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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測量輻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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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原爆前後對照空拍圖

造成廣島死傷20餘萬人
7其中7萬人死於核爆瞬間



種類

特性

方式

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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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人員

原理

儀器



人造輻射
18.80%

天然輻射
81.20%

醫用輻射 宇宙射線

台灣地區國民輻射劑量評估結果分析圖

醫用輻射

X 光儀器

放射核種

放射治療

宇宙射線

地殼輻射

一般飲食

合計每人約 2.44 毫西弗/年

鉀-40

33.6% 66.4%
氡



天然輻射

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石釷232和鈾238存於地殼土壤中
衰變過程中產生”氡 ”

美國建議之行動水平： 150貝克/立方米

台灣室內平均氡濃度： 10貝克/立方米



人造輻射

人造輻射

煙霧偵測器 鐘錶(夜光)

Am-241 H-3、Pm-147

人造輻射

香菸
Po-210

磁磚
Th-232

肥料
K-40 、U-238



人造輻射

香菸
Po-210

人造輻射

一小時一根菸約 0.000049 毫西弗/小時

香菸



鉀

鉀 40 的半衰期長達 12 億 5 千萬年

吃入一根香蕉約 0.0000778毫西弗

鉀
香蕉



鉀

鉀 40 的半衰期長達 12 億 5 千萬年

香蕉含有大量的鉀元素

每1克天然鉀(31貝克)中

約有0.0117%鉀40

吃入一根香蕉約 0.0000778毫西弗

鉀
香蕉

約有0.0117%鉀40

一根香蕉約有0.5克的天然鉀

約含有15.5貝克的鉀40

(15.5貝克)X(0.00502微西佛/貝克)= 0.0778微西弗
{{香蕉等效劑量在1995年於Radsafe通訊資料中提出}}



游離非游離

1K eV 高能粒子流

高能電磁波

可見光..

無線電波..

能量

游離非游離



游離輻射

高能粒子流
α粒子、 β粒子、中子游離

α粒子 ( He4)

可被一張紙阻隔

β粒子 游離電子

可被鋁版阻隔

高能中子穿透力強

但可被水阻隔

游離



游離輻射

高能電磁波
γ射線、 X射線

γ射線穿透力強
通常以混凝土防護

0.5cm 2.5cm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官網



光的發現

侖琴於1895年發現 X射線 世界第一張X光照片
(侖琴夫人手掌X光)  1895-12-22

1901年得到第一屆諾貝爾物理獎





高壓發電機

陰極射線管



非醫療的濫用



光的副作用



皮膚

肺臟

水晶體

甲狀腺

胃

骨髓

生殖系統

輻射敏感器官



醫療輻射

牙科全口 肺部X光
0.01毫西弗 0.02毫西弗

乳房攝影
0.7毫西弗

醫療輻射

頭部CT
2毫西弗

CT心臟冠狀
動脈攝影

16毫西弗
胸部CT

4.4毫西弗



醫療輻射
20000-100000毫西弗
癌症放射線治療總劑量醫療輻射

採用分次治療

癌症放射線治療總劑量

致死劑量為全身一次急性

接受6000毫西弗以上



1.6毫西弗/年
0.09毫西弗/年

一年之中每天20根菸約 8.67毫西弗/年

1毫西弗/年 20毫西弗/年一次急性 1000~2000豪西弗:噁心、嘔吐一次急性 6000豪西弗以上:死亡





吸收劑量(Gy=1 j/kg)
等效劑量:吸收劑量與射質因素的乘積,

單位Sv(西弗)

等價劑量:器官吸收劑量與對應輻射加權

圖片來源：台電公司核能看透透網站 (http://wapp4.taipower.com.tw/nsis/2/2_2.php?firstid=2&secondid=2&thirdid=1) 

等價劑量:器官吸收劑量與對應輻射加權
因素乘積之和,單位Sv(西弗)

1Gy=100rad

1Sv=100rem

有效劑量:人體中受曝露之器官的等價劑
量與組織加權因素乘積之和



天然背景輻射及醫療劑量

每人約 2.44 毫西弗/年



種類

特性

方式

輔具



X光管球
玻璃封罩

_ +

陰極鎢絲
陽極鎢靶
或鎢錸合金靶

+

聚焦杯



約99%為此
電子軌跡

以熱的形式出現

鎢的特性輻射為69keV

電子與物質的作用

50        100          150 光子能量keV

強
度

連續能譜的制動輻射
(與電子能量有關)

特定能量的特性輻射
(與靶的材質有關)



• 合調散射
• 光電效應
• 康普吞效應
• 成對效應

光子與物質的作用

• 成對效應
• 光分解



光子與物質的作用

光電子

釋放的光子也
稱為特性輻射

康普吞效應
常發生在
外圍電子

外層軌道電子
遞補到

內層軌道上

光電效應
常發生在K層

(最內層)

產生電洞

θ

偏移了θ角度
的散射光子

吸收光子能量脫
離束縛所形成的
自由電子稱為
康普吞電子

外圍電子



0.511MeV的
負電子

光子與物質的作用

大於1.02MeV
的光子

0.511MeV的
正電子

成對效應:產生方
向並且正好相反
的正負電子



有用射束

滲漏輻射

散射輻射
接收訊號





離開

射
源

減少曝露時間(T)

設置屏蔽(S)

增加距離(D)

射
源

劑量1 2倍距離為 1/4劑量1

距離平方成反比的遞減



鉛衣 •鉛眼鏡
鉛護頸 •鉛手套•
鉛屏風

鉛屏壁

水泥牆/柱
金屬櫃



適當的結構屏蔽

鉛手套

移動式鉛屏風屏蔽

個人的防護屏蔽

鉛眼鏡

鉛頸圈



移動式X-光機距離檢查床 3公尺以上



若每天看電視一小時，累計一年所受之輻射劑量約0.01毫西弗

移動式X-光機暴露劑量
Chest A-P  3公尺處散射劑量約0.00021毫西弗

照射條件:60Kvp,4mAs,暴露時間約0.022秒

無鉛屏蔽及鉛衣 管球照射處量得劑量為0.128毫西弗/小時



PORTABLE 安全須知
輻射防護法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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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事前告知以及

