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年度澎湖離島法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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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協辦單位：衛生福利部澎湖醫院 

活動日期：107 年 5 月 19（六）-20 日(日) 

活動地點：衛生福利部澎湖醫院門診大樓【第1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中正路10號2樓)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7 年度澎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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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協辦單位：衛生福利部澎湖醫院 

活動日期：107 年 5 月 19（六）-20 日(日) 

活動地點：衛生福利部澎湖醫院門診大樓【第 1 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中正路 10 號 2 樓) 

學分類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12 點／輻防積分12點／公務人員12點  

107 年 5 月 19（六）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12:50 ~13:00 學員簽到 

13:00 ~13:10 開幕式：蕭佳吉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 

13:00 ~13:5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宣導 
蕭佳吉 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3:50 ~14:40 醫事放射師法公會篇 
粟文治 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4:40~15:00 休息 

15:00~15:5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學術研究及臨床

教育委員會工作任務簡報與醫事倫理 

洪三和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學術研究及臨床教育委員會 

15:50~16:40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醫療服務

簡介 

李桂樑 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107 年 5 月 20（日）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20 ~08:50 學員簽到 

08:50~10:3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法規政策委員會

工作任務簡報及醫事放射師執業相關法規宣導及醫學

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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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0:40 休息 

10:40~11:30 骨質密度原理與臨床運用 
洪一吉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11:30~12:20 醫事放射師人力現在及未來的法規展望 
王旌宇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2:2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40 MRI技術與臨床應用 
李正輝 組長 

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14:40~15:00 休息 

15:00~15:50 心臟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品質 
蔡長諭 醫事放射師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15:50~16:40 電腦斷層掃描儀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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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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
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蕭佳吉 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任務任務((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第 6 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 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 調查及統計一、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益之維護。
三、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
四、放射學術專業研究發展與推廣。
五、增進全民健康及輻射安全。
六、相關醫學制度、醫事放射教育及行政等建議及執行

事項。

2

七、與其他醫事團體之聯繫合作及參加各項社會活動。
八、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九、促進國際醫事放射師機構或團體之聯繫合作。
十、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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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11

一、權益捍衛方面

1.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2.捍衛會員權益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3.凝聚共識，推動專科醫事放射師相關事宜，以提升專業

4.捍衛牙科X光攝影檢查之執業權

5.因應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

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 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3

6.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7.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22

二、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規劃公益活動增加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

2.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3.製作法規政令宣導資料，並持續至各地方縣市公會、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校宣導

4.為確保放射師執行業務權，推動落實專業人才培養，將

4

辦理專業提升課程訓練(如牙科、超音波、骨密等)

5.放射師相關權益、放射師繼續教育及職登、醫療機構
評鑑、輻射防護等與會員執業權有關之Q&A資料蒐集與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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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完成使命全聯會完成使命
加入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ISRRT)

感謝全國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TAMRT)在歷任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的努力爭
取下，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TWSRT)的支持下，終於
在107年4月10日於千里達西班牙港獲得國際放射師聯盟
(ISRRT)全部會員無異議通過成為正式會員，為台灣在國
際放射界爭得一席之地，能為國際公民盡一份心力。

5

全聯會推動全聯會推動「「專科專科醫事醫事放射師制度放射師制度」」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 106年11月4日全聯會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辦理「2017年第17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主題：專科醫事放射師)」，國內外貴賓冠蓋雲集，全日
出席人數高逹3000名。

• 其中管碧玲立委強烈表達醫療不是服務業醫療應該是專業，對於推
行「專科醫事放射師制度」相當樂觀其成，如果有需要政府政策的
改變來提升全國醫療水準，將會全力支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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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捍衛牙科全聯會捍衛牙科XX光攝影檢查執業權光攝影檢查執業權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107年4月22日

• 蕭佳吉理事長向衛生福利部陳蕭佳吉理事長向衛生福利部陳
時中部長重申：只有牙醫師及
醫事放射師(士)可以執行牙科
放射線設施業務

• 由衛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見證，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蕭佳吉理事長代表與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簽署「合作備忘錄」，我們將
藉由這樣的交流與互動共同提
升與增進國民的口腔健康、創
造醫事放射師與牙醫師未來合
作的雙贏機會。

7

全聯會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全聯會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 107年全聯會承辦行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介入性攝影X光機
醫療曝露品保試辦
作業計畫」

(1)全聯會協助擬訂
心導管及血管攝
影X光機醫療曝
露品質保證標準

8

(2)全聯會將進行各
地醫院心導管與
血管攝影醫療曝
露品保執行情況
之實地訪視與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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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
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之訪視作業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之訪視作業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於馬偕全聯會於馬偕
紀念醫院辦理
「106年度基層
醫事機構實地
訪視與輔導儲
備委員培訓」，
各縣市公會推
派訓練儲備委

9

派訓練儲備委
員共42位

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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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105年8月衛生福利部提出「106年醫院
評鑑版草案」將現制列為必要項目的
醫事人力全部刪除，未來醫院任何職
類人力不夠照樣可通過評鑑……

11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 105年-107年為了人力的
爭取，全聯會出席公聽
會或協商會議、拜會立
委及新聞媒體專訪活動
等不下50場

左1 衛生福利醫事司石崇良司長 右2 郭正亮立法委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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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22

• 106年11月全聯會提供「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基準評估計畫──醫事
放射人力建議白皮書」，衛生福利部承諾該份白皮書將會做為未來醫院
評鑑基準及設置標準修改的依據

13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33

為恐人力評估白皮書淪為空談，
多次拜託立委

• 106年12月11日
全聯會準備了醫事放射人力需求
白皮書及簡報拜會陳其邁立委，

請求協助召開公聽會

• 106年12月18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 盟友再次拜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再次拜

會陳其邁立委

• 107年3月1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拜會管

碧玲立法委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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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44

•107年3月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將各醫事職類之人力建議提供給全
國醫療院所進行意見蒐集

問題1：由於所提供之試算條件並不正確
造成大家在試算上的誤解，以致
發生各層級醫療機構醫事人力目
前皆足夠之假象

問題2：其中「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
均應配置 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均應配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
行業務」，應規劃為未來中長期
目標而非短期目標，因為台灣醫
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誤植，造成各醫院無法達到
本團體建議之誤會。

15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55

•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

協助召開協調會議，召集中央主管

機關及其他專業團體共商，以各醫

事專業所提「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

置基準評估計畫」人力評估白皮書

之短期目標為「醫療機構設置標準」

持續監測指標，同時以短中長期目

標作為「醫院評鑑基準」人力指標標作為 醫院評鑑基準」人力指標

之藍圖。

16

共271頁，第10頁



9

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
全聯會捍衛權益簡報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指出口腔

衛生人員在牙醫師指示下可以進行

所謂的「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

，其法律用語存有模糊空間，未來

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

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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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22

• 106年12月22日

全聯會以醫事放射全聯全聯會以醫事放射全聯
字第1060259號函請衛
生福利部釋示「口腔衛
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
容所指之「口腔臨床醫
療輔助行為 未來可療輔助行為」，未來可
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
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之
疑義

19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33

• 106年12月28日

衛生福利部以衛部心字衛生福利部以衛部心字
第1061762075號函覆
「關於第14條第1項第3
款『口腔臨床醫療輔助
行為』之範圍，待立法
程序完成後，本部將另
邀專業團體研訂 屆時邀專業團體研訂，屆時
亦將邀集醫事放射相關
專業團體共同參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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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44

•107年1月12日及107年3月26日

全聯會二次函請委員
督核嚴審「口腔衛生
人員法」，並於院會
討論本案前，協助安
排共識會議 。
包含：
李彥秀立委、林岱樺立委、郭正亮
立委、陳其邁立委、陳宜民立委、
陳超明立委、黃昭順立委、黃偉
哲立委、楊曜立委、廖國棟立委、
管碧玲立委、趙天麟立委、劉世芳
立委、劉建國立委、賴瑞隆立委

21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55

• 目前「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已經在社會福利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審查完竣，未來將提院會公決進行二讀環境委員會審查完竣，未來將提院會公決進行二讀
及三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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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66

•107年4月3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黄昭順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
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

•107年4月11日
黄昭順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張政凱主任覆：黄昭順委員將於
近期協助召開協調會議並找衛生福利部、牙醫師公會全聯會
等單位與會

23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也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
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商訂該草案第十四條
第三款「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之業務範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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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多權益事項全聯會皆有進展諸多權益事項全聯會皆有進展

請全國放射師支持我們相信我們

一起共創醫事放射的未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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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公會篇

107年度澎湖離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報告人：粟文治 常務監事

E-MAIL: jiun0324@ms58.hinet.net

人民團體法

依人民團體法(民國100年06月15日 修正)

第4條規定人民團體分為左列三種：

 一 職業團體。

 二 社會團體。

 三 政治團體。
那我們醫事
放射師算哪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

放射師算哪
一種團體
呢???

