致五十毫西弗之約定 
· 																								有效劑量或任一組織或器官五百 
· 																								毫西弗之約定等價劑量兩者之較		 
· 																								小值。 
·八、推定空氣濃度：為某一放射性核種之推定值， 
· 																											指該放射性核種在每一立方公 
· 																											尺空氣中之濃度。



·第	3 條
·前條活度、吸收劑量、個人等效劑量、器官劑量、等
價劑量、約定等價劑量、有效劑量、約定有效劑量及
集體有效劑量之計算公式，依附表二之規定。



·第	4 條
·第二條第五款第七目有效劑量，得以度量或計算強穿
輻射產生之個人等效劑量及攝入放射性核種產生之約
定有效劑量之和表示。 

·前項強穿輻射產生之個人等效劑量或攝入放射性核種
產生之約定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超過二毫西弗時，體
外曝露及體內曝露得不必相加計算。



·第	4 條																							劑量計算範例

• 我幫患者進⾏骨頭掃描，每位接觸時間約60s，⼯作
⼈員站的地⽅最⼤劑量率為2.00 µSv/hr，每⽇最多
30位病⼈，請問我會怎麼樣嗎？我該按下緊急停⽌
的紅⾊按扭嗎？



·第	4 條																							劑量計算範例

• 我幫患者進⾏骨頭掃描，每位接觸時間約60s，⼯作
⼈員站的地⽅最⼤劑量率為2.00 µSv/hr，每⽇最多
30位病⼈，請問我會怎麼樣嗎？我該按下緊急停⽌
的紅⾊按扭嗎？

• A1：您會得到薪⽔和業績。
• A2：別亂按！
• 60 sec/pt * 30 pt/day * 240 day/year *2.00µSv/hr
• = 240 µSv/year   → 0.24 mSv/year



·第	4 條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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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示警標誌得視需要於標誌上或其附近醒目位置提
供適當之示警內容。



·第	6 條
·輻射作業應防止確定效應之發生及抑低機率效應之發生
率，且符合下列規定： 
·一、利益須超過其代價。 
·二、考慮經濟及社會因素後，一切曝露應合理抑低。 
·三、個人劑量不得超過本標準之規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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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
·確定效應 
·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 103號報告指出，

<100 mSv的劑量（包括一次或多次）不會造成臨床
上的功能損害。 

·機率效應 
·可能會誘發細胞的突變導致癌症的發生，而癌症發
生的機率與劑量有關。例如，受到高劑量輻射可能
會引起白血症、肺癌、肝癌、卵巢癌與直腸癌等
等。



·第	6 條
輻射對⽣殖系統的急性傷害

男性 性腺劑量⽔平(mSv) 女性

暫時性精蟲過少 100 ~ 300
4 ~ 12個⽉無精蟲 

24個⽉後恢復 300 ~ 500
3 ~ 17個⽉無精蟲 
8 ~ 38個⽉恢復 500 ~ 1000

2 ~ 15個⽉無精蟲 
11 ~20個⽉恢復 2000 ~ 3000 40歲以上者排卵暫時抑制

1 ~ 2個⽉無精蟲 
永遠無法恢復 3000 ~ 5000

5000 ~ 8000 60 ~ 70%排卵永遠抑制

> 8000 排卵永遠抑制



·第	7 條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 
·一、每連續5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00	mSv，		 
· 						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50	mSv。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 
· 						150	mSv。 
·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 
· 						500	mSv。 

·前項第一款五年週期，自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
算。		



·第	8 條
·雇主應依附表三之規定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方
法，確認輻射工作人員所接受之劑量符合前條規定。 

·供管制輻射工作人員體內曝露參考用之推定空氣濃
度，依附表四之一規定。



·第	9 條
·特別情形之輻射作業，經雇主及設施經營者評估採取
合理抑低措施後，其對輻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露如無
法符合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 

·應於輻射作業前檢具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於許可之條件內不受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每連續
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之限制。



·第	9 條
·一、輻射作業內容、場所、期間及輻射工作人員名冊。 
·二、可能之最大個人有效劑量、集體有效劑量及其評估 
· 						模式。 
·三、合理抑低措施。 
·四、載有同意接受劑量數值之輻射工作人員同意書。 
·五、輻射防護計畫。



·第	9 條
·前項輻射作業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雇主及設施經營者應事先將可能遭遇之風險及作
業中應採取之預防措	施告知參與作業之輻射工作人
員。	 

·二、非有正當理由且經輻射工作人員同意，雇主不得
以超過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職業曝露限度為
由，排除其參與日常工作或調整其職務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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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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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v。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50	mSv。 
·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150	mSv。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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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v，且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
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00	mSv。



·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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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v。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15	mSv。 
·三、皮膚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50	mSv。



·第	13 條
·設施經營者於規劃、設計及進行輻射作業時，對一般人造
成之劑量，應符合前條之規定。 

·設施經營者得以下列兩款之一方式證明其輻射作業符合前
條之規定： 
·一、依附表三或模式計算關鍵群體中個人所接受之劑量，確
認一般人所接受之劑量符合前條劑量限度。 