。施以適當之輻射防護。

我們必須顧及到對於不需要接受輻射劑量的

民眾/病患/家屬的輻射防護問題

(例如:隔壁床病人的防護及輔助照相的家屬)



正當性

最適化


劑量限值
合理抑低 ALARA原則



環境

人員

原理

儀器



環境輻射測量

核能發電廠周圍

城市周遭天然背景輻射監控

環境輻射測量
輻射操作相關場所背景輻射

醫院 工廠 學校 海關



人員輻射測量

出入輻射操作相關場所監控

核能發電廠、研究室

人員輻射測量
執業於輻射操作相關場所監控

醫院 工廠 學校 海關



個人輻射監控

以上內容擷取 [透視攝影及介入放射診療輻射安全訓練] 講義內容
作者: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黃怡璇，廖彥朋，關婉君，蔡惠予，劉鶴齡



個人輻射監控

以上內容擷取 [透視攝影及介入放射診療輻射安全訓練] 講義內容
作者: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黃怡璇，廖彥朋，關婉君，蔡惠予，劉鶴齡



個人輻射監控

以上內容擷取 [透視攝影及介入放射診療輻射安全訓練] 講義內容
作者: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黃怡璇，廖彥朋，關婉君，蔡惠予，劉鶴齡



輻射測量目的
依目的選擇適合的偵測儀器

直接輻射

輻射汙染

放射性物質

鑑別核種

空浮放射性物質



輻射測量目的
為何需要偵測輻射?

1.決定作業人員與民眾的 劑量率

2.作業人員與民眾需要的 劑量限值

3.評估作業人員的 停留時間



輻射測量目的
為何需要偵測放射線物質?

1.決定目前的放射線物質對人員的 危害

2.需要對人員 隔離 放射線物質



輻射測量目的
為何需要偵測空浮放射線物質?

1.決定空氣中的空浮放射性物質的 濃度

2.決定空浮放射性物質的 控制方法

3.管制空浮放射性物質的 體內劑量



環境

人員

原理

儀器





輻射偵測的基本原理

離子對

收集/放大/處理

+-

離子對
閃爍光
電子電洞



偵檢器的偵測特性

靈敏度與偵測限度

準確度與再現性

能量依存性與角度依存性

對非偵測輻射的反應



偵檢器介紹

游離式
游離腔、比例計數器、蓋格計數器、半導體

偵檢器介紹

激發式
閃爍偵檢器、熱發光劑量計



偵檢器介紹

化學劑量計
膠片佩章

偵檢器介紹

熱卡計
輻射與物質作用產生的熱量



偵檢器的選擇

輻射場的輻射類別與輻射強度

對於不同輻射類別的偵檢能力

其他變動因素的抵抗干擾能力



偵檢器的區分
手提式、固定式
手提式輻射測量儀器

廢料活度偵測儀

門框監測器

人員全身、物品（工具）污染監測儀
區域輻射監測器

連續空浮監測器

劑量筆及人員劑量警報計

車輛污染偵測儀

表面活度計測儀器



適合的手提偵檢器

輻射種類 (α、β、x光、γ射線)

、 、能量範圍、偵測低限、劑量率

理想的靈敏度、準確度、再現性

帶有聲、光警報功能



ATOMTEX(塑膠閃爍型)

能量範圍

反應時間

角度依存性

30CM



ATOMTEX(塑膠閃爍型)

角度依存性



偵測位置



高壓游離腔(HPIC)劑量率度量 游離腔偵檢儀器

游離腔型儀器 高壓游離腔



比例計數偵檢儀器

人員全身、物品（工具）污染監測儀



蓋革偵檢儀器

M-375 6112 B

RM-20 Inspector(SE) FH40F4



MCA 多頻道能譜分析儀

HPGe Detector

HPGe 是所有偵檢器中解析度最好的，廣泛應用於能譜分析與定量分析



6112B

各式常用的手提式偵檢器

6150ADX

Dose rate measuring device 6150 AD6/E

DG-5ADG5
Gamma Survey meter



各式常用的手提式偵檢器



PNR4

中子劑量計 - 2241-4型

INER 9200



X射線和伽瑪輻射劑量計-AT1121 

攜帶式多功能大範圍儀器，可作為組
織等效偵測器，進行伽瑪和貝他輻射
源研究，環境等效劑量和劑量率量測，
評定曝露時間。

‧提供內建量測路徑的 LED 穩定系
統，不需要使用參考源。統，不需要使用參考源。

‧大型背光 LCD 顯示幕，具遠端控
制的量測模式，在門檻超過時聲音和
視覺警報。

‧應用包括：X射線診斷、核子醫學、
放射線醫學、X射線和伽瑪非破壞測
試、射線照相、海關X光裝置、輻射
緊急事件、輻射監視、核能工業、加
速度裝置、科學研究等。



全身劑量偵測器



洗手台除污圖 洗鞋機除污圖

輻射劑量監測





◎手提電冷式純鍺偵檢器能譜分析儀

內建2種偵檢器：高純鍺半導體偵檢器
及蓋革偵檢，可偵測加馬核種，提供使
用者搜索並確認放射性物質位置及劑量
率。

藉其高解析度、支援MCA能譜分析功能
， 。

01 手提式偵檢器

藉其高解析度、支援MCA能譜分析功能
等特性，可快速鑑別放射性核種種類。

用途：電冷式手提純鍺偵檢器能譜分析
儀具重量輕、機動性高等特性，擁有射
源搜尋、核種鑑定、輻射劑量率量測及
能譜分析等功能，

適合反恐、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輻射異
常物偵測與核種鑑定分析等作業場所，
屬於國土安全反恐等級之設備。