共271頁，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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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舉例

職業團體

醫事放射師(士)公會醫事放射師(士)公會

社會團體

醫事放射學會、放射醫學會、放射協會

政治團體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

政黨團體

組織公會的目的

人民團體法第35條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
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
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
成之團體。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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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第37條
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
職業團體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醫事放射師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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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5

者入會。

公會組成

醫事放射師法第51條醫事放射師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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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士

士士

師

師

士

師

公會成立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6

者，得加入鄰近區域
之公會。

師
師

共271頁，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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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聯合會組成

醫事放射師法第52條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D公會

E公會

C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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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會

F公會

發起全國聯合會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7

發起組織

B公會

直轄市
公會

G公會

發起全國聯合會

會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

 訂定與變更章程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選舉或罷免理事 監事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

數額及方式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議決財產之處分

議決團體之解散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8

 議決團體之解散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它重大事項（含

會員應遵守之公約與風紀維持方法。）

共271頁，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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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執行機構)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選擇或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選擇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聘免工作人員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其它應執行事項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9

其它應執行事項

監事會：(監察機構)

 監事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審查年度決算 審查年度決算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其它應監察事項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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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理監事的產生方式？

① 自薦即可擔任。

② 推薦② 推薦

③ 由全體會員選舉選出。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1

醫事放射師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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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Ａ地方公會會員人數有300位，

最多能置幾位理事？

① 15位，人數超過300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① 15位 人數超過300人以上者 得劃分地區 依會員人數
比選出。

② 27位，縣(市)以下團體之理事不得逾27人。

③ 理事長決定。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2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第一項

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理事，

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共271頁，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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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選出之理事人數為15位。

該公會監事人事至多能幾位？

① ５位

② ４位② ４位

③ ３位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第四項

四、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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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放射師法第57-2條
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對醫事放射師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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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團體的主管機關：全國聯合會＝＞內政部

地方公會＝＞縣市政府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4

全國聯合會及地方公會為連接主管機關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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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 第17條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 監事 就會員 (會員代表) 中選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 (會員代表) 中選

舉之，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

一、縣 (市) 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十人。

二、省 (市) 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

三、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5

央 轄 事 得

人民團體法尊重職業法規之規定。

Q: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
會議時，各需在幾日前跟主管機關
報備 ？

① 會員大會15日、理監事會7日① 會員大會15日 理監事會7日
② 會員大會30日、理監事會15日
③ 會員大會20日、理監事會10日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
人民團體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十五日前，或召開
理事會議 監事會議 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七七日前 將會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6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七七日前，將會
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並報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
臨時會議，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

共271頁，第23頁



9

Q: A公會將舉行會員大會並改選理
監事，試問A公會需在幾日前報備當

地主管機關？

① 7日前① 7日前

② 15日前

③ 不用報備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
事會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 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之資格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7

事會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

前項會員 (會員代表) 名冊所列之會員 (會員代表)如無選
舉權，被選舉權或罷免權者，應在其姓名下端註明。

Q:公會第三屆理監事的任期將於100年8月
1日屆滿三年，試問該公會需在何時改選

理監事呢？

① 屆滿後三個月內。

② 屆滿前一個月。② 屆滿前 個月

③ 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可延長任期。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3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8

人民團體之理事 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 個月內辦理改

選，如確有困難時，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其期限

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屆期仍未完成改選者，由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

共271頁，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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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就要改選了，會務人員正忙著印製選票，下列幾張選票何者
為正確之選票？
（A公會將選出6位理事）

選票1選票2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19

需留與選出人數等同的
空白格數

123456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7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其格式分為下列三種並應載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 其格式分為下列三種並應載
明團體名稱、
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 (許可設立中
之團體由籌備會) 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

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0

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 由選舉人填寫者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或由會員 (會員代表) 
向所屬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
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 (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 
決議提名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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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就要改選了，會務人員
正忙著印製選票，下列選票缺了什麼？

①

召
集
人
簽
章

②

屆
別

③

以
上
都
缺

屆
別召

集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1

集
人
簽
章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8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票或罷免票 應由各該人民團體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應由各該
團體依前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並於蓋
用各該團體圖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
或由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簽章後，
始生效力。許可設立中之團體蓋用籌備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2

始生效力。許可設立中之團體蓋用籌備
會戳記及由召集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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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市公會為順利接續公會任務，理事長
詢問理、監事是否有人有意願
繼續為公會服務。

① 有意願即可繼續連任，並無限制

②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②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③ 不得連任

醫事放射師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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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為限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3

連任，以一次為限。

人民團體法第20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四年，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章程另
有限制外，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Q:小黃領取選票後，將圈選心目中的

理想候選人，請問他最多能圈選幾位？

① 6位① 6位

② 8位

③ 10位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條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4

人民團體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
無記名單記法；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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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Ａ市公會會員人數有200人，當天親自出席
者111人，委託出席者40人，請假人數49人，
試問當天委託出席人數是否合乎規定？

① 是

② 否② 否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9條

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5

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Q:蔡阿同領取選票後，在選票上並未看到自
己滿意的候選人，所以在空白處填寫自己心
目中的候選人，並填寫了二次。試問該選票
如何計算？

① 1票計算

② 2票計算② 2票計算

③ 廢票處理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9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如在同一選舉票上，對同一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6

人民團體之選舉 如在同 選舉票上 對同
被選舉人書寫二次以上者，以一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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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大會在7月8日圓滿結束了，接下
來要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了，將從當
選理監事中，選出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理事長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7

理事長。

Q:Ａ公會將舉行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請問下列日期何者為誤？

① 7月 8日
② 7月15日② 7月15日
③ 7月10日
④ 7月22日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0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選出後，應於大會閉會之第七日起至十五日內分別召開理
事會、監事會，由原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召集之。無法於規定時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8

( )
間內召開，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之。理事會、監事會會議於大會當日召開
者，應於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時一併通知。但依法令或章程規定，理事、監
事之當選不限於出席之會員(會員代表)，不得於大會當日召開理事會、監事會會
議。經當選之全體理事、監事同意在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當日召開理事會、監事
會會議，且全數出席者，不受前項但書規定限制。

共271頁，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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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拿到選票了，小明要投給小黃，但選票上
並沒有小黃的名字，小明在空白處填寫了小
黃的名字，並且圈選，但小黃當天並未出席
會議。試問 該選票是否有效？

① 是

② 否② 否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1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凡具有被選舉資格者，均得為
當選人。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29

當選人。

前項當選人，不以親自出席會議者為限。

Q:Ａ公會在隔年的會員大會
決議修改章程增加二名理事，

請問要如何產生呢？

① 由候補理事依次遞補，遇缺再辦補選。

② 直接辦理補選 選兩位新任理事② 直接辦理補選，選兩位新任理事。

③ 理事會指定人選。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4條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修改章程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0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修改章程
在法定名額內增加理事、監事名額時，其
增加之名額，應先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依次遞補後，如有缺額，再辦補選。

共271頁，第30頁



16

Q:開票了~~!!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沒想到王力紅跟章學友的票數一樣高，
都是第六名，這時該怎麼辦呢？

① 按選票編號順序排序

② 入會時間長的當選② 入會時間長的當選

③ 抽籤決定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5條

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當選人未在場或雖
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由會議主席或主持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1

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 由會議主席或主持
人代為抽定。

Q:如在任期間，理、監事人數

未達章程的多少，需補選足額？

① 二分之一

② 三分之② 三分之一

③ 三分之二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7條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2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理事、候
補監事依次遞補，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數
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

共271頁，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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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

集人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何時補選之。

①七日內
②十五日內②十五日內

③一個月內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7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長 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3

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自出缺 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選之。但理事長所
遺任期不足六個月者，得自出缺之日 起一個月內，依章
程規定或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
者，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Q:A公會新上任之理事，藉第一次
理監事會議時，票選出三位常務
理事，試問，理事長要如何選出？

① 三位常務理事猜拳決定。① 三位常務理事猜拳決定。

② 三位常務理事互選，高票者當選。

③ 三位常務理事為候選人，由所有理事投票決定。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4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
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

共271頁，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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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Ａ公會在此次會員大會決定，
要改制成會員代表制，請問要
如何產生會員代表呢？

①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依會員編號劃分依比例①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依會員編號劃分依比例

選出會員代表。

②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

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③ 由理監事會提名選出。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5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0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人數超過三百人以
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 (會員代表) 人數比
例選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6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 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共271頁，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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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選舉完畢了，小黃該如何處理

那些選票呢？

① 為節能減碳，將選票廢物利用後再資源回收。① 為節能減碳，將選票廢物利用後再資源回收。

② 保存10年。

③ 包封起來，等該屆屆滿結束後再銷毀之。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2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在開票完畢宣佈結果後，所有選舉
或罷免票應 包封 並在封面書 團體名稱 次 職稱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7

或罷免票應予包封，並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
選舉或罷免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監票員會同驗
簽後，交由各該團體妥為保管，如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
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Q:歷經千辛萬苦新任理事長出爐啦!!
接下來要準備跟主管機關報備了，
該在何時之前報備完成呢？

① 100年8月8日

② 100年8月30日② 100年8月30日

③ 100年9月15日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3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 在結果揭曉後三十日內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8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在結果揭曉後三十日內，
應由各該團體造具當選人簡歷冊或被罷免人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共271頁，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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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A公會改選完後，需造
具移交清冊嗎？

① 需要

② 不用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人民團體於每屆理事、監事改選前，應將立案證書、圖
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及人事等資料造具清冊一
式三份，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以一份連同立案證書、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39

式三份 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 以 份連同立案證書
圖記移交新任理事長及監交人，並於十五日內由新任理
事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逾期未完成移交者，除依法
處理外，得報請主管機關將原發圖記或立案證書予以註
銷或作廢，重新發給。

參考資料來源：

2018/05/19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40

1.人民團體法

2.醫事放射師法

3.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4.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共271頁，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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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年度澎湖離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列（一）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與醫事倫理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
洪三和主任委員洪三和主任委員

