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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作業的概念 - 關 於 醫 療 品 質

1960＇s

品質作業的概念

美國醫療保健學會（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JACHO）

定義QA為：”明確定義並組織設計
一個品質管控計畫，藉由執行時客
觀評估病患照顧、修正並解決障礙，
以進一步提升病患照顧”. JACHO
並於1985年設計了10個步驟以評估
QA程序，並且依據CQI的觀念持
續以修正.

-醫療品質作業的品質保證 (QualityAssurance) 品質作業的概念

■ 程序(procedure)
Patient history and signs, diagnostic particulars   appropriateness of 
investig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程序計畫(planning of procedure)
Reliabl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patient information and patient 
preparation.

‧臨床程序(clinical procedure)
Approved suppliers and materials, storage, radio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clinical environment, patient handling and preparation, equipment 
performance, acquisition protocol and waste disposal.

- 游輻作業 IAEA-RS-G-1.5

■訓練(training)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nuclear medicine specialists, physicists and 
technologists and others involved.

■資料分析(data analysis)
Processing protocol, equipment performance, data accuracy and integrity.

■報告(report)
Data, image review, results and further advice

■結果(general outcome)
Clinical outcome, radiation dos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referring physician 
satisfaction)

■審查(audit)

品質作業的概念 - 游輻作業 IAEA-RS-G-1.5 品質作業的概念 - 產品的產出與瑕疵品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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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的特性：
來源無法選擇！
製程無法統一！
結果無法預期滿足需求！

一開始就輸了一半的賽局！

品質作業的概念 -醫療作業的特性

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依據游離輻射防
護法擬訂「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之輔導及檢
查計畫」，其目的為：

• 建立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制度

• 強化醫療曝露品質保證組織功能

• 瞭解實施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情形

• 落實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

•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之意見交流

關於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制度

CT-QAP的緣起

‧In 1997, the ACR ap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reditation 

Program for CT. 

‧Since that time, many knowledgeable and dedicated individuals 

have volunteered countless hour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T Accreditation Program, including radiologists, medical

physicists, and ACR staff members.

- CT Accreditation Program of ACR

The ACR’s CT Accreditation Program evaluates the following 

primary determinants of clinical image quality and,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 qualifications of personnel

- equipment performance

- effectiveness of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 clinical images and exam protocols.

CT-QAP的緣起 - CT Accreditation Program of ACR

QA？QC？QM？(...TQM？CQI？) -QC執行人員的資格認定與工作分級

“品管”誰都會做？！

品質作業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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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機械性能、穩定度與參數設定。

‧影像品質（掃瞄與診斷判讀）。

‧劑量驗證。

☆分為：「年度」與「非年度」類別。

☆各類別中區分為：「必要」與「選擇性」執行項目。

☆主要以「劑量驗證」、「進階設備性能測試」區別「非年度」以及「年度」品保作業項目。

☆合格之品管專業人員執行，或由其從旁指導後簽章確認，再送複核。

國內CT QAP品保作業的主要項目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99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非年度實作課程講義

‧設備機械性能、穩定度與參數設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99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非年度實作課程講義

‧影像品質（掃瞄與診斷判讀）

Artifacts in CT: Recognition and Avoidance
RadioGraphics 2004; 24:1679～1691
Julia F. Barrett, MSc, Nicholas Keat, MSc

Ring artifact將起始位置定位在水層一半，或將掃瞄區域包括水層，以既定條件掃瞄，

將結果以自動判讀程式判讀，或在窗寬(WW)為100，窗高(WL)為0，且環境

背景光線較暗的條件下，確認重組後每張影像先檢查是否有假影。

每日品保測試（必要執行項目）Daily Quality Assurance

‧影像品質（掃瞄與診斷判讀）

①將取得影像組選取中間影像進行評估，分別放置約400mm2之ROI於假體影像中央、三點鐘、六點鐘、九點鐘及

十二點鐘之位置，比較週邊4個位置ROI所測得各自的平均CT值與中間ROI的平均CT值之差異。

②放置ROI約400mm2於所得假體影像正中央，測量其標準差以做為雜訊之評估。

‧雜訊值與其基準值之差異，應
≦20%或符合廠商規範。

‧影像均勻度邊緣的四個ROI之平
均CT值與中間ROI之平
均CT值間的差異皆小於5HU或符
合廠商規範。

‧若經測試發現不符準則，可先執
行電腦斷層掃描儀較詳細之校正
程序，若經校正後仍不符準則，
則聯絡維修工程師做進一步之檢
查與維修。

每月品保測試（必要執行項目）Monthly Quality Assurance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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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品保測試（必要執行項目）Monthly Quality Assurance

SMPTE\TG18測試圖擇一測試
1.擷像工作站之SMPTE測試 2.印片機測試

‧影像品質（掃瞄與診斷判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99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非年度實作課程講義

‧劑 量 驗 證：年度CT品保項目

＊Made from acrylic with a density of 1.19 grams/cc

‧電腦斷層劑量指標（Computer Tomography Dose Index：CTDI）：

f．C．E．L
CTDI＝

N‧T
‧常數f = 8.7 mGy/R；為曝露值與劑量值的轉換因子

0.78 rad/R for calculation to dose to acrylic (e.g., CTDIFDA).