◎ FH40G攜帶型多功能輻射測量儀

具有對α、β、γ、Χ等射線的綜合測量
能力。

搭配專屬操作軟體和不同種類的外部智
慧化偵檢頭，應用非常廣泛。

01 手提式偵檢器

慧化偵檢頭，應用非常廣泛。

當外接FHZ672E的高靈敏度的閃爍偵檢
頭時可量測環境輻射劑量率0.001μSv／
h至1Sv/h的量測範圍，

適合執行環境輻射偵測用途，具有天然
背景自動扣除能力，且能快速準確測量
輻射劑量的相關資料。



◎ RadEye手持輻射偵測儀

內建碘化鈉(鉈)NaI（Tl）偵檢頭，小巧
、輕質、攜帶方便，具有高靈敏度特性
，適合輻射探測。

，

01 手提式偵檢器

γ劑量率測量和區域監測，具備防電磁
干擾能力及天然背景自動扣除能力，能
快速反應偵測結果。

儀器本身開機即全自動檢查，內部可記
憶1600 個測量數據，可設定警報聲音及
震動，耗電量低，適合長時間執行輻射
偵測作業。



◎ RMDL-60L連續式手提空浮輻射監測器

1.可測β、γ輻射。
2.可即時讀取空浮濃度、活度、流率數據。
3.可視空浮濃度管制需求，適時調整警戒空
浮濃度，超出警戒值時，會發出警報聲響及
閃爍燈號警示。
4.偵檢器以雙偵檢頭設計，可即時提供背景
補償並自動扣除。

01 手提式偵檢器

補償並自動扣除。
5.取樣流率自動修正至標準溫度與壓力，精
確度≦±4%。
6.具有自動流率控制功能。
7.可使用110伏特交流電源、車輛點菸器插座
電源或內建鋰電池作為操作電源，內部電池
可提供連續5小時以上空浮取樣作業。

用途:重量輕、攜行方便，適於緊急機動採樣
偵測、可用於核電廠24小時不中斷之空浮監
測作業、核電廠核子事故緊急空浮偵測、輻
射彈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等。



◎ ID2(手提式快速核種偵檢分析儀) 
規格:內建三種偵檢器：
1.碘化鈉(鉈)NaI(T1)偵檢器:加馬能量反應範圍
20keV~3.0MeV或更廣:劑量率偵測範圍:
0.01uSv/h~1Sv/h或更廣。

2.蓋革(GM)偵檢器:加馬能量反映範圍
60keV~2.0MeV或更廣。

01 手提式偵檢器

3.He中子偵檢器(內建緩速體):靈敏度大於2.6
cps/nv。

用途:適合快速搜尋輻射源、量測加碼輻射劑
量率與輻射累積劑量，並進行加碼能譜特性分
析，如貨櫃尋找非法的輻射源、偵測醫用廢棄
物或廢鋼鐵、大範圍搜尋遺失輻射源等，因碘
化鈉偵檢器具高效率、低能量解析度特性，於
低劑量率環境，可量測加碼輻射劑量率，
但進行加碼能譜特性分析及核種鑑定時正確率
不高，容易誤判核種類別。



◎低背景比例計數器

主要是利用充滿氬氣（90％）與甲烷
（10％）的混合氣體分子與待測樣品之
輻射線因游離作用產生正、負離子，再

（ 1440V，

02 貝他計測系統

輻射線因游離作用產生正、負離子，再
利用工作電壓（貝他射線約1440V，阿
伐射線約450V）將正、負離子增殖放大，
並收集產生脈衝信號，脈衝信號與入射
輻射數量成正比。

用能量鑑別器設定脈衝高度以鑑別輻射
種類，並針對環境樣品進行定量分析。



◎液體閃爍計數器

主要用來度量貝他粒子或低能量光子。

樣品經過化學方法純化後，以含有芳香
族烴的碳氫有機溶劑(俗稱閃爍液，
cocktail)，

02 貝他計測系統

族烴的碳氫有機溶劑(俗稱閃爍液，
cocktail)，將其溶解成均質溶液
(homogenous)，藉著閃爍液裡的溶質
分子將輻射能轉移及傳遞，成為閃爍光
子以螢光形式釋放出來，最後由光電倍
增管輸出脈衝計數光子。

通常可用來分析環境樣品中低活度的氚、
碳-14與純貝他發射的放射性鍶-90核種。



◎加馬能譜分析儀

主要由純鍺半導體偵檢器及頻道脈高分
析儀所組成。

，

03 加馬計測系統

當輻射進入半導體內，因游離作用產生
可移動之電洞，並於外電路電阻上感應
一脈衝信號，脈衝信號的大小與入射輻
射能量成正比，

因此，加馬能譜分析儀可應用於加馬放
射核種的定性與定量分析。



◎高壓游離腔

高壓游離腔計測效率佳、靈敏度自然高；
又因所使用電壓與產生脈衝高度相對穩
定(游離腔區)，量測穩定度與準確度亦

。

04 環境輻射監測系統

定(游離腔區)，量測穩定度與準確度亦
較佳。

高壓游離腔偵檢器常被用來度量環境直
接輻射劑量率，藉著各測站直接輻射劑
量率的變化，可以監督核能設施週圍環
境是否受到核能設施運轉所影響，及做
為核能設施異常運轉之預警機制。



◎機動式環境輻射自動監測儀(ERM) 