·二、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造成邊
界之空氣中及水中之放射性核種年平均濃度不超過附表四之
二規定，且對輻射工作場所外地區中一般人體外曝露造成之
劑量，於一小時內不超過0.02	mSv，一年內不超過0.5	mSv。 



·第	14 條
·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排入污水下水道，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放射性物質須為可溶於水中者。 

·二、每月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放射性物質總活度與排
入污水下水道排水量所得之比值，不得超過附表四
之二規定。 

·三、每年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氚之總活度不得超過	
1.85 ×1011 Bq，C14之總活度不得超過	3.7 ×1010 Bq，
其他放射性物質之活度總和不得超過	3.7×1010 Bq。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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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Sv，且五年內之平
均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1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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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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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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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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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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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S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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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S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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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與
職業曝露之劑量分別記錄。



·第	19 條
·液態閃爍計數器之閃爍液每公克所含氚或C14之活度少
於	1.85 ×103 Bq者，其排放不適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	20 條
·動物組織或屍體每公克含氚或C14之活度少於	1.85 ×103	
Bq者，	其廢棄不適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	21 條	 
·本標準除第二條至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至第十八條
修正條文，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者外，
自發布日施行。



核醫造影及相關輻防介紹



·大綱

·何謂核醫造影	
·常用之核子醫學造影檢查及適應症:	
·全身骨骼掃描	
·鎵-67發炎掃描	
·鉈-201心肌灌注掃描	
·葡萄糖正子掃描	

·病患檢查前需注意之相關準備事項	
·相關輻射防護



何謂核醫?



醫學影像的一種



醫院常見的影像醫學

·心臟科、腸胃科、婦產科... 
·超音波(2D 、3D) 

·影像醫學部: 
• X 光、電腦斷層(CT)、磁振造影(MRI) 

·核子醫學科: 
·傳統核醫、正子造影



可見光線反射			   X-光穿透							γ射線射出

PET/SPECT

Transmission    Emission



1911	拉塞福原子模型



Schematic 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K, L, M shells in a nickel  atom.

Z: 質子 
N: 中子 
e: (負)電子	

1922 Nobel Prize

1913 波耳原子模型



核醫造影(Scintigraphy)



喬治·德·赫維西	
• 植物對鉛（ThB）的吸收和轉運[ThB	=	212Pb]。		
• Biochem.	J.	17,	439	(1923)	

⽰蹤劑原理

“核醫學”：放射性示蹤劑的人體內應	
																		用。	
“放射性藥物”：供人類使用的放射性	
																								示蹤劑。

1943 諾⾙爾化學獎



http://www.tjnp.gov.tw台江國家公園

http://www.tjnp.gov.tw/


注射完藥物

等待藥物吸收

進⾏造影



常見核醫科掃描儀器

傳統加馬攝影機 
Gamma camera

正子/電腦斷層攝影機 
PET/CT



正子造影與傳統核醫造影	
有何不同?



傳統核醫最常用的Tracer:鎝-99m



httprst.gsfc.nasa.govIntroimg003

Gamma Camera





骨頭掃描

Tc-99m MDP



互毀反應  
(Annihilation reaction)

質量守恆 
動量守恆

正子造影最常用的Tracer:氟-18





Positron Imaging



正子掃描 F18 -FDG



誰的影像解析度較佳?

Gamma camera vs PET



PET/CT vs SPECT/CT?

    PET and SPECT
         +
 Trans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 vs SPECT/CT?



核醫常見檢查種類:

·骨骼掃描	+發炎感染	
·內分泌系統	
·心臟掃描	
·腎臟掃描	
·腦部掃描	
·肺部及腸胃道檢查	
·正子造影	
·其他



Bone	Scan	(全身骨骼掃描)
·放射性藥物:	99mTc-MDP。	
·機制:		運用成骨細胞活性	
·打完針	等待藥物吸收	2~4小時	
·99mTc-MDP	半衰期:	6	hours



適應症
·Bone	tumor	(良性或惡性)	
·骨轉移(乳癌、肺癌、攝護腺癌等)	
·急性/慢性骨髓炎vs蜂窩織炎



正常成像 



這個影像如何？



多處骨轉移(右側乳癌)



多處骨轉移(攝護腺癌)



左膝骨⾁瘤



請問是否可以用PET Scanner做全身骨 
骼攝影? 