0.94 rad/R for tissue dose estimates.

0.87 rad/R for dose to air and calculation of or comparison to CTDI100 or CTDIw.
＊These values correspond to the typical CT kVp value of 120 kVp, which corresponds to an 

effective energy of approximately 70 keV.
＊For scans at other tube voltage settings, the f-factors must be chosen accordingly

‧校正因子C ：為電子劑量計校正因子，一般為1.0~2.0
‧E(Xr)：劑量計平均計讀到的曝露值(R)
‧L：游離腔的作用長度，一般為100mm或160mm
‧N：在軸心面(axial)上實際作用的偵檢器(channels)數目

‧T：切片厚度( slice thickness) 。

CTDIw = 1/3(CTDI100 center) ＋ 2/3(CTDI100 periphery)

為了方便做劑量估算，國際電子工程委員會（IEC）定義了每

次切面的「加權電腦斷層劑量指標（CTDIw)」，其中：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99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非年度實作課程講義

‧CTDIvol = CTDIw / pitch

‧DLP = CTDIvol x scan length

此外，IEC還定義了在固定的「前進距離」與「轉速」下

（即 pitch），連續執行此切面一定掃描距離後的「體積電腦斷層

劑量指標（CTDIvol)」。以及相關的「劑量長度積(Dose Length 

Product； DLP)」做為每次CT掃描之指引水平(guidance level )。其

定義分別為： 或參考AAPM-96 之〝 EDLP（單位為：mSv ‧mGy-1 ‧cm -1）〞參考值。

有效劑量(effective dose)=DLP‧EDLP

在有效劑量(effective dose；E)的量測上，我們亦可藉由DLP
與相關加權因子的乘積得知：

E = k‧DLP

＊k=0.0021 (adult head), 0.015 (adult abdomen), 0.020 (5-y/o abdomen)

AAPM96 : The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of Radiation Dose in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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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M/RSNA Physics Tutorial for Residents: Topics in CT
Radiation Dose in CT1

▼CT造成的劑量- kvP的迷思：

When the kvP was raised from 120 to 140,

the CTDIw increase was 37.5% for the head phantom,

and 39% for the body phantom.

▲ 以電子或紙本方式記錄核醫裝置附屬之CT設備本身讀值。

‧劑 量 驗 證：更好的空間？

2007年至今的大部分實驗顯示，

在CT掃瞄過程中，使用鉍的屏蔽物，

在不影響影像品質的情況下，平均能

夠減少35~40%的眼部劑量、27~30%

的乳房處劑量（在相同的曝露與作用機率下，

並沒有證據支持CT的散射曝露會增加其他部位

器官的有效劑量（effectivedose））. 

‧劑 量 驗 證：更好的空間？

管制區的規定，「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第7條：

游輻作業場所對工作人員造成之「有效等效劑量」每連續五
年週期不得超過 100 mSv(毫西弗)，若以每年220個工作天，每天
8小時工時，則可知道每小時劑量上限為：3.787μSv。

‧入口處警示。
‧場所平面圖告示。
‧工作守則告示並遵守之。
‧人員之必要監測。

CT檢查室的管理- 管制區？非管制區？

依據「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場所主管

應確保「管制區」周遭對一般人造成之年有

效等效劑量應≦ 1 mSv。

以每年50週 \ 每週40小時計算，其等效劑量

率應小於0.5μSv-h。工作區域內則應小於

10μSv-h。

CT檢查室的管理- 管制區？非管制區？ 曝露率的測量
＊亦可以估算方式，推論是否符合規定。

＊上、下樓層與同樓層相鄰區域應比照規範。



6

常見的游離輻射偵測設備-環境偵檢

Tea？ Café？ or me？

常見的游離輻射偵測設備-環境偵檢

常見的游離輻射偵測設備-環境偵檢 常見的游離輻射偵測設備-環境偵檢

曝露率

擦拭效率

總 結

總結

• 醫療的特性多變，品質的維持需要仰賴比值作業的規劃、

執行、監測與修正。

• 品質政策的完整傳達、持續監測與修正，是品質作業得以

符合需求的要見。

• 品質作業的執行技術、允收值與異常值的變化，均需仰賴

人員訓練與分級來達成。

• 品質作業測試結果的複核、統計與分析，是找出系統暗藏

風險因子的不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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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本無害，不慎變成災善用游輻

Justification
Optimization

Lim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