利用衛星定位及3G行動網路，結合輕巧
型輻射監測模組，建構而成。

逐代改良模組體積、重量及操作，使其
更能力於攜帶運作，以提高監測作業機
動性及達成率，且內建不斷電系統，以
因應長時間災害。

04 環境輻射監測系統

因應長時間災害。

倘若核子事故發生時，針對事故核電廠
下風向地區與民眾居住村里或收容場所，
輔以快速有效地建置機動式環境輻射監
測站，所測得各項數據與地理資訊，利
用無線網路傳輸至輻射偵測中心伺服器。

緊急應變相關人員利用視覺化的地理資
訊工具，可線上隨時掌握各輻射監測資
訊及地理資訊，提供民眾防護行動決策
之參考。



◎環境熱發光劑量計自動計讀儀

05環境熱發光劑量計自動計讀儀

具有體積小、靈敏度高、可重覆使用等特點，為輻射劑量度量與事故
劑量重建最主要的方法。

熱發光劑量計自動計讀儀UD-716AGL，可自動更換環境級晶片佩章200
片計讀，並透過適當的校正與追溯，能精確快速地分析熱發光劑量計
之結果，作為監測環境輻射背景及事故汙染參考。



◎阿伐能譜分析儀

《阿伐能譜分析儀》由PIPS(Passivated 

06阿伐能譜分析儀

《阿伐能譜分析儀》由PIPS(Passivated 
Implanted Planar Silicon)形式偵檢頭組
成，樣品經過化學方法純化萃取後，將
阿伐物質電鍍在不鏽鋼片上，再送入阿
伐能譜分析儀的真空計測腔內，在真空
條件下進行阿伐核種的定性與定量分析。



X光的應用

XX光繞射儀 螢光分析儀

行李檢查x光機



海關安檢





行李安檢



飛航安檢



貨櫃安檢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墨西哥非法移民

圖片來源:中新網 新聞片段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05-19/37530.shtml#nextpage



移動式X光機的應用



移動式X光機的應用

Xavier Portable X-ray system
by Danwei Ye，Cleveland, OH









醫學：

核子醫學、X光診斷、放射腫瘤、心導管檢查
農業：

育種、滅菌、抑制發芽、農植物新陳代謝、地下水流向

工業：
液位儀、密度儀、測厚儀、自動控制流量、測漏與磨損、滅菌、
高分子聚合、環保應用(廢氣、廢、污泥處理) 
研究機構：

游離輻射的應用

研究機構：
示蹤、品種改良，反應機制研究、基因工程、化學反應分析

非破壞檢測：
工業照相檢測、品保檢驗

軍警：
毒氣偵檢、夜視、照相檢驗、行李及貨櫃檢查、爆裂物及毒品

檢測
熱源：核能發電、核融合



輻射計測是應用於桶槽中液面高度的測定，輻射度量則是應用於鋼鐵原料與
產品的輻射異常檢測。

輻射源：加馬放射源
應用：輻射計測與度量

鋼鐵業---液位計與門框式車輛輻射偵檢器

液位計裝置如右圖。
加馬射源置於容器的一邊，偵檢器則置於另一邊，
當槽中的液體上升至某一高度，即會擋住輻射而
降低輻射計數。

鋼鐵廠液位計裝置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鋼鐵原料與產品必須進行輻射異常偵檢肇
因於在民國81年發生的輻射鋼筋污染事件。
政府為徹底防範輻射鋼筋污染事件再度發生，主動採許防範措施，除加強放射
性物質管制，並輔導鋼鐵廠建立輻射異常物品偵檢能力，透過門框式車輛輻射
偵檢器的使用，對進廠之廢鐵及出廠之鋼鐵製品進行輻射監測，確保鋼鐵建材
產品無輻射異常情形。
目前國內19家設有熔煉爐之鋼鐵廠皆以取得原子能委員會之輻射偵檢作業認可

，可對銷售之鋼鐵製品開立無放射性污染證明。

廢鐵進廠經門框式偵檢器輻射偵測 鋼鐵製品出廠輻射偵測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瓦斯槽、建築工地-土壤溼度計、密度儀與放射線照相檢驗

土壤核子密度/溼度計是土木工程常用於檢測土質的設備。
工業放射線照相檢驗則用於透視工程內部結構的檢驗，又稱非破壞檢測。

土壤密度計與溼度計
輻射源：加馬射源、中子源
應用：輻射計數

密度與溼度是土壤的重要基本特性，所以土壤密
度與溼度的測定，對土木工程施工、地質探勘品
質具關鍵影響，放射性物質的利用則可提供迅速質具關鍵影響，放射性物質的利用則可提供迅速
確實的量測。
土壤密度儀使用具γ射線的銫（Cs）-137放射性物
質，將含銫（Cs）-137偵檢棒密度儀鑽入土壤中
，利用γ射線在土壤中的吸收與散射予以計測分析
，進而測定土壤之密度。土壤溼度儀包含快中子
射源及中子輻射偵檢器，測量原理與土壤密度儀
相似，利用快中子與水中的氫原子作用會減速為
熱中子，透過中子輻射偵檢器可分析熱中子與快
中子比例，若比例越高表示土壤中的水分越高，
目前常用以鋂（Am）-241/鈹（Be）作為快中子之
射源。 土壤密度計與溼度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工業放射線照相檢驗
輻射源：X光機、加馬射源
應用：輻射攝影

工業放射線照相檢驗是利用具有游離輻
射能力的射線，如X光或γ射線穿透被測
物品後使底片成相，在不破壞物品之情

瓦斯槽、建築工地-土壤溼度計、密度儀與放射線照相檢驗

土壤核子密度/溼度計是土木工程常用於檢測土質的設備。
工業放射線照相檢驗則用於透視工程內部結構的檢驗，又稱非破壞檢測。

物品後使底片成相，在不破壞物品之情
況下，檢查被測物品是否有裂痕、缺陷
或其焊接品質的檢驗方法。工業上主要
利用X光機或放射性物質如銥(Ir)-192，
作為放射線照相檢驗之需，可依被檢測
物品之材料及厚度，選擇合適之放射性
物質或X光機能量。如電子業利用X光
機以檢測其電子元件內部線路品質；多
數石化、核電廠、鍋爐廠則多利用放射
性物質銥(Ir)-192檢測高壓容器、管線
之焊接品質。

