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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 年度東部離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列（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恩典樓 9樓【903 會議室】(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號) 

學分類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 8 點／輻防積分 6 點／公務人員 7 點/乳篩時數 2 小時/

乳房X光攝影儀非年度品保項目3小時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30 ~08:50 學員簽到 

08:50 ~09:00 開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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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09:3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法規政策委員會工作任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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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10:20 心臟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品質與輻射劑量 
杜俊元 組長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10:20 ~12:00 
電腦斷層掃描儀品質保證與醫療輻射 
曝露劑量監控 

杜俊元 組長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12:00 ~13:00 午餐時間 

13:00 ~14:40 醫事放射師執業相關法規宣導 
呂建達 醫事放射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放射診斷部 

14:45 ~17:15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 1樓放射線科【乳房攝影室】 

乳房攝影非年度品保暨影像品質經驗分享 
黃美蘭 組長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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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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相關法規
第六屆法規政策委員會

洪一吉 主任委員

大綱

醫事人員執
業登記與繼
續教育辦法

醫用游離輻
射防護法

勞動基準法

(一例一休)

醫療法

•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七日發布日施行。

第八條

• 領得醫事人員證書未逾五年而申請執業登記者，
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各該證書發證屆滿
第六年之翌日。

• 醫事人員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執業登記日
期未逾原發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期者，以該日
期為新發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逾原發執業執照
所載應更新日期者，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自執
業登記日期起算六年。但依第六條規定辦理執業
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執業登記屆
滿第六年之翌日。

• 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其新發之執業執照
應更新日期為自原發執業執照屆滿第六年之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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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其依第四條第六款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該類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
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總積分達六分之一以上之證明文
件代之：

• 一、領得醫事人員證書逾五年，首次申請執業登記。

• 二、醫事人員於下列各目日期前，已取得各該類醫事人員證書，

且逾該日期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一）醫事檢

驗師（生）或醫事放射師（士）：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十一日。 （二）心理師：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三）

呼吸治療師：九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四）營養師：九十

四年四月八日。 （五）助產師（士）：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六）物理治療師（生）或職能治療師（生）：九十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 （七）護理師及護士：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 三、醫事人員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於具有多重醫事人員或兼具有
師級及 生（士）級之同一類醫事人員資格者，須分別均逾二年。

•目前是“歇
業”狀態，
是否須配合
換照？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
及繼續教育辦法」規
範的是執業執照更新。
如為未執業或歇業狀
態，因無執業執照，
自然不需也無法進行
換照。

•因故辦理歇業
已5年，現在
打算開始執業，
需取得多 少
積分﹖

•按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
繼續教育辦法第6條第1
項第3款規定醫事人員連
續歇業期間逾2年，申請
執業登記前1年內接受繼
續教育課程總積分達6分
之1以上(即20點)之繼續
教育積分。

•又需如何取得
執業執?而到
期日期為何時?

•向縣市衛生局提出申請。

•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
繼續教育辦法第8條第4
項規定逾原發執業執照
所載應更新日期者，其
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自
執業登記日期起算6年。

第 三 章 繼續教育
第 十三 條
• 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醫事人員每六年應完成前項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如下：

一、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牙體技術
生及 驗光生： （一）達七十二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
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七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
題之課程；超過十四點者，以十四點計。
二、前款以外之醫事人員： （一）達一百二十點。 （二）前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十二點，其中應包括感
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二十四點者，以二十四點計。

附表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表

實施方式 積分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
會、協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
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舉辦之專業相
關繼續教育課程。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各該類
醫事人員學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二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

積分三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十點。

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相關醫
學會、學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

積分二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四、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
跨專業之團隊臨床討論或專題演講
之教學活動。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每次積分

三點。
(三)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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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六、參加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雜誌通訊
課程。

(一)每次積分二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七、在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具審查機
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各該類醫事
人員原著論文。

(一)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十
六點，第二作者，積分六點，其他
作者積分二點。

(二)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
(三)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八、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一)每學分積分五點。
(二)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九、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程。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十、在國外執業或開業。 每年以二十點計。

十一、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專業研究
機構進修。

(一)短期進修者（累計一星期內），每日
積分二點。

(二)長期進修者（累計超過一星期），每
星期積分五點。

(三)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

十二、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牙醫師一般
醫學訓練、專科醫師訓練、專科牙
醫師訓練或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之訓練。

每年以二十點計。

十三、各大專校院專任護理教師至國內
醫療或護理機構實務學習，經機構
開具證明文件。

(一)每日積分二點。
(二)超過二十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十四、於離島地區執業期間。
(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

除參加本表第十點之繼續教育外，其各點
實施方式之積分數，得以二倍計。

十五、於偏遠地區執業期間。 除參加本表第十點之繼續教育外，其各點
實施方式之積分數，得以一點五倍計。

三十個山地鄉

新北市烏來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泰安鄉，台中市和平鄉，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桃源鄉、三民鄉、茂林鄉。
屏東縣三地門鄉、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