    1. 可以 
							or 
    2. 不可以



NaF PET



核醫常見檢查種類:

·骨骼掃描	+發炎感染	
·內分泌系統	
·心臟掃描	
·腎臟掃描	
·腦部掃描	
·肺部及腸胃道檢查	
·正子造影	
·其他



 
Ga-67 發炎掃描
·放射性藥物:	Ga-67	
·打完藥等	24hr	48hr	72hr照像	
·Ga-67	半衰期:	78	hours



·Tumors	(惡性腫瘤)	
·淋巴瘤	
·黑色素瘤	
·肝癌	
·肺癌	

·Infection	(發炎感染)	
·不明原因發燒	(FUO)	

適應症



正常成像



30歲女性	霍奇金氏淋巴瘤

化療

Before After



67	歲男性不明原因發燒







21 歲男性不明原因發燒





常用之核醫造影檢查及適應症
·全身骨骼掃描 
·鎵-67 發炎掃描 
·鉈-201心肌灌注掃描



Tl-201心肌灌注掃描
·放射性藥物:  
   Tl-201 or Tc-99m sestamibi 

• Tl-201 半衰期: 73 hours



冠狀動脈

•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右冠狀動脈) 

• Left coronary artery 
(LCA) 
•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LAD) (左前降支) 
• Left circomflex branch 

(LCx) (左迴旋支)



心肌灌注掃描適應症

●疑似患有冠狀動脈疾病者	
●有冠狀動脈疾病者治療後的追蹤或疑似復發	
●冠心症之高危險群手術前評估



  造影方式: 180度SPECT影像



									心臟影像標準軸位呈現

短軸 short axis

⽔平長軸 Horizontal Long Axis

垂直長軸 Vertical Long Axis





正常



心肌缺氧



心肌梗塞或壞死



請問這位受檢者影像如何？



請問這位受檢者影像如何？



心導管-術前



心導管-術中



心導管-術後



Gated SPECT
■ Wall motion 
■ LVEF estimation



常用之核醫造影檢查及適應症
·全身骨骼掃描 
·鎵-67 發炎掃描 
·鉈-201心肌灌注掃描 
• FDG正子掃描



FDG	PET	(葡萄糖正子掃描)
·放射性藥物：F-18	FDG	
·注射完60分鐘攝影	
·F-18	FDG半衰期:	2	hours



葡萄糖

H   去氧葡萄糖

2-[F-18]-fluoro-2-deoxy-D-glucose (F-18 FDG)

FDG

F18 去氧葡萄糖



Normal 







PET/CT fusion



PET/CT fusion



FDG PET適應症:



全民健保給付項目-全身癌症評估
·Lung	cancer	(肺癌)	
·Colorectal	cancer	(大腸直腸癌)	
·Lymphoma	(淋巴瘤)	
·Melanoma	(黑色素瘤)	
·Head	&	neck	cancer	(except	primary	brain	tumors)		
·(頭頸部癌)		(PS:	排除原發性腦癌及甲狀腺癌)	
·Esophageal	cancer	(食道癌)	
·Breast	cancer	(乳癌)	
·Thyroid	cancer	(甲狀腺癌)		
·(PS:	限Tg	高,但I-131	WBS	正常)	
·Cervical	cancer	(子宮頸癌)	–	since	2010.6



FDG PET臨床上的幫忙

●癌症全身掃描 
●診斷後分期 
●治療後評估 
●復發後再分期



FDG	PET的極限
·小於0.5公分: 不易偵測出! 
·腫瘤大於1公分: 99 % 
• 0.5~1公分: 約70% 

·並非所有癌症都可以檢查出來!! 

·對原發性腦瘤、原發性肝癌、早期胃癌	、泌
尿系統癌症及攝護腺癌等。 

      診斷敏感度較差!!!



病患檢查前需注意之	
相關準備事項



常用之核醫造影檢查及適應症
·全身骨骼掃描:	無 
·鎵-67 發炎掃描: 無 
·鉈-201心肌灌注掃描:	壓力項NPO 
·葡萄糖正子掃描: 有!



FDG	PET檢查前準備

·檢查前數日(至少24hr內)，請避免激烈運動‧ 
·若有糖尿病，請盡量控制於< 200mg/dL內 
·受檢者需禁食至少6小時‧ 
·多喝白開水(不可注射含有糖分之點滴)‧



相關輻射防護



一般游離輻射劑量比較

www.aec.gov.tw



http://wapp4.taipower.com.tw



游離輻射的防護-1
·輻射曝露: 游離輻射照射人體的過程。 
·體外曝露 
·體內曝露 

·體外曝露防護原則: 
• T 指的是時間(Time)  
• S 指的是屏蔽(Shielding)  
• D 指的是距離(Distance)



游離輻射的防護-2
·體內曝露防護原則: 
·避免食入受污染的食物或飲水 
·避免吸入含放射性物質的氣體、塵粒或煙霧 
·避免皮膚或傷口接觸放射性物質 

  





做完核醫檢查的病人很......	
	



常用之核醫造影檢查及適應症

·全身骨骼掃描 (H1/2: 6 hour) 
·葡萄糖正子掃描 (H1/2: 2 hour) 
·鎵-67 發炎掃描 (H1/2: 78 hours) 
·鉈-201心肌灌注掃描 (H1/2: 78 hours)



以照顧Ga-67檢查後的病患為例
·大約劑量率測量及推測粗糙僅供參考	

·注射12小時後12.25			(	uSv/hr	)	
·注射24小時後9.9					(	uSv/hr	)	
·注射48小時後8.0					(	uSv/hr	)	
·注射72小時後6.4					(	uSv/hr	)	



核醫科沒有很可怕!



Any Question?



感恩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