107/05/19

組織圖

共271頁，第36頁



2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醫放師五大

核心制定

UGY 、PGY之

護照修訂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

醫放期刊編定

活動規劃

人才資料庫建

置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故針對臨床醫事放射師之臨床訓練與發展
制定相關課程，並按照北、中、南、東依
會員人數等比例開課。

• 針對臨床研究與學術發展，暫時停止相關
課程與活動，並擬訂相關合作辦法後，與
各學會一同規劃與執行。

共271頁，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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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 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
否相呼應，適時修正檢討是否與臨床醫放
師工作價值相符合。

• 五大核心價值設定應以UGY 、PGY護照編
定為起始點，制定出一個醫放師於職場前
後一貫式的訓練計畫及專業。

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評核內容之探討

共271頁，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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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評核內容之探討

評
核
項
目

評
核
項
目目
與
五
大
核
心
能
力
對
應
關

目
與
五
大
核
心
能
力
對
應
關關
係
關
係

UGY 、PGY之護照修訂
• 檢討護照內容是否符合學員學習所需。

• 針對臨床教師評核與回饋內容簡化，降低
臨床教師教學負擔。

• 將護照電子化，或者制定公版實習護照提
供各院制定自己的雲端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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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期刊編定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 除•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除
接收學術研究類文章外，應增加宣導類及
推廣類文章及報導，故應需重新定位其價
值所在。

• 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
查方式的介紹。

人才資料庫建置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 需•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需
建立各專業類別之資料庫，以方便全國各
單位對於醫放師之專業需求。

• 雖然目前醫放師人才濟濟，但需要時卻找
不到該專業人士，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不到該專業人士 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
資料表為主要方式來統計各類別專業人員。

共271頁，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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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

職業與專業
• 醫事作為一種職業與一門專業之不同意涵

•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之所以可能之判準

共271頁，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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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是一種工作，乃社會結構中的一項活動
「職業」具有兩方面的意涵：
(一)在社會中個人為謀生計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所謂「謀生計」的工作，主要是指：一份可以賺錢
的工作，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工作 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二)職份內所應做的事
從事一項職業必有其行動之規準與內涵，即
是在職份內所應當從事的行為。每一項職業
自有其相應之行為規範，使其得以更積極地
進入社會、參與社會；此即謂之「職業道德」
。

共271頁，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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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職業」之為一種工作，必有幾項要素：
1.專精的。
2.固定的。
3.為社會所需要的。

職業
「職業」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必有其必要之性

質，更嚴謹的定義，一項「職業」應是：
1.合理的(合乎理性的)。
2.不違反社會道德的。
3.合乎社會規範的。

共271頁，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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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問題討論

職業的意義– 職業的意義
1.軍人與殺手的對比
2.劊子手與殺手的對比
---------------------------------------------------------------------

– 一項職業，作為一種社會活動而言，之所以成其為一項職
業，其重點即在於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項因素，必要促進社
會整體之和諧與福祉，因此，凡有破壞或妨礙社會整體之
和諧與福祉的所謂「職業」都是不能被容許的，當然不得
稱其為一項職業。

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一)廣泛來說，「專業」是專門從事某種工作

或行業
-只要長久地或熟悉地做一份工作、熟練一種動
作技巧，都可以說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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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二)嚴格而言，「專業」意指專精於某方面知

備識，具備相關才能與從業倫理或道德的人
- 每一專業自有其專業所處之特殊情境，情境內
的和諧與順暢，方有助於專業的進步與發展。

-專業的倫理情境或道德境遇，專業從業者亦必
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
實踐，此即「專業倫理」之要求。

醫事工作是一門專業也可是一種職業

(一)職業是以賺錢為目的，醫事專業是以促進
健康為目的。

(二)職業有職業道德，專業有專業倫理。
(三)職業可有許多且可隨時更換，專業乃一個

人終其一生的生涯事業。
-「專業」不只是一份工作或一種職業，而是我們生涯內專
精的一項事業。
-職業乃專業實務工作的展現，一門專業的實務工作可相應多
種職業。

共271頁，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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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
疇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
主性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
聲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共271頁，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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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 此一判準是一種行業或事業成其為一門專
業最為顯明的依據。

• 理論與實務乃呈現一動力結構：邏輯上，
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 卻往往是實務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卻往往是實務
先於理論。而於現實而言，「技術」正是
理論與實務的表徵。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疇
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主性

• 專業需要有真實的技能(技術導向)。
• 專業的陶成，須有經過審定的專門課程以
教育專業學習者 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教育專業學習者，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
照或執照，以確立其專業人員執行實務的
權威性以及受到法律的保障──科學與技
術為大眾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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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 從事一門專業，即是投入於其中、專注事
業、關心其發展，必要時為其犧牲奉獻一
己之心力。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 醫事專業•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醫事專業
要求從業人員拿出奉獻精神。在如此的信
念下，各國或各地的醫事專業人員均有其
倫理信條r及主張的內容，其內涵是一致的
。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 我們幫助他人一定要使我們幫助的人得到
更多的福利與更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服
務。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 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一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命保障與健全，更需要心與腦的兼顧，德
行與知識的相輔相成，才能使患病者獲得
最完滿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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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聲
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 任何專業均應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業組織，即「協會」或
「學會」。

• 藉著協會的組織力量、組織的聯繫與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
砥礪 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 獲取人們對醫療砥礪，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獲取人們對醫療
的信任。

• 「專業」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還需要專
業人彼此之間的互助、砥礪與督促。

• 最重要的是專業人要共同建立起專業的責
任心或責任感。

• 專業的自主性得自專業權威而來的自主意
識 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 能負識，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能負
起責任，一肩扛得起該做之事及其一切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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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 原自希臘文本意為：風格、習慣；
• 在中文的解釋倫為輩份、次序亦指人際關
係。

• 理就是道理；倫理：指人群關係應有的行
為法則

• 也是一種能辦別對與錯的行為素養
• 倫理的標準源自於人類的判斷和思考

倫理

• 描述性倫理：兩性關係、專業團體之倫理
規範。

• 純倫理(後設倫理學)：解釋某種行為道德的
理由，並分析主要倫理學名詞之意義如權
利、美德加以分析推論其行為是否合於邏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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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倫理

• 廣義地說，可泛指發生在醫療過程中，存
在於醫療照護人員、病人、家屬及整個社
會之間，與道德價值判斷相關的所有議題
。

醫事倫理的目的

• 保障病人的權利
• 維護病人的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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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或「道德」
• 「倫理」主要是關乎人與人之間關係和諧的要理。
• 「道德」則是在乎人之行為的達至倫理之善。
•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都必然且必須會作倫理(道
德)的價值判斷。

• 專業是人一生的生涯事業，專業工作占據生活中的
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
密切關聯。

良心的呼喚
(一)「良心」時刻監督著我們的言行，亦時時

提醒著我們的作為，猶如小蟋蟀提醒著小
木偶。

(二)一旦我們有了不當之作為，我們自己會知
道，即使表面不願承認，卻也逃不過良心
的譴責。的譴責

共271頁，第52頁



18

良心的呼喚
(三)一個人之所以堪稱成為一個人，就是因為良心

內存於己之生命中 而非由外在給予 猶如小內存於己之生命中，而非由外在給予，猶如小
蟋蟀在小木偶成為一個真小孩時，即離他而去
。

(四)「良心」本身並不是什麼目的與價值，卻是讓
我們得以成就更高價值，以迄絕對價值的靈明
。。

(五)「良心」是道德之無上命令的顯發處，猶如小
仙女對小木偶所發的指令：只有作為一個憑良
心做好事的乖孩子，才能變成一名真小孩。

專業倫理判準
• 自由意志：表現主要在於病人自主意願的表達醫療的過
程中 欲取得病人的同意 得考慮：程中，欲取得病人的同意，得考慮：

-告知(Disclosure)
「是否以病人了解的方式使病人接收到充分的相關訊息？」
-能力(Capacity)
「以病人目前的情況，是否足以充分了解被告知的相關訊息
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
-自願( Voluntariness) 
「病人是否真的是在無生理約束、心理威脅或不當資訊之操
控下而自由地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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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判準
• 卓越：這樣做，會不會使我的能力更為卓
越

-專業人從事專業工作的卓越，是以豐富的知識落實為高超
、精巧的技術而產生精緻化的專業服務，創造福祉；這是永
無止境的努力所成就的道德意義價值。

專業倫理判準
• 和諧：這樣做，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和諧：這樣做 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
更為和諧

-專業從業的最高倫理判準，亦為從事專業的最大意
義。
-追求高品質、精緻的專業服務，就是各個專業的從
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 發揮所長 盡 己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發揮所長，盡一己
之力貢獻於社會，使得整個群體關係和諧，享有美
善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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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 思想(Thought)自主：一個人的情緒正常，思想(Thought)自主： 個人的情緒正常
具備穩定的理性思考能力。

• 意願(Will)自主：一個人具有決定自己意願
的能力與權利的自由。

• 行動(Action)自主：一個人具有自由行動的( )
能力與權利。

自主原則
醫事專業面對自主能力缺乏或不完全的病醫事專業面對自主能力缺乏或不完全的病
人，有兩方面需考量：
• 代理自主於倫理上的有效性。
• 精神狀態的不健全與自主能力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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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可由「人 事 時 地 物 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可由「人、事、時、地、物」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 在人方面，醫事人員在面對不同的對象，除了注意
適度的調整自己的用語之外，並尋求其他醫療人員
的幫忙，且適時地請病人或其家屬復誦其所接收到
的訊息，可幫助醫療人員了解病人的理解到什麼程
度。度。