工業放射線照相檢驗用的放射性物質銥(Ir)-192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賣場與超市---輻射照射的產品、香菸的輻射與夜光錶

輻射照射可達到滅菌，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培育新品種的功效，也可檢查密封
食品包裝內是否有異物混於其中以保障民眾食的安全。而菸草中含有210Po，會對
吸煙者造成輻射曝露。我們可利用某些物質在受到輻射的作用會發出可見光的特

性，作為夜光錶的應用。

輻射照射產品
輻射源：加馬放射核種
應用：輻射照射

鈷60(60Co)所釋出的加馬射線，常被用於大量醫

加馬射線照射的聖誕紅及鬱金香

鈷60(60Co)所釋出的加馬射線，常被用於大量醫
療器材產品的滅菌，肉類食品的滅菌，延長農產
品的保存期限，以及誘變孕育新的品種。輻射滅
菌為一種清潔加工處理法，安全不會有殘毒性，
並且可達完全消毒的效果。食品經由輻射照射後
，民眾非常關心是否有殘留輻射？是否會影響健
康？國際原子能總署、糧農組織以及世界衛生組
織所組成的委員會，提出輻射照射食品在營養與
健康方面是安全無虞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賣場與超市---輻射照射的產品、香菸的輻射與夜光錶

輻射照射可達到滅菌，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培育新品種的功效，也可檢查密封
食品包裝內是否有異物混於其中以保障民眾食的安全。而菸草中含有210Po，會對
吸煙者造成輻射曝露。我們可利用某些物質在受到輻射的作用會發出可見光的特

性，作為夜光錶的應用。

香菸的輻射
輻射源：210Po

210

香煙內含有210Po 

菸草中含有210Po，會釋出α射線。若一天抽30支
香煙，一年對抽煙者造成的劑量最高可達13毫西

弗的有效劑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賣場與超市---輻射照射的產品、香菸的輻射與夜光錶

輻射照射可達到滅菌，延長食品的保存期限，培育新品種的功效，也可檢查密封
食品包裝內是否有異物混於其中以保障民眾食的安全。而菸草中含有210Po，會對
吸煙者造成輻射曝露。我們可利用某些物質在受到輻射的作用會發出可見光的特

性，作為夜光錶的應用。

夜光錶
輻射源：3H

氚(3H )所釋出的β-射線與發光物質作用後會放出
特定波長的可見光，可作為時標夜光功能使用。

夜光錶

特定波長的可見光，可作為時標夜光功能使用。
由於氚所釋出的β-射線最大能量為18.6keV，手錶
表免面的玻璃就可完全屏蔽。我國對氚使用於鐘
錶夜光功能的豁免管制為109貝克，而一般手錶所

使用氚不超過9.25×108貝克。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金飾店---黃金成色分析儀

利用X光或加馬射線照射黃金樣品，樣品會釋放出微量特性X光。藉由特性X光可

分析此黃金樣品成分。

輻射源：X光或加馬放射核種
應用：輻射螢光分析

待測樣品產生特性X光的原理，是因輻射激發樣
品中原子內層軌道上的電子離開電子軌道，此時
原子外層軌道的電子會往內層軌道轉移使原子恢

黃金成色分析儀

原子外層軌道的電子會往內層軌道轉移使原子恢
復穩定，外層電子往內層轉移的過程牽涉到能階
的改變，會釋出該原子的特性X光。以純金為例
，若經特性X光分析有產生金子以外的特性X光
，常見有銅或銀，則檢驗結果顯示此黃金樣品成
色不純。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工業區
放射性同位素、X光機和加速器等輻射源在工業界應用非常廣泛。例如利用輻射
計測的原理，如測定液位高度以及測定物質密度、厚度與均勻度等；或應用輻射
照射，以高活度的放射性核種或加速器裝置，對物品進行滅菌、消毒或品質改良

的提升。

輻射源：60Co、137Cs、85Kr、加速器等
應 用：輻射計測與輻射照射

輻射計測的應用範圍廣，舉凡食品、菸草、紡織
、造紙、印刷、橡膠等工業都會使用到。例如用

工業測厚用輻射源

、造紙、印刷、橡膠等工業都會使用到。例如用
於紙張、紡織以及鋼板品管的厚度計，就是利用
β射線或γ射線穿過物質後強度的變化來測量厚度
，以做好品質管理。例如菸草工業以及紡織業用
的密度計，利用β射線來比較測量菸草或棉紗的
密度。土壤密度計則是利用γ射線射到土壤後散
射的訊號測定土壤密度。另外在工業界應用甚廣
的液位計，也是利用γ射線或X光的穿透特性，測
定熔煉爐中的鋼液的液面高度，石油槽內油量或
是飲料業瓶裝飲料內容量的品管。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工業區
放射性同位素、X光機和加速器等輻射源在工業界應用非常廣泛。例如利用輻射
計測的原理，如測定液位高度以及測定物質密度、厚度與均勻度等；或應用輻射
照射，以高活度的放射性核種或加速器裝置，對物品進行滅菌、消毒或品質改良