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
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延平鄉、海端鄉、蘭嶼鄉。
花蓮縣卓湲鄉、秀林鄉、萬榮鄉。
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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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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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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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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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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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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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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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輻射工作人員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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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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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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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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訊息？醫療新知？
• 以下摘錄自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美國醫學物理師協會的聲明:
因接受乳房攝影而導致甲狀腺吸收的輻射劑量是非常低的。甲狀
腺是不直接暴露在X-RAY射束照野上，故只吸收到少量（小於
0.005 mGy）的散射線，相當於自然背景輻射暴露30分鐘所收到
的輻射劑量。對於40-80歲女性每年接受乳房攝影檢查，因照攝
之劑量而散射到甲狀腺非常少，若增加甲狀腺防護(俗稱鉛脖子)
則會使得在擺位上會有些許的組織被遮擋到而影響或干擾診斷，
甚至增加病患重照率而增加病患的輻射劑量，所以在照攝乳房攝
影時不建議要加穿鉛脖子。

患者不要因聽信錯誤的媒體報導而拒絕做乳房攝影檢查。

網路訊息？醫療新知？

摘錄自: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網站
（http://www.rsroc.org.tw/news）

23

Thyroid Colla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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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法-輻射安全防護與罰則

第十八條 醫療機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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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違反本條規定，未對協助者
施以輻射防護。處新臺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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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連續處罰，
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
廢止其許可、許可證或登記。
2.依本條規定有告知義務，未
依規定告知。處新臺幣四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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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輻射防護法

• 第 18 條 醫療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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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種形式、尺寸鉛衣

游離輻射防護法

攝影室門口

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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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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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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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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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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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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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束縛帶

2.移動式鉛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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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all  

圖片取自網路

• 醫療單位可否要求醫事人員於下班後及假日期間
留院備勤，須值班自平日白班下班後執勤至隔日
上班時間為止，或於假日值班，事後予以補休或
值班費?

圖片取自網路

• 所謂工作時間應係指實際上使勞工工作的時間，
然此定義非僅意味勞工實際上從事身體的勞動或
作業的時間，即使沒有具體的作業，勞工在雇主
指揮監督下，處於特定之隨時提供勞務狀態的待
命時間，亦應是屬工作時間。此時，因勞工已喪
失本於工作與非工作休息時間區分前提下，所擁
有的時間主權，性質上當然是工作時間之一。至
於時間主權外的空間主權，或係由雇主指定，或
係勞工自主決定○○區○○段工時的如何計算，
蓋後者畢竟與一般工作時間有別，全然計為工作
時間並不盡妥當，此工時的計算（事涉工資如何
發給）應藉由協商手段調整，但絕非任由雇主決
定不予計入，片面拒絕給付工資。(臺北高等行政
法院99年度簡字第53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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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隱私法規

• 醫療法第72條：「醫療機構及其人員依業務而知
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漏。」

• 醫療機構違反者，依103條規定，處新台幣五萬元
以上25萬元以下罰緩，並得依第107條規定，對其
行為人亦處以各該條之罰鍰；其觸犯刑事法律者，
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前項行為人如為醫事人員，
並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懲處。

• 醫療機構所屬人員洩漏個資之處罰：

一.非醫事人員：依醫療法第107條規定，得對其行
為人亦處以醫療法第103條之罰鍰；其觸犯刑事
法律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二.醫事人員：行為人如為醫事人員，除醫療法之
處罰外，並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懲處。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一)
• 與病人做病情說明及溝通，或於執行處診診療行
為及偵巡病人同意之過程中，均應考量到環境及
個人隱私之保護。

• 病人就診時，應確實隔離其他不相關人員；於診
療過程，醫病雙方如需錄音或錄影，應先徵求對
方之同意。

• 門診診間及諮詢會談場所應為單診間，且有適當
之隔音；診間入口並應有門隔開，且對於診間之
設計，應有具體確保病人隱私之設施。

• 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開，且
視檢查及處置之種類，盡量設置個別房間；檢查
台應備有被單、治療巾等，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
檢查，並應有避免過度暴露之措施。

• 診療過程，對於特殊檢查及處置，應依病人及處
置之需要，安排適當人員陪同，且有合適之醫事
人員在場，並於檢查及處置過程中隨時觀察、注
意隱私之維護。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二)

• 於診療過程中呼喚病人時，宜顧慮其權利及尊嚴；
候診區就診名單之公布，應尊重病人之意願，以
不呈現全名為原則。

• 教學醫院之教學門診應有明顯標示，對實(見)習
學生在旁，應事先充分告知病人；為考量病人隱
私，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徵得病人之同
意。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三)

• 醫療機構或其人員將病人照片提供不特定人瀏覽，
如未經當事人同意，當認屬無故洩漏，因業務而
知悉或持有之病人健康資訊，並不以「能辨識該
特定個人」為要件。

Youtube、Facebook照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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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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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電腦斷層掃描
影像品質與輻射劑量

杜俊元 醫事放射師
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1970
Axial CT

1990
Spiral CT

1998
Multislices CT

Major innovations in CT 

Body regions
Brain

Lung
Body

Rotation time

2 s
1 s

0.75 s

Slice number
4

16
32

64
128

256

http://news.medlive.cn/cancer/info-progress/show-76477_53.html

Slip-ring Technology

Multi-slice CT
Ischemic heart disease

Nonischemic heart disease

What are we trying to see?