自主原則
在事方面 什麼該先說 什麼可放在後面說 什• 在事方面，什麼該先說、什麼可放在後面說、什
麼必須要說、什麼可不必要說，還有很重要的是
，該如何切入主題、又該如何結尾。

• 在時間方面，時間點的選擇卻是相當重要的，也
就是說，該在什麼樣的時間告知以及告知時間長
短的拿捏 都是要配合病人及其親屬的情況。短的拿捏，都是要配合病人及其親屬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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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 在地點方面，如果有可能，可選擇一舒適、安逸
、且保有隱私的地方告知。

• 在物品方面，在告知與解釋的時候，有些什麼輔
助的東西可茲利用，以利病人及其親屬的了解。

倫理與法律

• 法律乃後天人為訂定，用以規範人之外在
行為的「他律強制性」規範；倫理為人天
性本然，規範人內心生活之「自律性」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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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法律

• 法律是別人要求我、別人評判我；倫理則• 法律是別人要求我、別人評判我；倫理則
是自己要求自己、自己評價自己

• 法律是人過生活的起碼需求，倫理則帶領
人趨向美善人生

醫事倫理
• 醫事倫理即是在日復一日的醫療專業實務
工作中 支配 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工作中，支配、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
有的行為規範之原理、原則以及專業作為
所應創造的倫理價值。

• 醫事倫理必須提出一套倫理規範與道德理
想，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以導引醫事工想 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 以導引醫事工
作者在現實具體的實務行為上達至更好、
甚至最好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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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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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輻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
-醫療服務簡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常務監事

李桂樑

大綱

•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

•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

• 教育訓練申請及積分申報

• 登記類設備

• 輻射防護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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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者帳號申請及異動

• 新申請
帳號申請 尚未取得帳號 首次申辦帳號申請-尚未取得帳號，首次申辦

• 已申請帳號異動
業者帳號基本資料異動-原申請帳號資料異動

• 帳號管理
密碼變更

部門編號管理作業-帳號下編列部門編號

設備保管人分派作業-指派登記備查類設備管理單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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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5

新申請

新申請
新申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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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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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申請帳號異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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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管理

密碼更改

設備保管人分派

11

部門編號管理

設備保管人分派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 新申請

• 帳號未核可修改或帳號補登

• 已有證書人員帳號補登作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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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13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新申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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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15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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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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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新申請

輻防管理組織及
輻射防護人員設置

• 輻防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異動申辦

19

新申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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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動申辦

21

•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新申請(尚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新申請(尚未建立品保組織者)

異動申辦(已建立品保組織者)

•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不合格檢查(改善結果回報)

原能會要求申報事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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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新申請(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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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人員帳號申請及異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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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新申請(未取得任何品保資格者)

27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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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
異動申辦(曾取得品保資格者)

29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新申請(尚未建立品保組織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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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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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組織-
異動申辦(已建立品保組織者)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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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不合格檢查(改善結果回報)

35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原能會要求申報事項

36

共271頁，第77頁



19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

• 醫療曝露品保專業人員—注意:請以個人帳

號(ID)進行申辦

• 醫療曝露品保組織—注意:請以醫療院所帳

號(醫療機構代碼)進行申辦( )

• 醫療曝露品保檢查—注意:請以醫療院所帳

號(醫療機構代碼)進行申辦

37

教育訓練申請及積分申報

• 舉辦前訓練課程申請

新申請

申辦修改及查詢

核定查詢

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教育積分申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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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新申請

39

申請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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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

41

教育訓練課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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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課程-
申辦修改及查詢

43

教育訓練課程-
核定查詢

44

共271頁，第81頁



23

舉辦後教育積分申報-
教育積分申報

45

核准文號或依法授權課
後核備者，必填 !

下載範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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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表

47

登記類設備

• 取得及使用射源
進口申辦(一般業者)-申請設備使用，且設備由國外進口。進口申辦(一般業者) 申請設備使用 且設備由國外進口

進口申辦(自銷售服務業提貨)-適用於一般業者申請設備使用，且設備自

銷售業者進口，以進口簽准文號提貨。

設備轉入-設備已由出讓方轉出，受讓方申請使用。

• 輻射源管理及異動
設備暫時停用-設備因故暫時停用，停用期限二年。

設備恢復使用-停用中設備恢復使用。設備恢復使用 停用中設備恢復使用

資料異動申辦-登載事項異動(含人員異動、變更使用場所、改裝)。

• 不再使用輻射源
設備轉出-設備轉讓其他單位，由出讓方先行辦理轉出。

設備出口-設備不再使用並以出口方式處理。

設備永久停用(國內報廢)-設備不再使用並於國內報廢處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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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及使用射源-
進口申辦(一般業者)

49

取得及使用射源-
進口申辦(自銷售服務業提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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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及使用射源-
設備轉入

51

輻射源管理及異動-
設備暫時停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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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源管理及異動-
設備恢復使用

53

輻射源管理及異動-
資料異動申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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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使用輻射源-設備轉出

55

不再使用輻射源-設備出口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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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使用輻射源-
設備永久停用(國內報廢)

57

輻射防護人員

• 新申請

• 期滿或逾期換發

• 遺失、損毀補發

• 登載事項變更• 登載事項變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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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新申請

59

輻防證書-新申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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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期滿或逾期換發

61

輻防證書-遺失、損毀補發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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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防證書-登載事項變更

63

感謝您的聆聽~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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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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用游離輻勞動基準法

醫療法

醫用游離輻
射防護法

勞動基準法

(一例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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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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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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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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
及繼續教育辦法」規

是否須配合
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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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照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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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故辦理歇業
已5年，現在
打算開始執業

• 按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
繼續教育辦法第6條第1
項第3款規定醫事人員連打算開始執業，

需取得多 少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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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期日期為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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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登記日期起算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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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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參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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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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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參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發表論文或壁報者 每篇第一作者學會、學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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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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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參加本表第十點之繼續教育外 其各點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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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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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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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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卓湲鄉、秀林鄉、萬榮鄉。
宜蘭縣大同鄉、南澳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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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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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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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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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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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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訊息？醫療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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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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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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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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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報導早在去年就引起美國醫學學者相當的關注

網路訊息？醫療新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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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被誤導 甚至因拒絕作相關X光檢查而延誤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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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訊息？醫療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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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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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違反本條規定，未對協助者
施以輻射防護。處新臺幣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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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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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71頁，第104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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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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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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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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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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十六條第七項規定 拒不接受檢查或特別

醫務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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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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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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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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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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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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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療機構醫療隱私維護規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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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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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診療過程中呼喚病人時，宜顧慮其權利及尊嚴；

醫療機構醫療隱私維護規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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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意。

• 醫療機構或其人員將病人照片提供不特定人瀏覽，

Youtube、Facebook照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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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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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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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度之原理與臨床運用骨質密度之原理與臨床運用

中華民國全國聯合會 常務理事 洪一吉

1

中華民國全國聯合會 常務理事 洪一吉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定骨質疏鬆症是全球
僅次於冠狀動脈心臟病的重要疾病。僅次於冠狀動脈心臟病的重要疾病

國民健康署的調查顯示，骨質疏鬆症是 65 
歲以上老人常見慢性病的第四位。

近期的研究也呈現台灣髖骨骨折發生率是亞
洲區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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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疏鬆症的盛行率隨著人口老化逐日漸
增 而台灣的老年人口(年齡大於 65 歲)

前言

增，而台灣的老年人口(年齡大於 65 歲)
自 2013 年底突破 12%，人口老化之速度
高居世界第二位，在 2020及 2030 年分別
將提升至 16.1%和 24.5%，預估在 2025 
年將達到 500 萬人。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骨質疏鬆症已是全球第二大的重要流行病，其後
果是發生各部位之骨折，而其中尤以脊椎體及髖
部骨折最為嚴重。

前言

部骨折最為嚴重。

1993 年，台灣地區流行病統計調查結果發現：
65 歲以上之台灣城市婦女，19.8％已有一個以
上之脊椎體壓迫性骨折；男性則為 12.5％。

以骨密度狀況推估停經後婦女骨質疏鬆症的盛行
率約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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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9-2001 年的中央健康保險署資料顯示台
灣地區 50 歲以上成人骨質疏鬆症診斷比率約為

前言

男性 1.63%，女性 11.35%，顯然低估於實際狀
況。依據2005-2008 年國民營養調查報告指出
50 歲以上男女骨鬆症盛行率分別為 23.9% 及
38.3%。依中央健康保險署住院資料，50 歲以上
的男性每年髖部骨折個案， 由 1999 年 3551 
例逐年增加至 2010 年 8616 例；女性則由
6096 例增加至 13893 例，平均每年增加 9.3%
。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 女性盛行率遠高於男性

• 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中，每九人約有一

前言

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中，每九人約有一
人罹患骨質疏鬆症(osteoporosis)

• 65歲以上女性，每四人即有一人發生骨質
疏鬆症，停經後雌激素缺乏是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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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依 2006 年台灣平均壽命女性為 80.8 歲及男性
74.6 歲推估而言， 大約三分之一的台灣婦女在一
生中會發生一次脊椎體、髖部或腕部之骨折；男性