的提升。

輻射源：60Co、137Cs、85Kr、加速器等
應 用：輻射計測與輻射照射

輻射照射是利用高活度，例如1015貝克以上的γ

工業測液位用輻射源

輻射照射是利用高活度，例如1015貝克以上的γ
放射性核種（一般使用60Co）來照射物品，使物
品產生性質改變品質提升，例如輻射照射混凝土
，可產生聚合反應提高耐蝕性與強度；橡膠類產
品的照射，也可提高橡膠的強度耐磨損與抗腐蝕
。輻射照射也可用於環境保護方面，例如工業廢
水與污泥，或是感染性醫療廢棄物，可利用高強
度的輻射來達到滅菌的效果。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科學園區
電子業使用X光之範圍非常廣泛，例如可用於印刷電路板的電路定位、X光透視檢
測常用於半導體封裝製程、X光螢光分析可以檢測有害物質含量以符合國際管制
規定。另外利用X光靜電消除器游離空氣所產生離子對與薄膜液晶面板生產過程
中的靜電中和消除。此外利用粒子加速器原理的離子佈值機則可將所需的原子離
子化後，加速植入半導體晶片中改變其物性，則是半導體產業積體電路非常重要

的設備。

輻射源：X光機、離子佈值機、靜電消除器

印刷電路板應用在許多消費性電子產品上，
隨著產品精密複雜，電路板上的電子零件也
越多，所以電子電路密佈越複雜精細，印刷
電路板產業利用X光鑽靶機進行定位，可準
確的將多層電路板的定位確實，提高電子電
路佈線的品質。X光的透視能力也廣用於半
導體的透視檢測，例如封裝後產品缺陷檢查
。

透視檢查X光機(鑽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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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
電子業使用X光之範圍非常廣泛，例如可用於印刷電路板的電路定位、X光透視檢
測常用於半導體封裝製程、X光螢光分析可以檢測有害物質含量以符合國際管制
規定。另外利用X光靜電消除器游離空氣所產生離子對與薄膜液晶面板生產過程
中的靜電中和消除。此外利用粒子加速器原理的離子佈值機則可將所需的原子離
子化後，加速植入半導體晶片中改變其物性，則是半導體產業積體電路非常重要

的設備。

輻射源：X光機、離子佈值機、靜電消除器

廣泛用於高科技產業的X光螢光分析是分析廣泛用於高科技產業的X光螢光分析是分析
樣品產生特性X光。特性X光的產生乃因輻
射激發樣品中原子內層軌道上的電子離開電
子軌道，此時原子外層軌道的電子會往內層
軌道轉移使原子恢復穩定，外層電子往內層
轉移的過程牽涉到能階的改變，會釋出該原
子的特性X光。若接收器收集到有鉛、鎘或
汞等有害物質的特性X光，則可以檢驗出這

些有害物質的量。 。

X光螢光分析儀

分析鑑定X光機(測鍍層)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科學園區
電子業使用X光之範圍非常廣泛，例如可用於印刷電路板的電路定位、X光透視檢
測常用於半導體封裝製程、X光螢光分析可以檢測有害物質含量以符合國際管制
規定。另外利用X光靜電消除器游離空氣所產生離子對與薄膜液晶面板生產過程
中的靜電中和消除。此外利用粒子加速器原理的離子佈值機則可將所需的原子離
子化後，加速植入半導體晶片中改變其物性，則是半導體產業積體電路非常重要

的設備。

輻射源：X光機、離子佈值機、靜電消除器

X光靜電消除器是大範圍進行靜電消除的利器。面板產業是我國重要的科技產業，X光靜電消除器是大範圍進行靜電消除的利器。面板產業是我國重要的科技產業，
隨著面板尺寸越來越大，生產過程中面板會有靜電產生影響製程與品質，所以利用
電壓9.5千伏的X光靜電消除器照射空氣使空氣游離，面板經過這些游離的空氣時，
會與空氣中的靜電達到靜電中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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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或研究單位-X光繞射儀、密封放射性物質、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X光繞射用於材料晶體結構的分析，63Ni用於 ECD氣相層析儀，而許多放射性核
種，如 3 H、 14 C、 32 P與 125 I等，因其標誌與示蹤的特性，用於基礎生命科學、

自然科學與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研究。

輻射源：X光繞射儀
應用：晶體結構分析

X光繞射分析法是利用X光的波長短，其數量級

X光繞射儀

X光繞射分析法是利用X光的波長短，其數量級
約與所測物質結構結晶面間的距離相當的特點，
在材料科學方面進行材料晶體結構分析，不論是
單晶體或或多晶體的結構研究，溫度變化所導致
的相變化，以及晶體結構缺陷等研究，這對材料
科學的創新與品質的提升很重要；在生物科學方
面，定位蛋白質或DNA等大分子的結構，也是X
光繞射分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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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或研究單位-X光繞射儀、密封放射性物質、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X光繞射用於材料晶體結構的分析，63Ni用於 ECD氣相層析儀，而許多放射性核
種，如 3 H、 14 C、 32 P與 125 I等，因其標誌與示蹤的特性，用於基礎生命科學、

自然科學與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研究。
輻射源： 63 Ni
應用：ECD氣相層析儀

氣相層析儀是現今分析化學重要的儀器設備之一，
廣泛用於氣體混合物的分離分析，特點是分析力
強，速度快且不需前處理。氣相層析儀中常用的

ECD氣相層析儀

強，速度快且不需前處理。氣相層析儀中常用的
檢測器有3種：熱傳導檢測器（TCD）、火焰離
子偵測器（FID）以及電子捕捉檢測器（ECD），

其中ECD與放射線有關。
ECD的工作原理是由63Ni放射源所釋出的β-射線
照射載送氣體，例如氮氣，使氮氣分子游離而產
生慢速電子，在一定電壓的二極板間形成導電。
如果載送氣體中含有會吸收電子的試樣，就會降
低此一穩定電流，利用此電流的變化就知道此物

質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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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或研究單位-X光繞射儀、密封放射性物質、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輻射源：3 H、 14 C、 18 O、 32 P、 125 I等
應 用：放射性標誌與示蹤