5

Right coronary artery in catheterization

Proximal: LAO, Lateral

Mid: LAO, Lateral, RAO

Distal: LAO cranial, Lateral

Posterolateral: LAO cranial

PDA: LAO cranial

6
http://ekgcasestudies.com/ekg-resources/ecg-resources/

LCx: LAO caudal, RAO cranial

Left coronary artery in catheterization

Obtuse marginal: RAO caudal,  LAO caudal, RAO cranial

Diagonal: LAO cranial, RAO cranial

Mid LAD: LAO cranial, RAO cranial, Lateral

Distal LAD: AP, RAO cranial, Lateral

Proximal LAD: LAO cranial, RAO caudal

Left Main: AP, LAO cranial, LAO cau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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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monary and systemic circuits

Vena cava

Vena cava

Aorta

Aorta

Pulmonary vein
Pulmonary vein

Pulmonary artery
Pulmonary artery

Pulmonary circuit

Systemic circuit

Electrical signals

Atrial 
diastole

Atrial systole Atrial diastole

Ventricular diastole Ventricular systole Ventricular diastole

One cardiac cycle = 800 ms

100 ms

370 ms

Specific Technical for cardiac CT

Scanner design 

ECG referencing

Temporal resolution

Spatial Resolution

Contrast Administration

Post Processing

Radiation Considerations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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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儀
品質保證與醫療輻射曝露劑量監控

杜俊元 醫事放射師
馬偕紀念醫院 放射線科

醫療曝露品保法規說明

品質保證執行程序說明

品質保證執行工具說明

如何成為品保人員？

非年度 首次資格 醫事放射師

訓練3小時資格展延

訓練3小時

診斷、腫瘤或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
相關公學會所核發之證書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訓練課程
(每日、每月及每半年項目)

首次資格 醫事放射師

實作8小時資格展延

訓練3小時

年度

獨立
實作1次

診斷、腫瘤或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
相關公學會所核發之證書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訓練課程
(每年項目)

品保人員

電腦斷層掃描

乳房攝影儀

放射治療設備

年度品保訓練

主管機關

相關公學會

醫學中心

相關公學會

合格廠商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台灣放射腫瘤學
會、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中華民國醫事
放射學會、台灣社區醫院協會、中華民國
醫學物理學會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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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工具種類

機械系統

影像品質

輻射劑量

影像顯示

機械及系統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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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假體
影像品質

Catphan假體

原廠假體 劑量假體
輻射劑量

影像顯示

TG-18假體

定期檢測

電腦斷層設備測試類型

驗收測試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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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核醫 放腫

系統安全評估 ▲ ▲ ▲

檢查床與機架對位 ▲

切片位置準確性 ▲ ▲ ▲

影像顯示器評估 ▲

CT值準確度 ▲ ▲

電子密度CT值準確度 ▲

水假體影像評估 ▲ ▲ ▲

切片厚度準確性 ▲ ▲ ▲

高對比(空間)解析度 ▲

低對比偵測度 ▲ ▲

劑量評估 ▲ ▲

輻射穩定度 ▲

輻射寬度 ▲ ▲

診斷 核醫 放腫

系統安全評估 ▲ ▲ ▲

檢查床與機架對位 ▲

切片位置準確性 ▲ ▲ ▲

影像顯示器評估 ▲

CT值準確度 ▲ ▲

電子密度CT值準確度 ▲

水假體影像評估 ▲ ▲ ▲

切片厚度準確性 ▲ ▲ ▲

高對比(空間)解析度 ▲

低對比偵測度 ▲ ▲

劑量評估 ▲ ▲

輻射穩定度 ▲

輻射寬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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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儀
品質保證與醫療輻射曝露劑量監控

杜俊元 醫事放射師
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2

US 2006

CA CANCER J CLIN 2012;62:75–100

NCRP report number 160

Radiation doses from various types of medical 
imaging procedures

Type of Procedur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mSv) 
Estimated Dose Equivalent 

(No. of Chest X-rays) 

Dental X-ray 0.005 ~ 0.01 6a 0.25 ~ 0.5

Chest X-ray 0.02 1

Mammography 0.4 20

CT 2 ~ 16 6b 100 ~ 800

Nuclear Medicine 0.2 ~ 41 6c 10 ~ 2050

Interventional and 
Fluoroscopy 

5 ~ 70 6d 250 ~ 3500

6a  0.005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n intraoral dental x-ray.  0.01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panoramic dental x-ray. 
6b  2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CT exam of the head.  16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   
6c  0.2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lung ventilation exam using  99m Tc-DTPA.  41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cardiac 

stress-rest test using thallium 201 chloride. 
6d  5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head and/or neck angiography exam.  70 mSv is the average adult effective dose from a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systemic shunt placement.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itiative to Reduce Unnecessary Radiation Exposure from Medical Imaging. 2010.
3

Medical radiation dose

4

Medical radiation dose

5

0.4 days of fling

11 days

of natural radiation

Head X-ray

13.4 days of fling

365 days

of natural radiation

Head CT scan

www.nps.org.au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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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rate in Taiwan

2,067,976
63%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 Taiwan
7 8

9

CT radiation dose management

How to do it? 