前言

生中會發生一次脊椎體、髖部或腕部之骨折；男性
也約有五分之一的風險，即使校正因年齡分佈之差
別，這樣的流行率，已與美國白人相當，都屬於高
流行率地區。

對女性而言，這種風險高於乳癌、卵巢癌和子宮癌
風險的總和。風險的總和

對於男性而言，這種風險高於前列腺癌的風險。

發生過一次骨質疏鬆骨折後，約50%患者將會再發
生第二次骨折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紀錄， 發生髖部骨折的老人，在
1999 年一年內之死亡率女性約為 15％ (對照之標

前言

準死亡率為 13%)，男性則高達 22％ (對照之標準
死亡率為 14%)，到 2009 年一年內死亡率，女性為
11.2%、男性降為 18%，但 2010 年時對照之標準死
亡率已大幅下降，女性只有 2.8%、男性為 3.6%，
所以相差更大。(標準化死亡率= 全年死亡人數/該年年中人口數 x1000)

• 死因則以長期臥床引發之感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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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世界衛生組織(WHO) 1994 公佈成年人骨質疏
鬆症的定義為:一種因骨量減少或骨密度降低而

什麼是骨質疏鬆症

使骨骼微細結構發生破壞的疾病，惡化的結果將
導致骨骼脆弱，並使骨折的危險性明顯增高。

 2.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定義:一種因骨骼強
度減弱致使個人增加骨折危險性的疾病。

節錄 2017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

• 骨骼強度(bone strength)則包含

骨密度(bone density)骨密度(bone density)

骨骼品質(bone quality)

涵蓋骨骼結構 (architecture) 

骨骼代謝轉換 (turnover) 

結構損傷堆積(d l ti )結構損傷堆積(damageaccumulation)

礦物化程度(mi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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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重塑(bone remodeling)學說：
骨吸收與骨形成之互相調節及其動態平衡

生理階段 骨形成：骨吸收 骨質流失速率/年

20 ～30 歲
＞

增加

30 ～50 歲
＜

流失0.5～1.0 ％

停經後5～7年 流失3～5％
＜

終 其 一 生
＜

流失50％

原發性骨質疏鬆症
型態 第一型骨質疏鬆症 (停經後) 第二型骨質疏鬆症(老年性)

好發 停經後 15 20 年間
70 歲以上的女性及 80 歲以 上的
男性，且女性為男性的 2 倍（所以好發 停經後 15-20 年間 男性，且女性為男性的 2 倍（所以
女性較男性早發生）

機制

停經後體內雌性素量急遽減少，破
骨細胞活性增強而吸收骨小樑，使
骨小樑變細、斷折、數目減少、不
連續、減低骨強度
每年的骨質流失可高達2~3%

造骨細胞功能衰退、鈣和維生素D 
攝取量不足，腸道吸收功能變差，
導致骨合成減少， 使骨皮質與骨小
樑同時受犯，致骨皮質變粗鬆大孔、
骨小樑消失，骨強度明顯減低

症狀
停經後骨量流失快速
副甲狀腺功能降低
尿液鈣排出量增加

副甲狀腺功能增進
尿液鈣量正常

經常骨折部
位

骨小樑含量部位較多的骨折（脊椎
壓迫性骨折、腕部、髖部及股 骨轉
子間的骨折）

多發性脊椎楔形骨折，肱骨、脛骨、
髖部的股骨頸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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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性骨質疏鬆症

由疾病引起骨流失

副甲狀腺機能亢進 甲狀腺疾病 性腺機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疾病、性腺機
能 低下、類風濕性關節炎、腎臟疾病、
肝臟疾病、糖尿病、臟器移植、 骨折等

長期服用某些藥物(如:類固醇..者)

吸煙 酗酒 腸道吸收不良者吸煙、酗酒、腸道吸收不良者

這一類型的骨質疏鬆較多見於青壯年族群

骨質疏鬆症症狀

• 骨質疏鬆是一種隱性疾病，往往沒有症狀
。常常是由於脆弱的骨骼突然受力、撞擊常常是由於脆弱的骨骼突然受力 撞擊
或跌倒，引起骨折或脊椎崩裂而發現。受
損脊骨會出現嚴重背痛、身高下降、開始
駝背或脊椎變形。有時候只有背痛、盆骨
痛或輕輕跌傷後出現關節疼痛。有關症狀
可以持續多時，直到醫生診斷時才了解病可以持續多時，直到醫生診斷時才了解病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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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的影響
• 骨折

因骨質疏鬆引起的骨折最常見為脊椎骨、近端股骨、
遠端前臂。

• 行動不便

有一半的病人會因為股骨骨折而導致行動不便，生活
起居皆需他人協助料理。

• 疼痛變形(脊椎骨折)

駝背除了令人外觀不美觀，還會防礙肺部擴張，加速
肺功能衰退。肺功能衰退

• 死亡

• 依據1994年世界衛生組織(WHO)對骨質疏鬆的
定義如下:

• 骨質疏鬆(Osteoporosis)之定量表示

骨質正常(Normal) T-score ≥ -1.0
骨質流失(Osteopenia) -2.5 < T-score < -1.0
骨質疏鬆(Osteoporosis) T-score ≤ -2 5骨質疏鬆(Osteoporosis) T score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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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core(年輕成人)與三十歲健康成年人的
最佳或顛峰骨質密度進行比較

• Z-score(年齡配對)與同性別同年齡的平均
骨質密度進行比較

骨質疏鬆診斷原則

• 由於台灣民眾之骨折率與白種人相差不大由於台灣民眾之骨折率與白種人相差不大
，世界衛生組織一具白種人停經後女性骨
折率訂定之診斷標準應可適用於台灣停經
後女性。同時參考ISCD及各國的指引，此
項診斷標準也可適用於老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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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密度骨密度測試評估測試評估
•• 甲狀腺甲狀腺機能機能亢進亢進

•• 副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機能亢進症症副副甲狀腺機能亢進甲狀腺機能亢進症症

•• 乳糜瀉乳糜瀉

•• 使用藥物使用藥物

（糖（糖皮質激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皮質激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
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芳香酶抑製劑等））

•• 骨質骨質缺乏（或脊椎骨折缺乏（或脊椎骨折））

骨量的測量技術

• 中軸型骨密度測量儀:

雙能X光吸光儀(DXA)雙能X光吸光儀(DXA)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定量電腦斷層(QCT)

• 邊緣型骨密度測量儀:

單能X光吸光儀(SXA)單能 光吸光儀(S )

周邊型雙能X光吸光儀(pDXA)

周邊型定量電腦斷層(pQCT)

定量超音波儀(Q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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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度檢測儀器

圖片摘錄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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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度檢測方法
方法 定量化超音波法（QUS） 雙能量X光吸收量測法（DXA）

範圍 周邊 周邊、中央(中軸)

部位 跟骨、指骨、橈骨、脛骨
脊椎、髖骨、前臂、股骨頭、全
身

部位 跟骨 指骨 橈骨 脛骨
身

優點

1. 能測量骨密度與細微骨質結
構及其彈性

2. 無輻射線
3. 價格較便宜而且攜帶方便
4. 檢測時間短

1. 輻射量少
2. 誤差值小，精確度高，是目

前檢測骨密度之標準方法

缺點

1. 無法測量脊椎骨及髖部
2. 因操作時受測部位、角度不

同而導致結果報告誤差，可
能受骨骼疾病，影響測量值

目前只宜當做初步篩檢的工具

機體大，移動不便，難以隨時隨
地為病人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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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擺位位
•• DXADXA掃描掃描圖像圖像----檢查檢查定位是否正確定位是否正確

放射放射師師、、臨床臨床醫生進行雙重醫生進行雙重檢查檢查放射放射師師 臨床臨床醫生進行雙重醫生進行雙重檢查檢查

•• 平直在檢查平直在檢查台上台上

不轉動不轉動

中心中心在照野在照野中中

BMDBMD測量位置測量位置

•• PAPA 脊柱脊柱----監測治療反應監測治療反應

股骨股骨（頸部或全髖（頸部或全髖）） 預測髖部骨折風預測髖部骨折風•• 股骨股骨（頸部或全髖（頸部或全髖））----預測髖部骨折風預測髖部骨折風
險險

•• 非非慣用慣用前臂半徑前臂半徑的的3333％％

共271頁，第129頁



2018/5/9

14

DXADXA掃描的分析掃描的分析
•• ROIROI

脊柱脊柱----L1L1--L4L4的椎體的椎體

髖部髖部----股骨頸、轉子和全髖股骨頸、轉子和全髖關節關節

•• BoxBox

GE LGE L 最最窄和最低密度的窄和最低密度的頸部頸部((通常通常是股骨頭是股骨頭和和GE LunarGE Lunar----最最窄和最低密度的窄和最低密度的頸部頸部((通常通常是股骨頭是股骨頭和和

轉子轉子的的一半一半))

HologicHologic----股骨股骨頸的頸的末端末端

影像影像評估評估
•• 假假影影

•• 局部局部結構變化（如骨刺、韌帶骨贅、壓縮性骨結構變化（如骨刺、韌帶骨贅、壓縮性骨局部局部結構變化（如骨刺 韌帶骨贅 壓縮性骨結構變化（如骨刺 韌帶骨贅 壓縮性骨
折和主動脈鈣化折和主動脈鈣化））

•• 脊柱退化性脊柱退化性病變病變

•• 在在脊柱脊柱

骨骨缺失（椎板切除缺失（椎板切除術或術或脊柱脊柱裂）裂）骨骨缺失（椎板切除缺失（椎板切除術或術或脊柱脊柱裂）裂）

椎椎旋轉（原發性脊椎側旋轉（原發性脊椎側彎）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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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