地球環境本來就存在有許多天然的放射性核種，穩定的存在各環境中。因此許多地
球科學的研究人員，利用觀察環境中天然放射性核種的遷移與變化，研究所關心地球環
境的問題，常用的有3H、14C與穩定同位素18O等。環境中的14C是宇宙射線照射大氣層所
產生的，中研院同位素水文實驗室研究我國中南部沿海地區目前抽取的地下水，以水中產生的，中研院同位素水文實驗室研究我國中南部沿海地區目前抽取的地下水，以水中
14C含量判斷，放射性同位素目前抽取使用的地下水是5萬年前所累積的，使用的是目前
台灣最老的地下水，可見超抽地下水的嚴重。

另外，以分析氫氧同位素的組成百分比來進行水文的研究，這對瞭解水源分佈、水
源補充與流程，提供迅速與方便的方法。

14C也是考古學家鑑定古物年代的利器之一。
在生命科學的研究領域，3H和14C也常用於標誌荷爾蒙，研究生理活動與代謝。
32P常用於標誌磷酸或核酸，以研究神經傳導、能量傳遞途徑以及遺傳工程。

125I常用於標誌蛋白質，進行放射免疫分析的研究，進行代謝活動與酵素測定的研究。

所以放射性同位素是現代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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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子源-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同步加速光源是現代科技研究最重要的光源之一，可廣泛應用於物理、化學、醫
藥、生命科學、磁學、材料與奈米科技等基礎與應用科學的研究，被稱為現代

「科學神燈」。

輻射源：同步光源---紅外線到X光
應 用：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

根據電磁學理論，帶電粒子之運動速度或方向改
變時會產生電磁波。而電子以近光速行進間如受

光電子發射實驗站

變時會產生電磁波。而電子以近光速行進間如受
磁場作用而發生偏轉，則因相對論效應沿偏轉切
線方向放射出電磁波，此即為同步加速器光源。
我國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內，屬於第三代1.5 GeV的同步輻射加速器，於
1993年10月啟用，其同步輻射光源為連續波段之
電磁波，涵蓋範圍從低能量的紅外線到X光，且
具有高強度、高準直性、偏振性與時脈解析等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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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子源-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同步加速光源是現代科技研究最重要的光源之一，可廣泛應用於物理、化學、醫
藥、生命科學、磁學、材料與奈米科技等基礎與應用科學的研究，被稱為現代

「科學神燈」。

輻射源：同步光源---紅外線到X光
應 用：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

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半導體材料、電磁電極材料、
高分子結構、太陽光電材料、奈微製造加工等，

光電子發射實驗站

高分子結構、太陽光電材料、奈微製造加工等，
對於提昇我國產業科技貢獻良多。
近年由於超高強度X光的需求日增，所以規劃在
現有基地上興建電子束能量3 GeV的「台灣光子
源」同步輻射加速器，已於2010年2月7日舉行動
土典禮，這座「台灣光子源」完成後將可提供世
界一流的高亮度X光光源，對於我國學術與產業
科技的提升提供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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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利用輻射照射可滅菌、除蟲、防霉以確保古物保存，也可製造適當老化材料供給
古物修補用。另外X光輻射攝影則可透視古物內部來協助古物真偽的鑑定。

輻射源：X光與60Co
應 用：古物保存、修復與鑑定

60Co釋出的γ射線已被普遍使用於滅菌、材料的輻
射聚合等產業。利用同樣的原理，60Co輻射照射
也可用於古物的保存與修補材料的製作。
現今對古物的保存環境要求嚴格，必須定期殺蟲
除霉，輻射照射正可以提供滅菌防霉之用。而古

毛公鼎
引用自國立故宮博物院

除霉，輻射照射正可以提供滅菌防霉之用。而古
物之破損難免，若欲進行修補，材料取得是個大
問題。核能研究所過去曾經以60Co輻射照射繪畫
所用絹布使其老化，可達到絹布老化程度約800
年的效果，提供故宮博物院古畫修復用。現在國
內有一埃及古文明展覽，透過X光3D影像技術重
建三千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之子的相貌。另外，有
許多古物單看外表不易確定其真偽，透過輻射透
視照相可不破壞古物本身就可檢視其內部，提供
古物更多的資訊，我國故宮博物院著名文物毛公
鼎也是透過X光透視其內部影像，提供古物專家
鑑定其為真品的重要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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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行李檢查

為確保飛航安全及維護國家利益，機場普遍使用x光機檢查旅客手提行李及託運貨
物，查緝走私、違禁品及爆裂物

輻射源：x光機
應用：輻射攝影

x光在穿過不均勻物體時，由於輻射在物體各部
位被吸收與散射，使射束衰減並呈現出不等強度

機場X光機檢查行李

位被吸收與散射，使射束衰減並呈現出不等強度
的物體形象，此稱為輻射攝影。
常用於輻射攝影的輻射源有x光機、加馬放射性
物質及加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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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煙霧偵檢器

火災發生時的預警設備。室內空間若有濃煙產生，天花板上的煙霧偵檢器會感知

此異常狀況發出警報，安全人員也能第一時間反應。

輻射源：241Am
應用：輻射計數

火災煙霧偵檢器的設計原理非常簡單，有多種方
式，其中一種方式是利用放射線，其一端為接收
器，一端為低活度被豁免管制的241Am輻射源。
正常情況接收器可接收到微弱游離訊號，因為

煙霧偵檢器

正常情況接收器可接收到微弱游離訊號，因為
241Am所釋出α射線穿透力非常弱，而火災剛發生
時會有濃煙產生，濃煙會干擾α射線被接收器的
正常接收訊號，當正常訊號改變就可察知火災的
發生。煙霧偵檢器常用於室內的火災警告系統，
以非常普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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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攜帶物品安全檢查

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安全，進出重要機關場所時，對民眾隨身攜帶物品或包裹
的安全檢查普遍使用x光機，用於爆裂物以及各種違禁品的檢查。