ACR/NEMA 300 (1985)

DICOM 3.0 (1993)

ACR/NEMA V2.0 (198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COM
10

Attribute
Pixel Data

Information Object Definition

Attribute Name
Tag

VR
Group Number Element Number

Patient Name 0010 0010 PN(Person Name)

Study Date 0008 0020 DA(Date)

Value Representation: optional field - dependent on negotiated Transfer Syntax 11

DICOM tag extracted for each modality type and 
physical meaning

Modality DICOM Tag Meaning

CT 00E1,1021 DLP (mGy-cm)

Fluoroscopy 0018,115E DAP (dGy-cm2)

0040,0300 Total time of fluoroscopy (s)

Mammography 0040,0316 AGD (dGy)

Common to all modalities 0040,0301 Number of exposure

0018,1030 Protocol name

J Digit Imaging 2014; 27:786–79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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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dose management

IHE radiation exposure monitoring profile
13

N=132,684: Computed Tomography(CT), Radiography(CR), Mammography (MG), Fluorescence 
(R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

CT radiation dose & patient Water Equivalent Diameter (WED) Mammography radiation dose & patient compression force

Real time study radiation dose monitoring Personal radiation dose management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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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radiation risk Conclusions

Patient level

20

The strengths of our study are the large sample 
size and automated data collection. 

Institutional level 

To track cumulative patient effective doses for comparative 
evaluation and to detect dose outliers.

Management of CT radiation doses 

Dose manage software systems can sift through volumes of 
big data and convert these data into meaningful reports that 
can be easily analyzed by clinic staf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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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執業相關法規宣導

呂建達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放射診斷部

大綱

一、相關法規介紹

二、執業、歇業等相關流程介紹

三、Q&A

2

一、相關法規介紹

3

法律是一種由規則組成
的體系，經由社會組織
來施與強制力量，規範
個人行為。
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
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
來落實。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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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考上醫事放射師那天起…
您不再是一個人…
有一群人會跟您站在一起，榮辱與共…
您的一切都會與醫事放射師畫為等號…
不管您願不願意…

醫事放射師何時開始實施?

沿革

� 1.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三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30410 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 62 條；本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

� 2.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9200 號令修
正公布第 10、19、38、41 條條文；並增訂第 20-1、21-1、53-1 條條 文

� 3.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1100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6～8、10、21-1、22、34、36～38、40、46、49、53、57 、
58、61 條條文；增訂第 57-1、57-2、60-1 條條文；並刪除第 47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 第
3 條所列屬「行政院衛生署」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 三日起
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 4.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708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34 條條文

醫事放射師法

第 一 章 總則

10

哪些人可以成為醫事放射師(士)?

醫事放射師

檢覆及格

(師、士)

醫用放射

線技術師
(士)

醫事放射

師考試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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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第1、2、3條

�第1條--中華民國國民經醫事放射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
事放射師證書者，得充任醫事放射師。中華民國國民於本法公
布施行前，經醫用放射線技術師考試或檢覈及格者，得依本法
請領醫事放射師證書，充任醫事放射師。

�第2條--中華民國國民於本法公布施行前，經醫用放射線技術士
考試或檢覈及格者，得依本法請領醫事放射士證書，充任醫事
放射士。

�第3條--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13

第

醫事放射師法---第4、5、6條

�第4條--請領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應具申請
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

�第5條--非領有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者，不得
使用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名稱。

�第6條--曾受本法所定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
書處分者，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

14

第

第 二 章 執業

15

醫事放射師法---第7條
� 醫事放射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

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 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

執照更新。
�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執照發給、

換發、 補發、更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
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 醫事放射師依第一項規定領有執業執照者，免再申領游離輻射相關
法規所定之訓練證明或相關操作執照。

17

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
續教育?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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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可以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醫事放射師法---第8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有者，撤銷或廢止
之：
一、經廢止醫事放射師證書。
二、經廢止醫事放射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衛生主管機關認

定不能執行業務。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照。 衛生主
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應委請相關專科醫師鑑定。

20

醫事放射師法---第9條
�醫事放射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登記之醫療機構、醫事放射所或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機
構為之。但機關間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21

醫事放射師法---第10、11條
�第10條--醫事放射師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十

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
�醫事放射師變更執業處所或復業者，準用關於執業之規定。
�醫事放射師死亡者，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第11條--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事放射

師公會或醫事放射士公會。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醫事放射士公會不
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22

案例分享—歇業

案由：○○○執業登錄於○○醫院，於105年7月20日離職， 惟遲
至105年10月30日始辦理歇業，核已違反醫事放射師法第10條第1
項規定，爰依同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裁處新臺幣1萬元整。

當事人逾期歇業理由：「因嚴重強迫症於發病期間職業功能與社交
功能受嚴重損壞無法自理生活，於105年7月20日被迫離職，家屬
又不了解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至10月30日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通知，家屬遂帶本人前往辦理，且目前尚在治療中無法就業….
。」