• T‐score(年輕成人)

適用於停經後婦女65歲以上男性適用於停經後婦女65歲以上男性

• Z‐score(年齡配對)

是用於停經前女性 < 50歲男性

診斷骨質疏鬆症
• WHO 世界衛生組織對骨質疏鬆症的定義: 大
於65歲之停經婦女，以腰椎骨和兩側的髖關
節處的骨密度，其骨質密度與年輕人(20~30
歲)比的標準差稱為 T-score

• 骨質密度低於正常年輕人(20~30歲)骨質密度
平均值2.5 個標準差(SD)以下者為骨質疏鬆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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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core：將個人測得的骨密度與同年齡人 的平
均骨密度進行比較均骨密度進行比較
年紀輕的人,還未停經後婦女或不到50歲的男性, 
建議採用z值

––ZZ--score ≦ score ≦ --2.0 2.0  骨值偏低骨值偏低

––ZZ--score score ＞＞ --2.0 2.0  正常正常

檢測結果

• 骨質密度

T-score = (骨密度測量值-年輕女性的骨密度平
均值)/標準

骨鬆診斷以骨密度T-score最低值為準

檢查部位:全髖部、股骨頸、腰椎

(以上部位未能適用時 可測量橈骨遠端 部位(以上部位未能適用時，可測量橈骨遠端1/3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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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危險因子

• 1.種族:白人及亞洲人較黑人有較低之骨質密度。

• 2 生活型態:包括抽菸、酗酒、咖啡因過量、缺少運動、營養不• 2.生活型態:包括抽菸、酗酒、咖啡因過量、缺少運動、營養不
良、攝取維生素D不足或缺鈣高鹽飲食及蛋白質不足或過量者。

• 3.性別、年齡及體質:女性因骨質密度較男性低，又因停經後骨
質大量流失，加上平均壽命較長，顧女性患骨質疏鬆症為男性之
6~8倍。此外年齡越大、體型越瘦小者，危險性也越高。

• 4.性腺功能不足:如早發性停經者。

遺傳體質 有家族病史者• 5.遺傳體質:有家族病史者。

• 6.藥物:如利尿劑、抗癲癇藥、類固醇、甲狀腺素、化學療法。

危險危險因素因素

老年癡呆症
在早年（<45歲）雌激素
缺乏

健康狀況不佳 長期臥床健康狀況不佳、長期臥床
或不活動

類固醇的使用超過3個月

吸煙 腸道吸收不良症候群

酗酒 類風溼性關節炎

脆性骨折史的一及親屬 原發性副甲狀腺機能亢進脆性骨折史的一及親屬 原發性副甲狀腺機能亢進

體重低
BMI = 體重(kg) / 身高
(m2) <18.5 kg/m2

雌性素缺乏（提早停經）
睪固醇缺乏（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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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

•• 大多數官方大多數官方團體團體－－6565歲健康婦女的歲健康婦女的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症
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婦女婦女、、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婦女婦女

•• 歐洲歐洲－－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婦女婦女

•• 國際臨床骨密檢測學會（國際臨床骨密檢測學會（ISCD, International ISC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linical DensitometrySociety for Clinical Densitometry））－－7070歲歲
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男性男性 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沒有骨質疏鬆症危險因素的男性男性、、早期早期高風險高風險
的男性的男性

• 參考美國骨質疏鬆症基金會(NOF) 2014 指引、2015 年 ISCD 亞太共識、2016 年英國國
家骨質疏鬆症指南組(NOGG)以及2016 年美國臨床內分泌專家協會(AACE)目前立場，台灣
地區的建議如下:

• (1)65歲以上的婦女或70歲以上男性。

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誰應該做骨質密度檢測??

• (2)65歲以下且具有危險因子的停經婦女。

• (3)即將停經並具有臨床骨折高風險因子的婦女，如體重過輕、先前曾

經骨折、服用高骨折風險藥物。

• (4)50至70歲並具有骨折高風險因子的男性。

• (5)脆弱性骨折者 (指在低衝擊力下就發生骨折)。

• (6)罹患可能導致低骨量或骨量流失之相關疾病者。

所服用藥物和低骨量或骨量流失有相關者• (7)所服用藥物和低骨量或骨量流失有相關者。

• (8)任何被認為需要用藥物治療骨質疏鬆症者。

• (9)接受治療中，用以監測治療效果者。

• (10)有骨密度流失證據而可能接受治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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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多久追蹤檢查骨質密度？

• (1)未接受積極治療者其 BMD 不建議在一年之內重覆測量

，一般建議二年後追蹤測量即可。

• (2)依文獻報告藥物均需一年以上才可見到減少骨折的效

果，故持續用藥至少宜使用一年以上，最好兩年，才

再次進行 DXA 評估治療成效。

• (3)若治療期間 BMD 改變超過最小顯著差異值始可認為有

顯著變化。以目前常用之 DXA 儀器而言，約為使用同

一儀器測定髖骨變化 3 6％或腰椎 2 4% 以上一儀器測定髖骨變化 3~6％或腰椎 2~4% 以上。

• (目前健保的骨密度檢測，限定高風險病人和骨鬆追蹤治療的
婦女，且要間隔一年以上，只給付三次。)

• 結論

• 1 一般而言骨質流失或變動是細微而緩慢的，

應該多久追蹤檢查骨質密度？

• 1.一般而言骨質流失或變動是細微而緩慢的，

因此約每1-2年檢查1次即可。

• 2.有些內分泌代謝疾病可能在短期間內導致骨

質大量流失，因此可以6個月追蹤1次(視疾

病種類及病情輕重而論)病種類及病情輕重而論)。

• 3.類固醇可能對骨質的保存造成嚴重損害，接

受類固醇治療的病人，亦建議6個月追蹤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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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是可以治療的 ? 

• 骨質流失是不可逆的，利用藥物治療大多骨質流失是不可逆的 利用藥物治療大多
只能減緩骨質流失速度。因此年輕時就要
養成良好習慣，補充鈣質、從事負重性的
運動，以累積足夠的骨本!! 

[ 鈣 ]在人體所扮演的角色

• 當鈣質攝取不足或體內的鈣量減少時，為
了維持血液中的基本鈣質，就會將骨頭中了維持血液中的基本鈣質 就會將骨頭中
的鈣質大量抽離出來，但他無法控制每次
抽離的鈣量，所以使用多餘的鈣，就會由
人體的尿液排出，此時又稱為脫鈣，所以
骨中的鈣質不夠時，骨質就會變細變疏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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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鈣時會有何症狀?

• 急性的鈣缺乏，會引起肌肉痙攣。

• 骨骼無法正常鈣化，無法負重而一彎曲變骨骼無法正常鈣化，無法負重而一彎曲變
形，嚴重時發育不良、生長停滯。

• 造成骨骼軟化、行動困難、骨質疏鬆、脊
椎無力、牙齒鬆脫以及容易骨折等問題。

人體中的鈣平衡

• 人體的成長、骨骼發育。

• 副甲狀腺荷爾蒙(PTH，Parathyroid hormone)
活化並且增加促使骨基質吸收的細胞數目(蝕
骨細胞)，能提高鈣的血中濃度。

• 抑鈣素(Calcitonin)，是由甲狀腺的清晰細胞
(Clear cells)所合成，一般相信，它可增加
基質的形成以及鈣的沉積，能降低鈣與磷的血
中濃度中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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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骨質疏鬆的十個建議

• 多做載重，荷重的運動

• 攝取適量的鈣及維他命D• 攝取適量的鈣及維他命D

• 避免過度節食

• 不要食用太鹹及含磷、蛋白質、咖啡因過量的食物

• 避免賀爾蒙不足

• 避免會增加骨鈣吸收的藥物

• 飲酒不過量• 飲酒不過量

• 不抽菸

• 多運動以增加柔軟度及肌肉力量

• 保持正確知識，改善身體的平衡度

結束了！謝謝聆聽結束了！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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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人力現在及未來的法規展望 ◆◆

王旌宇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

醫事放射專業

• 透過影像設備提供具臨床診斷價值的影像，
做為臨床醫師診斷疾病與治療之依據做為臨床醫師診斷疾病與治療之依據

• 執行精準的放射治療技術來治療癌症疾病

• 放射師兼具維護醫療輻射曝露的品質工作，
減少全民醫療輻射曝露，維護國民健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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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放射師人力現況
Current Status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n Taiwan

3

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

醫事放射師
人力配置

醫院層級 醫療機構設置標準 評鑑基準

*依據106年3月22日修定之醫療機構設置標準及現行的評鑑基準

人力配置
醫院層級 醫療機構設置標準 評鑑基準

急性一般病床

醫學中心 35床/人 30床/人

區域醫院 40床/人 40床/人

地區醫院 45床/人 40床/人

4

104年度衛福部
公告急性一般病
床數為21644床

以醫學中心為例
35床/人
標準計算

全台灣醫學中
心僅需721位醫

事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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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

• 僅統計105年度醫學中心執業放射師人數就
已經高達

104年度衛福部
公告急性一般病
床數為72255床

均以醫學中心
層級 35床/人
標準計算

全台灣僅需
2064位醫事放

射師

1753人 2.4倍

• 目前台灣執業的放射師人數

5

6200人 3倍
可見不論是現行的醫療機構設置標準或醫院評鑑基準，
在醫事放射人力的配置標準與臨床實際的需求具有相
當大 差異

國際放射師人力現況
Current Status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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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事放射師的人力現況