輻射源：x光機
應用：輻射攝影

x光在穿過不均勻物體時，由於輻射在物體各部

安全檢查用X光機

位被吸收與散射，使射束衰減並呈現出不等強度
的物體形象，此稱為輻射攝影。
常用於輻射攝影的輻射源有x光機、加馬放射性
物質及加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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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機關-毒品偵測與爆裂物偵測

毒品與槍枝對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影響非常大，軍、警與海巡單位會使用x光設備
或放射性物質所釋出的輻射，用於查緝走私、違禁品與毒品。

輻射源：x光機與加馬放射性物質
應用：輻射攝影或輻射計測

x光在穿過不均勻物體時，由於輻射在物體各部
位被吸收與散射，使射束衰減並呈現出不等強度

毒品與爆裂物偵檢器

的物體形象，此稱為輻射攝影。也可以利用輻射
與物質作用後回散射訊號的分析，研判是否有夾
帶異常物質。輻射攝影與回散射訊號的分析廣泛
用於毒品走私與爆裂物檢查。常用的輻射源有x
光機、加馬放射性物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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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貨櫃檢查

毒品與槍枝對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影響非常大，海關及保安警察機關會使用x光設
備或放射性物質所釋出的輻射，用於查緝進口、出口或轉口貨櫃中是否有夾帶影

響社會治安甚鉅的爆裂物走私的檢查。

輻射源：x光機與加馬放射性物質
應用：輻射攝影x光或g射線

在穿過不均勻物體時，由於輻射在物體各部位被

港口貨櫃檢查

吸收與散射，使射束衰減並呈現出不等強度的物
體形象，此稱為輻射攝影。常用於輻射攝影的輻
射源有x光機、加馬放射性物質及加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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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門框式輻射偵檢器

將要送入垃圾處理場焚化或掩埋的垃圾中輻射異常物品檢出。

監測對象：加馬放射核種
應 用：輻射度量

為避免含放射性物質之物品及廢棄物因管理疏失
混於垃圾中進入垃圾焚化廠，導致無法追蹤管理，

圾圾焚化廠設置之
門框式車輛輻射偵檢儀器

混於垃圾中進入垃圾焚化廠，導致無法追蹤管理，
甚至萬一發生放射性物質誤熔，對社會將造成嚴
重的衝擊，所以圾圾焚化廠所設置門框式車輛輻
射偵檢，可進行輻射異常監測，確保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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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品店古董陶瓷

輻射照射發光塗料，可產生夜光功能，而鈾是放射性元素，常被用於陶瓷的著色
劑，所以古董夜光錶以及某些古董陶瓷、玻璃都含有放射性物質。

古董陶瓷
輻射源：鈾系放射性核種

鈾常使用於紅色陶瓷釉藥的著色劑，所以特別是

紅色陶瓷

鈾常使用於紅色陶瓷釉藥的著色劑，所以特別是
深橘色或深紅色的古董陶瓷往往會測到比其他顏
色的陶瓷有高的放射性。早期釉藥的著色劑使用
天然鈾，但在1960年後就改使用乏鈾於釉藥中了。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開刀房 C-arm









維持ICRP輻防三原則：

正當性(justification) ：利大於弊

最適化(optimization) ：選擇最佳的輻防方案

劑量限值(dose limits) ：個人劑量的上限劑量限值(dose limits) ：個人劑量的上限





原則1. 較厚體型會增加表面入射劑量
原則2. 工作人員應站在影像接收裝置側
原則3. 管球應設置於病床下
原則4. 應盡量增加管球與病人間距
原則5. 縮短病人與影像接收裝置的距離
原則6. 減少使用放大功能

透視攝影十項操作原則

原則6. 減少使用放大功能
原則7. 使用準直儀限制照野
原則8. 減少曝露時間
原則9. 善用距離及屏蔽
原則10. 個人輻射監控

以下內容擷取 [透視攝影及介入放射診療輻射安全訓練] 講義內容

作者: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黃怡璇，廖彥朋，關婉君，蔡惠予，劉鶴齡



1.體型較大病人會增加表面入射劑量



斜向入射會增加表面入射劑量



增加病人劑量會增加工作人員散射輻射



2.工作人員應站在影像接收裝置側

※而且雙手要置於主射束外



3. X光管應設置於檢查床下





4.應盡量增加X光管與病人間距





5.縮短病人與影像接收裝置的距離

如果距離太遠



與影像接收裝置距離過大造成劑量增加



6.減少使用放大功能



影像增強管的放大原理



放大對劑量的影響





7.使用準直儀限制照野

可以降低散射輻射，以提高影像對比度。
• 降低散射輻射也可以減少操作者的劑量。
• 可以降低病人重要器官的劑量，例如：眼球。
• 增加影像的等化/均勻度，例如：背部影像，擋掉空氣影像。
• 可以避免手的曝露。
• 當需要旋轉機頭時，可以減少交疊曝露的機會。





8.減少曝露時間



9.善用距離及屏蔽



善用屏蔽



善用屏蔽



鉛衣



10.個人輻射監控



10.個人輻射監控





完善之輻射防護與個人劑量監控措施



醫事放射師的專業

• 提供良好的影像品質、
• 給予精準的治療技術、
• 降低檢查的輻射劑量、
• 提醒醫師異常的影像。• 提醒醫師異常的影像。



1. X光機原理 輻射安全與防護.ppt 作者:陳皇龍
2. 醫用游離輻射防護.ppt 作者:姚學華
3. 放射線診斷部門作業的安全與管理.ppt 作者:魏聰文
4. 輻射與生活.ppt 作者:原子能委員會
5. ICRP輻射防護新趨勢 .pdf 作者:李境和
6. 輻射偵測介紹與實作1041030.pdf 作者:行政院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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