23

案例分享—歇業

答：按法律自公布施行後，即具有普遍性之規範效力，無
待於政府通知，人民均有遵守之義務，如有違反自應
受法律之處罰。當事人為從事醫事放射業務之專業人
員，對其相關執業之規定，自有知悉及遵守之義務，
本案當事人因疏未注意，違反法定期限內歇業備查之
義務，實難辭過失之責，當事人尚不得主張係不黯法
規，無違反之故意或其他因素得免除行政法上責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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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執照屆滿逾期更新

案由：○○○執業登錄於本市○○醫院，於103年6月19日執業執照到期，
惟遲至103年7月22日始辦理執業執照更新。以上事實核已違反醫事
放射師法第7條第2項規定，爰依同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裁處新臺幣1
萬元整。

當事人逾期辦理執業執照更新理由： 「…不知103年6月19日到期要換照，
因為沒有注意，公會也沒有告知，不知法規規定，不是故意逾期…。」

25

案例分享—執照屆滿逾期更新

答：本案執業執照有效起迄日期已明確載明於執照正面明顯處，當
事人為從事醫事放射業務之專業人員，對其相關執業之規定，自
有知悉及遵守之義務，本案當事人縱令無故意，亦難辭過失之責，
尚不得以不知法律規定或因其他個人因素得免除其行政法上責任。

26

函釋分享

�102.3.4.衛署醫字第1020201143號函

�主旨：有關護理人員於育嬰假之留職停薪期間是否須辦理停業、歇業，
及其他醫事人員一體適用與否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一、依目前14類醫事人員專門職業法律規定，醫事人員停業或歇業，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天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又前項
停業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查該規範之意旨及
精神，除可避免各類醫事機構實際提供醫事人力計算之誤差外，並藉
以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效率及均衡醫療資源分布，並作為醫事人力及
醫療資源管理之參考。 (接續下頁)

27

函釋分享2

� 二、另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第1項規定：「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
給予產假四星期；……。」同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
撫育二年為限。」是以，產假係婦女生產或流產後恢復生理機能所需休養之連續
過程，有其必要性，非屬個人可任意申請，且不可自由選擇時段；而育嬰假係基
於子女照護需要，依個人意願及需要，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最長可達2年，若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最長可至最幼子女受撫育2年為
止。 (接續下頁)

28

函釋分享3

� 三、綜上，基於產假係為政府保護婦女生育健康所為強制性規定及特有權利，
護理人員（包括其他女性醫事人員）於產假休養期間如無執業之事實，且未有
停業、歇業之意願下，得免強制辦理停業及歇業；至於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係
屬任意性規範，為社會福利措施，子女滿3歲前得依意願申請，期間則依個案
需求及子女數而異，最長可至最幼子女受撫育2年為止。是以，基於醫療人力
管理、醫療品質之維護及民眾就醫安全，請育嬰假人員仍應依各該醫事人員專
門職業法律有關執業規範辦理。本署101年10月3日衛署醫字第1010266500
號說明段意旨未明處，再予補充說明。 (接續下頁)

29

函釋分享4-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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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分享4-2

31

醫事放射師法---第12條
醫事放射師業務如下：

一、放射線診斷之一般攝影。

二、核子醫學體外檢查。

三、放射線診斷之特殊攝影及造影。

四、放射線治療。

五、核子醫學診斷之造影及體內分析檢查。

六、核子醫學治療。

七、磁振及非游離輻射診斷之造影。

八、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項目。

醫事放射師執行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會檢單為之。 但自費至醫
事放射所檢查者，不在此限；執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八款業務， 應配合醫師行之。 第
一項各款所稱之攝影及造影，包括其影像之獲取、處理及品質管理。第二項但書規定
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試行五年，屆期重新檢討。

32

醫事放射師法---第13、14條

�第13條--醫事放射師受理醫師開具之會檢單，如有疑點，應詢明
原開具會檢單之醫師確認後，始得執行，並應按會檢單上之檢查
項目執行，不得擅自更改檢查項目。前項會檢單，以執行一次為
限；執行後，醫事放射師應於會檢單上簽名或蓋章，並填註執行
時間。

�第14條--醫事放射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病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地址。 二、檢查或治療之
照射方法等情形及時間。三、醫師之姓名及會檢內容。

33

醫事放射師法---第15條

�第15條--醫事放射師受衛生、司法或司法警察機關詢
問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34

醫事放射師法---第16 、 17條

�第16條--醫事放射士業務如下：
�一、放射線診斷之一般攝影。 二、核子醫學體外檢查。 三、放射

線診斷之特殊攝影及造影。 四、放射線治療。 五、核子醫學診斷
之造影及體內分析檢查。 六、核子醫學治療。醫事放射士執行前
項第一款、第二款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會檢單為之。但自費至
醫事放射所檢查者，不在此限。執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業務，
應配合醫師行之。 第一項各款所稱之攝影及造影，包括其影像之
獲取、處理及品質管理。第二項但書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
試行五年，屆期重新檢討。