• 目前國際上已開發國家在醫事放射人力配置與
台灣之比較台灣之比較:

7.89
7.07

6.15 5.85 5.43

4.15

2.65
4

6

8

臺灣與國際醫事放射師人力

每萬人口平均照護比

1626 1724
1840

2409

3774

2000

3000

4000

臺灣與國際醫事放射師人力

每萬人口平均照護比

7

0

2

韓國 澳洲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日本 台灣

*問卷方式及各國勞動部提供的資料庫中進行分析調查

在台灣每一萬人僅有2.65位醫事放射師 每一位醫事放射師需照顧國民數為3774位

1268 1414
1626 1724

0

1000

2000

韓國 澳洲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日本 台灣

問題與討論
Question and Discuss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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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檢討

• 醫事放射師的臨床實際工作，不論是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大部分的服務對
象還是門診患者為主。

住院檢

查量

住院檢

查量

17%

住院檢

查量

17%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9

門診檢

查量

78%

22%

醫學中心

門診檢

查量

83%

17%

區域醫院

門診檢

查量

83%

17%

地區醫院

問題與檢討

• 但現行的人力評估僅以急性病床數為主，但
門診量與急診人數增加並未納入考量門診量與急診人數增加並未納入考量。

17.67 % 23.10 %

人力評估方式與工作現況嚴重脫節

10

2003年 2015年 2015年2003年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國內門診增加率 國內急診增加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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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檢討

• 國內病房的成長率，以急性病床成長最低:

75000

100000

125000

150000

175000 總病床數(醫院＋診所) 44.3%

總病床數(醫院) 31.5%

0

25000

50000

75000

1995年 2015年

11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一般急性病床數

特殊病床數 105.6%

11.7%

問題與檢討

• 國內病房的成長率，以急性病床成長最低:

75000

100000

125000

150000

175000 總病床數(醫院＋診所) 44.3%

總病床數(醫院) 31.5%
急性病床的成長無法真
實反映實際的業務成長

0

25000

50000

75000

1995年 2015年

12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一般急性病床數

特殊病床數 105.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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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檢討

• 醫事放射師工作範疇主
要是操作醫療影像診療
設備為病患進行影像檢
查與治療，由於醫學影
像及放射治療的臨床需
求日益增加。求日益增加

• 特別是高端影像檢查更
是成長近60‐70%。

13

2,067,976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2,000,000

2,200,000

電腦斷層掃描儀

738,270

450,000

500,000

550,000

600,000

650,000

700,000

750,000

800,000

磁振造影儀

73.02%62.97%

1,268,921

1,000,000

1,200,000

2008

年

2014

年

2015

年

426,688

300,000

350,000

400,000

2008

年

2014

年

2015

年

50,195

50,000

55,000

正子斷層掃描儀

54,273
55,000

60,000

電腦斷層模擬定位儀

45 07%

高階設備檢查成長率不斷攀升

14

28,334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008年 2014年2015年

37,41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

2008年 2014年

77.15%

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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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檢討

• 高階影像診療設備(CT、MRI、PET等)操作
複雜度高 且常需進行影像後處理工作複雜度高，且常需進行影像後處理工作，
人力的需求與專業度的要求相對提高。

• 目前少數醫院每台高階影像設備會配置兩
名放射師，建議未來每部高階影像設備均
應配置兩名放射師，以確保病人醫療品應配置兩名放射師 以確保病人醫療品
質。

15

醫療自動化的影響

• 隨著科技進步與電腦自動化蓬勃發展，醫
療自動化對於人力的需求是否能提供助益?療自動化對於人力的需求是否能提供助益?

• 收集的資料中發現，醫療自動化對於放射
醫學最大的進展，可分為兩大部分:

16
硬體的突破 軟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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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自動化的影響

• 硬體部分:

醫療自動化讓影像設備的操作可以從過去的– 醫療自動化讓影像設備的操作可以從過去的
「徒手」操作進化為「語音」操作，降低因接
觸感染病患而汙染設備所造成的院內感染。

– 醫療自動化也能讓過去影像設備與偵測板需要
「徒手」對位，進化為「自動」對位功能，讓
設備的操作更準確與避免操作人員職業傷害
等。

17

醫療自動化的影響

• 硬體部分:

醫療自動化能大大提升醫療的品質 然而依然– 醫療自動化能大大提升醫療的品質，然而依然
無法完全或部分取代現有的醫事放射人力。

– 因為無論是「語音」操作或「自動」對位，都
僅僅只是輔助功能。除非未來醫療自動化進步
到病人擺位與設備操作等，皆可由「機器人」
獨自執行，否則仍需仰賴現場放射師親自執行
檢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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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自動化的影響

• 軟體的發展:

人工智慧 是未來科技發人工智慧(AI)是未來科技發

展趨勢，AI醫療自動化，如

透過電腦自我學習解析判讀

影像上的病灶，或將影像上

的二維資料轉化成生理數據、定量參數。的二維資料轉化成生理數據 定量參數

– 如血流儲備分數(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電腦斷層的鈣化分析(calcium score)

19

醫療自動化的影響

• 軟體的發展:

由於影像判讀並非醫事放射師的職責 因此對– 由於影像判讀並非醫事放射師的職責，因此對
於醫事放射人力並無影響。

– 相反的，由於臨床對於影像定量的需求增加，
反而需要更多醫事放射師操作影像工作站，處
理這些影像數據，對於已經吃緊的醫事放射人理這些影像數據，對於已經吃緊的醫事放射人
力更是雪上加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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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老化是台灣人口結構無法避免的結果

老年化的衝擊

，除了經濟影響很大，

也對台灣整個醫療衝擊

甚鉅。

• 由於老人所需的醫療照顧成本較高和所需
的時間較長，使得人力需求也相對更高，
因此、醫事人力需求的增加是必然趨勢。

21

期望合理的配置基準
Reasonable allocation benchmark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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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總病床計算總病床計算

品保人員

急診作業

23

高端影像診療設備

其他人員

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由於放射師實際的臨• 由於放射師實際的臨
床服務對象包含大量
的門診對象。

• 加上我們的統計結果
發現 醫院的門診量發現:醫院的門診量
與醫院的總病床數之
間有顯著統計的正相
關:

資料來源:統計39家醫院、包含15家醫學中心、19家區域和5家地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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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1)建議醫療機構設置標準或醫院評鑑，
醫事放射師人力應以總病床數為計醫事放射師人力應以總病床數為計。

105年醫院

執業

放射師數

1753

現況回推

104年度總

病床數

31923

105年醫院

執業

放射師數

2361

現況回推

104年度總

病床數

52571

105年醫院

執業

放射師數

1230

現況回推

104年度總

病床數

34378

現況人力:18床/人 現況人力:22床/人 現況人力:28床/人
25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總病床放射人力

總病床18床/人

1774

總病床放射人力

總病床22床/人

2390

總病床放射人力

總病床28床/人

1228

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2)急診作業:

原條文 建議修改條文

有提供二十四小時
緊急放射診斷作業
者：每八小時一班
全天二十四小時均

除(1)項人力外，
建議供二十四小時
緊急放射診斷作業
每八小時一班，每

26

全天二十四小時均
有醫事放射人員提
供服務。

每八小時一班 每
天 至少應有4人以
上，全天二十四小
時均有醫事放射人
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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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3)輻射品保人員:
‧每日

‧每週

‧每月

‧每季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自94年起推動輻射醫
療曝露品質保證計畫，
規範放射線設備必需

( )

27

‧半年

‧年度

規範放射線設備必需
執行品保

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3)輻射品保人員:( )

原條文
(僅申請醫學中心)

建議修改條文
(擴大至所有層級醫院)

應有專任放射腫瘤之
醫學物理人員 1人以
上。

應有專任醫事放射師
之醫療曝露品質保證
專業人員至少1人。

28

上 專業人員至少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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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4)高端影像診療設備:

– 目前放射治療設備已規定每台設備需配置2
名(含)以上之醫事放射師。

– 擴大至高端影像診斷設備(如CT、MRI、
PET)，每台設備每班應配置2名醫事放射
師。

29

期望合理配置基準

(5)其他人員:

– 當醫事放射師人力
計算以總病床計
時，專任醫事放射
師人數之計算應包
含其他非放射領域

專任醫事
放射人員
人數計算

心導
管

牙科

碎石手術

超音
波

部門之醫事放射
師。

30

人數計算 碎石
機

腸胃
科

健檢

手術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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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置基準(短中期目標)

31

未來的期望…長期目標
For the futur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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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期望

• 目前提出的短期配置標準僅為了符合目前
台灣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 但仍無法解決台灣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但仍無法解決
目前醫事放射人力嚴重不足的問題。

33

未來期望

• 目前提出的短期配置標準僅為了符合目前
台灣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 但仍無法解決台灣醫事放射人力的現況，但仍無法解決
目前醫事放射人力嚴重不足的問題。

• 對於未來長期目標、我們希望台灣的醫事
放射師人力，無論是全國人口照護數或病
床數照護，都能夠接近臨近的日本或韓國
，以提升台灣整體的醫療水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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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師的權利由全聯會守護

• 權利看不到也摸不著，但忽視卻會讓它溜
走 全聯會持續為放射師的權利把關走，全聯會持續為放射師的權利把關。

35

放射師的權利由全聯會守護

• 權利看不到也摸不著，但忽視卻會讓它溜
走 全聯會持續為放射師的權利把關走，全聯會持續為放射師的權利把關。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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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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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 Echo
short TR, short TE