�第17條--醫事放射士執行前條業務，準用本章醫事放射師執業之
規定。 35

第 三 章 醫事放射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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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第18、19條

� 第18條--醫事放射所之設立，應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發給開業
執照，始得為之。醫事放射所設置標準，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及有關機關定之。

� 第19條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設立醫事放射所： 一、在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指定之醫療機構執行業務二年以上之醫事放射師。二、在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已執業或自行開業，其場所輻射安全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審查合格
准予登記之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前項第一款執行業務年資之採計，以領有
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並 依法向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執業
登記者為限。但於本法公 布施行前已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年資得併予採計。

37

醫事放射師法---第20、21條

� 第20條--醫事放射所應以申請設立者為負責人，對其業務負督導責任。

� 第20-1條--醫事放射所負責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應
指定合於負責人資格者代理之。代理期間超過一個月者，應報請原發開業執
照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

� 第21條--醫事放射所名稱之使用或變更，應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非醫事放
射所不得使用醫事放射所或類似之名稱。

� 第21-1條--醫事放射所不得使用下列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他人已登記使用之醫事放射所名稱。

二、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與被廢止開業執照未滿一年或受停業處分之
醫事放射所相同或類似之名稱。

三、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38

醫事放射師法---第22、23、24、25、26條

�第22條--醫事放射所停業、歇業或登記事項變更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醫事放射
所遷移或復業者，準用關於設立之規定。

�第23條--醫事放射所應將其開業執照、收費標準及其醫事放射
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懸掛於明顯處所。

�第24條--醫事放射所應保持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
生及安全。

�第25條--醫事放射所對於醫事放射紀錄、醫師開具之會檢單，
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三年。

�第26條--醫事放射所之收費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
機關核定之。 39

醫事放射師法---第27、28、29、30條

�第27條--醫事放射所收取費用，應掣給收費明細表及收據。醫事
放射所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收費。

�第28條--醫事放射所之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事放射所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
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事項。
�第29條--非醫事放射所，不得為醫事放射廣告。
�第30條--醫事放射所不得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40

醫事放射師法---第31、32條

�第31條--醫事放射所應依法令規定或依衛生主管機關之通知，
提出報告；並接受衛生主管機關對其人員、設備、衛生、安全、
收費情形、作業等之檢查及資料蒐集。

�第32條--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或醫事放射所之人員，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漏。

41

第 四 章 獎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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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第33、34條

�第 33 條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之獎勵辦法，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定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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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但在醫療機構於醫事放射師指導下實
習之醫事放射系、科、組學生或取得畢業證 書日起六個月內之
畢業生，不在此限。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
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醫事放射師法---第35、36條

�第 35 條醫事放射師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醫事放射士違反第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前二項之罪者，並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執業執照或其醫事放射師或
醫事放射士證書。

�第 36 條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將其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廢止
其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
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醫事放射師法---第37、38條
�第 37 條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二、
於業務上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

�第 38 條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十四條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者，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外，並令其限期改善；經處罰及令其限期改善三
次仍未遵行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醫事放射師
公會或醫事放射士公會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
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醫事放射師法---第39、40條

�第 39 條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者，
廢止其執業執照；受廢止執業執照處分仍執行業務者，得
廢止其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 。

�第 40 條醫事放射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開業
執照： 一、容留未取得或經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
證書人員擅自執行醫事放射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而不停
業。

醫事放射師法---第41、42條

� 第 41 條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 項、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規定或
未 符合依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標準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 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或未符合依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標準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 上
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 第 42 條違反第五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或第三十二條規定者，處
新台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外，並令其限期將超收 部分退還病人；屆期未將超收部分退還
病人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醫事放射師法---第43、44、45、46 、47條
�第 43 條醫事放射所之負責人受停業處分或廢止執業執照時，

應同時對其醫事放射所予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醫事
放射所受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者，應同時對其負責人予以
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第 44 條醫事放射所受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仍繼續開業者，得
廢止其負責人之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

�第 45 條本法所定之罰鍰，於醫事放射所，處罰其負責人。
�第 46 條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開業

執照，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由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處罰之；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處罰之。

�第 47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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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公會

49

醫事放射師法---第48、49、50、51 、52條

� 第 48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但其目的事業，應
受衛生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 第 49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分直轄市及縣（市）公會，並得設醫事放射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 第 50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之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
公會以一個為限。

� 第 51 條直轄市、縣 (市) 醫事放射師公會，由該轄區域內醫事放射師二十一人
以上發起組織之；其未滿二十一人者，得加入鄰近區域之公會。

� 第 52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設立，應由直轄市、七個以上之縣 (市) 
醫事放射師公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

� 第 53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
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二、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三、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理事名額，不得超過全體會員（會員代表）人 數二分
之一。
四、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各
級醫事放射師公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 理事、監
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
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 理事長；其不置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者，
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醫事放射師法---第53-1、54、55、56 條

� 第 53-1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當選，不以直轄市、
縣 (市) 醫 事放射師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為限。 直轄市、縣 (市) 醫事
放射師公會選派參加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不以其理事、
監事為限。

� 第 54 條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
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 第 55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每年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集臨時 大會。 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依章程之
規定就會員分布 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 大會之職權。

� 第 56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簡歷冊，
送請所在 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備
查。

醫事放射師法---第57條

� 第 57 條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區域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
五、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
六、理事、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八、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醫事放射師法---第57-1、57-2 、58、59條

�第 57 -1條醫事放射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團體主管機
關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
其理事、監事。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亦
得由衛生主管機關為之。

�第 57-2 條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對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之章程及決議，有遵守義務。

�第 58 條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者，公會
得依章程、理事會、監事會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處分。

�第 59 條醫事放射士公會，其組織準用本章醫事放射師公會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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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附則

55

醫事放射師法---第60、60-1、61、62 條

�第 60 條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
執照時，得收取 證書費或執照費；其費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定之。

�第 60-1 條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醫事放射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醫事放射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在中華民國
執行醫事放射業務，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
國關於醫事放 射與醫療之相關法令及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其執
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違反前項規定者，
除依法處罰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廢止其許可。

�第 61 條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62 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臺東縣醫事人員執業、歇業等相關流程
介紹

57

申請項目
檢附項目

執業
登記

執照
更新

歇業 停業 復業 執業
異動

補發 證明
文件

1.申請人近3個月1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2張 V V V V
2.申請人身分證件正反面影本 V V V V V
3.申請人執業所在地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V V V V V V V
4.申請人執業機構出具之服務證明文件 V V V V V 離職

在職 V
5.公費生醫師—衛生福利部分發同意派令。 V V
6.醫事人員證書（醫師證書、護理師證書、醫事放
射師…） V V
7.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請自行至「衛生福利部積分
管理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下載列印）

適逢
更新 V 適逢

更新
適逢
更新

適逢
更新

8.醫事人員專科證書（醫師、護理師） V V V
9.申請人原領執業執照（遺失者需檢附切結書） V V 影本 影本 V V
10.切結書 遺失

11.行政規費—新台幣300元（取件時付費） V V V V

醫事人員證書遺失或補換發

請洽衛生福利部網站查詢及申辦：

�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Form.aspx?f_list_no=14&fod_list_n
o=909)

� 電話：02-8590666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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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非年度品保
暨影像品質經驗分享黃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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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最新癌症登記狀況乳房攝影儀器設備與品保檢測臨床影像後續評核與儀器普查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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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攝影乳癌篩檢重要政策
X-ray tube

Tube Port
Filtration

Collimation

Compression 

paddle
Grid

Screen-film or Detector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藉由常規性品質保證測試之執行，以確保輻射醫療儀器各方面均維持在一定品質。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劃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品保測試儀器
10

為提升輻射醫療品質，保障民眾健康安全，原能會自94年起，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7條，積極推動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7條–醫療院所使用經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之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施，應擬訂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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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7月開始施行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作業相關法規

儀器設備登記證
DICOM欄位需包含
1.乳房影像
2.假體影像

11

乳房影像檢查

• 影像檢查
– 乳房攝影乳房攝影乳房攝影乳房攝影
–乳房超音波
–乳房磁振造影 Echo MRI

Mam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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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 (Screening mammography)

左右兩側乳房各要照兩張X光片，分別為頭腳向(由上往下照)及斜位向(由側邊照)。
基本篩檢影像(4張)

CC (craniocaudal projection)頭尾投射法
MLO (mediolateral oblique projection)內外側斜位投射法

20170506

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
• 使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所有的組織都攤平以利診斷。
• 組織越薄，穿透所需的XXXX光光光光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減少因檢查所接受到的輻射線暴露，同時減少散射現象，使影像細節更銳利。
• 組織攤開後，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掩掩掩掩。
• 固定乳房，避免呼吸移動造成影像模糊，使影像品影像品影像品影像品質更清晰質更清晰質更清晰質更清晰。

受檢者的配合度

衛教與溝通衛教與溝通衛教與溝通衛教與溝通 影響影像品質的原因儀器狀態受檢者-乳線組織的分布(緻密度) 、配合度人員-擺位、壓迫技巧、洗腦的功力(衛教)配合度≠洗腦功力??

20121124 17

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 受檢者受檢者受檢者受檢者放射師放射師放射師放射師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
人人人人物物物物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Huang Mei-Lan

品管不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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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yms in Mammography Imaging

FFDM – 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 Also called Digital Mammography

CR-Computed Radiography

SFM – Screening Film Mammography
General Observations

• Use overall and close-in 
visual search

• Obvious lesion: search 
for second lesion

• Circle recalled findings 
{bracket others}

• Describe quadrants and 
location of findings

From Edward A. Sickles,M.D.

General Observations

• Use overall and close-in 
visual search

• Obvious lesion: search 
for second lesion

• Circle recalled findings 
{bracket others}

• Describe quadrants and 
location of findings

From Edward A. Sickles,M.D.

Mammography 影像的需求

• 在最小可能劑量下, 達到很好的空間解析度 (spatial 
resolution) 

• 在不失曝光容許度(latitude)的範圍內, 儘可能達到最適當的影像對比度(optimal contrast)

• 能夠照到乳房內所有組織對比度(tissue contrast)差異很小的各種不同組織
• 系統可以容忍及補償(compensate)自胸壁到乳尖的厚度差異

22

國健署假體影像抽審宣導事項

• 非年度品保假體影像及其所對應之非年度品保紀錄之格式要求如下：
– 假體影像須為未經壓縮之DICOM格式，其DICOM標籤中應包含儀器之設備登記證號。
– 非年度品保紀錄形式及內容應符合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之規定

• 須包含所提供假體影像之影像可見模擬物評分結果，結果應包含可見模擬纖維、鈣化點群及腫塊物之分數，不可僅提供曲線圖。
• 請確實依法執行品保作業，並保存校驗紀錄(含測試影像)，以利抽審作業。
• 乳攝車應於每次移動後，執行檢查前，依規定進行品保作業

國健署假體影像抽審宣導事項

• 抽審作業審查重點摘要：
– 年度品保報告

• 具備覆核人員簽名
• 品保報告之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 品保項目及標準是否符合品保程序書規定
• 若有不合格，則應有檢討改善措施

– 假體影像抽審
• 院方之假體影像評分結果是否適當
• 假體影像評分結果是否符合程序書之標準
• 假體影像中是否包含明顯假影
• 若有不合格，則應有檢討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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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Digital Mammography 
QUALITY CONTROL MANUAL

25 26

Special X-Ray tube

Rhodium 銠銠銠銠
Molybdenum 鉬Molybdenum (Z = 42)

Rhodium (Z = 45)

Tungsten (Z = 74)

kV對影像的影響 X-ray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即即即即X-ray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
Soft tissue

Soft tissue

能量過高能量過高能量過高能量過高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低對比度Tumor

Tumor
Soft tissue 能量適中能量適中能量適中能量適中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好的對比度

Tumor 能量過低能量過低能量過低能量過低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低訊號
X-ray Tube

• 0.1-0.3 mm (Focal Spot)

• 23, 25o Anode Angle

• 6o tube tilt

• Source-to-Image 
Distance: 50-80cm

• Heel effect

焦點大小影像的影響:半影--小焦斑與大焦斑
Dark Clear Dark

small focal spot 小焦斑小焦斑小焦斑小焦斑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物件物件物件物件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
Gray

Dark DarkClear

Gray

Large focal spot

Penumbra

大焦斑大焦斑大焦斑大焦斑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物件小物件小物件小物件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
The Tube - Focal spot size (0.1-0.3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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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

h

散射散射散射散射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
Maximum angle

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使用鉛柵使用鉛柵使用鉛柵使用鉛柵
乳房攝影鉛柵 3 : 1 ~ 5 : 1一般x光機鉛柵 8 :1 ~ 10 : 1

Grids
• Scatter ↓ → Contrast ↑

• Focused to the x-ray source 
and move

– 3:1 – 5:1 

– 30-50 lines/cm

• High Transmission Cellular 
(HTC) grid

– Cross hatched grid

– Copper grid strip

– Air (interspace 
material)

– 3.8:1

放大影像放大影像放大影像放大影像
• 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

- The bigger is the

magnification factor

- The smaller is the region

radiographed => difficult to 

localize the region of interest

- The lesser the quantity of 

scattered radiation reaching

the film => less dose 

focal spot

diaphragm

primary beam

compression 

device

scattered radiation

magnification 

device

secondary beam

film/screen

cassette

SOD

30CM

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國內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一一一一位乳房攝影檢查為乳癌早期診斷的最佳方式國民健康局推動乳癌篩檢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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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民眾的迷思~~原理基礎之下:圖示解釋原理基礎之下:文獻參考情理之下:是否給予(一)，(二)

35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 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
�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

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
放射線醫學會

3636



09/18/2017

7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評核評核評核評核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評核評核評核評核
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

執行乳房攝影業務 執行乳房攝影篩檢業務原委會 國健局委託放射線醫學會
每年10小時乳篩學分 後續影像評核

3小時乳房品保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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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乳房攝影儀醫療暴露品質保證作業現場實測
• 假體影像
• 射束品質評估
• 平均乳線劑量
• 自動暴露控制在線性
• 輻射率輸出
• 壓迫裝置的測試
• 暴露指標

書面紀錄
• 操作程序書
• 巡迴車假體影像及書面資料
• 閱片螢幕品保紀錄
• 106年度品保書面資料
• 影印半值層記錄

繼續教育
• 醫療暴露品保組織文件
• 繼續教育受訓文件

39

地震災害與檢討地震災害與檢討地震災害與檢討地震災害與檢討

40

故事就發生在2016年2月6日

41

品保檢測工具(非年度-傳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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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檢測工具(非年度-數位)

43 44

品保檢測工具(年度)

品保檢測工具(年度/特殊)

45 46

Review Workstation QC

� FDA Approved Multimodality Workstation

- Monitor Quality Control

� Image Quality-SMPTE Pattern

� Luminance Levels

� RWS Screen Uniformity

� Viewing Conditions Check

47

Image Quality-SMPTE Pattern

隆乳美容影像討論隆乳美容影像討論隆乳美容影像討論隆乳美容影像討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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