Mz

rel short T1 like WMrel. short T1 like WM

rel. long T1 like GMrel. long T1 like GM

TR/msTR

T1-weighted

Mxy

rel. short T2 like WM

long T2 like GM

s TE/msTE

Spin Echo
long TR long TElong TR, long TE

Mz rel. short T1
like WMlike WM

rel. long T1,
like GM

TR/ms TR

T2-weighted

Mxy

long T2

rel. long T2

TE/msR TE

共271頁，第169頁



Spin Echo 
rel. long TR, short TEg ,

Mz

GM

WM

TR/ms

proton density
weighted

Mxy

TR
TE/ms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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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4000,T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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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Null pointNul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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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matterWhit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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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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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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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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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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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STRENGTH In Out In

0 5T 0 6 8 ms 13 6 ms 20.5T 0 6.8 ms 13.6 ms 2

1.0T 0 3.4 ms 6.8 ms 1

1 5T 0 2 2ms 4 4ms1.5T 0 2.2 ms 4.4 ms

3.0T 0 1.1 ms 2.2 ms

Out In Out In

20 4ms 27 2ms 34ms 40 8 ms20.4 ms 27.2 ms 34ms 40.8 ms

10.2 ms 13.6 ms 17 ms 20.4 ms

6 8ms 9ms 11 2ms 13 4 ms6.8 ms 9ms 11.2 ms 13.4 ms

3.4 ms 4.5 ms 5.6 ms 6.7 ms

共271頁，第191頁



••

••

••

共271頁，第192頁



•

•

•

•

•

共271頁，第193頁



共271頁，第194頁



•

•

•

•

•

•

共271頁，第195頁



共271頁，第196頁



•

•

•

•

•

共271頁，第197頁



SEP = (TR )(N )(NEX )/T(motion)SEP = (TR )(Ny )(NEX )/T(motion)
= separation between ghosts (in pix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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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 pointNul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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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fatfat
White matterWhit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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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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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Artifact( Respir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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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ionRespiration BreathBreath--holdhold

Respiration Gating

共271頁，第210頁



NavigatorNav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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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G G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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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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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ti t k tif tMulti-stack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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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

Appearance
i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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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蔡長諭

•影像擷取(Image acquisition)
Cardiac CT主要步驟

•後處理(Pos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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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l about “Freezing” the heart!

空間解析度

可以解析

勉強可以解析

無法解析

共271頁，第228頁



3共271頁，第229頁



4

•Prospective ECG Triggering

Acquisition Mode

•Retrospective ECG Gating

Retrospective ECG G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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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ECG Triggering

• A kind of RGH technique
• Tube current is modulated by ECG.

100% peak tube current during the middle of diastole

=beam on
m
A

‐ 100% peak tube current during the middle of diastole.
‐ 20% peak tube current during systole.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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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source CT(DSCT)
Two X‐ray tubes and two detectors arranged at an approximately angular offset of 90o.

Two X‐ray tubes have same energy 120kV.Two X ray tubes have same energy 1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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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c arrhythmia

A
100%

=beam on

m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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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rendering and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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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Volume 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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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Curved Planar Reconstruction

共271頁，第236頁



11

RCA‐Curved Planar Reconstruction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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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儀品質保證

高雄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蔡長諭

品質保證的定義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QA)是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QA)是
一個複雜的概念

 包括放射科醫師為達到檢查執行中的
品質要求與保證所組織的所有管理執
行活動

2

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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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品質保證的宗旨

1. 使CT設備在臨床廣泛應用中，提高臨床診斷和
治療效果治療效果

2. CT設備品質不佳或使用不當，會增添受檢者經
濟負擔，而且對受檢者的健康帶來莫大損害

3. 如影像品質差造成誤診、漏診，或劑量過大造
成正常組織器官的損傷等

4 因此CT設備必須保證品質合格、性能優良，因

3

4. 因此CT設備必須保證品質合格 性能優良 因
而達到最佳的醫療效果，以及把受檢者的損害
減小 到最低的限度。

測試一般分為兩大類

1. 由檢測部門專業人員定期進行參考測試

2. 儀器使用人員在每天機器運行時進行操
作檢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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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測試

1. 為使日常測試有比照性，每次測
試要保持一致性

2. 應遵循清晰定義的操作規則進行

3. 可適當限定一個可接受範圍的結
果及操作步驟，如 果超出應加以

5

果及操作步驟，如 果超出應加以
標明

CT的穩定性檢測

1. 影響測試的一般情況

2. 基準值的建立

3. 檢測週期

4. 儀器、設備和測試條件的簽定

所測的性能參數

6

5. 所測的性能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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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測試的一般情況

1. 要仔細考慮選擇與所檢測設備相適應
的 標準的測試條件 包括環境參數的、標準的測試條件，包括環境參數

2. 下面所描述的穩定性測試的結果，只
受到所檢測的參數變化的影響，即參
數變化才會影響結果變化，測試設備
和裝置的變化應保持在最小

記錄每次測試時 光設備及附屬設施的

7

3. 記錄每次測試時 X光設備及附屬設施的
所有主要設置條件

基準值的建立

 當新的CT投入使用或X光設備任一零
件以及測試 儀器發生變化時 都將件以及測試 儀器發生變化時，都將
可能導致測試結果的變化

 在驗收檢測或狀態檢測表明合格後，
要立即進行初始穩定性的檢測

 初始檢測的目的在於建立所測參數

8

初始檢測的目的在於建立所測參數
的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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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週期

以下情況必須重新檢測：

1. 懷疑設備工作不正常

2. 性能參數發生變化的設備檢
測維修之後

9

3. 測試結果超出標準，為確認
測試結果可靠性

使用測試裝置進行測試時規定

須記錄所有測試中所用的掃描參數的數值

 X光管電壓峰值（kVp)

 管電流平均值(mA)

 曝光時間與管電流的乘積(mAs)

 層面厚度(Thickness-mm)

10

( )

 重組演算法(Algorism)

 影像解析度等(512X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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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規定與記錄-續

 其他使用者選擇的參數
軟體版本的序號 軟體版本的序號

 測試設備所有的掃描視野
 照射時測試裝置的位置
進行穩定性測試時，使用者必須選擇兩
組典型的臨床應用掃描參數。其中一組
掃描參數能反應頭部掃描技術 另一組

11

掃描參數能反應頭部掃描技術，另一組
為體部掃描技術，最好還能有幼童掃描
技術

所測的性能參數

 如果發現所測設備的性能出現明顯變化，
必須測量以下變數如：

1.檢查床的位置

2.層面厚度

3 CT值平均值

5. 空間解析度
6. 雜訊
7 劑量

12

3. CT值平均值

4.均勻度

7. 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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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項目執行方式

年度品保項目

影像品質

劑量監控

非年度品保項目

影像品質

13

影像品質

1. 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2. 檢查床與機架之對位 alignment of table to gantry
3 層面位置準確性 li iti i

年度品保項目

3. 層面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ing accuracy
4.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table/gantry tile accuracy
5. 層面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7. 影像均勻度.雜訊與假影評估

eveluation of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nd artifact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14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9. 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detectability
10. 影像顯示器評估 image display device evaluation
11. 輻射寬度 radiation width
12. 劑量評估 dosi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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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年度品保項目
1. 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2. 檢查床與機架之對位 alignment of table to gantry
3 層面位置準確性 li iti i3. 層面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ing accuracy
4.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table/gantry tile accuracy
5. 層面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7. 影像均勻度.雜訊與假影評估

eveluation of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nd artifact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15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9. 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detectability
10. 影像顯示器評估 image display device evaluation

實際作法

一.系統安全組件檢查

二 機械零件性能二.機械零件性能
 包含2~4項

三.影像品質控制
 包含5~10項

16

 5~9項由ACR假體作檢測

 第10項由光度計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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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安全評估(組件檢查1) 

項目 通過 不通過 說明

1 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在機械方面是穩定的1. 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在機械方面是穩定的

2. 所有可動的部分半穩動作，沒有任何阻礙

3. 病患或工作人員不會接觸到銳利、粗糙邊緣或
其它包括電的危害

4. 定位雷射燈功能正常

5. 所有指示燈功能正常輻射使用中等

17

6. 指示病人的揚聲器功能正常

7. 監控病人的攝影機、顯示器等功能正常

8. 張貼警告標示於合適位置(注意輻射、懷孕婦女)

9. 張貼原能會認可文件：設備、人員

二、機械零件性能

 檢查床與機架的對位

 圓孔垂直中心與檢查床中心的契合

 層面位置準確性

 鐳射定位線的準確性

 掃描層面位置與鐳射燈的一致性

18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檢查床移動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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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床與機架的對位

定義

保證床的長軸與經過掃描機架轉軸
的垂直線在同一條直線上。

若校正不良時，即當病人超出採樣
區域時會產生影像假影(或影像向

19

區域時會產生影像假影(或影像向
左右偏移）。

測試方法

找出檢查床的中線，並做標記

1. 在保證機架不傾斜的情況下，將檢查床
升入掃描機架內。

2. 在機架開口的最大直徑上定位其垂直中
線，或用鉛錘定位機架開口的垂直中線，
在床面的膠帶上 標記掃描架中線

20

在床面的膠帶上 標記掃描架中線。

 在床的頭尾兩端找出中心點再給予連線。

3. 測量兩個標記之間的水平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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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台標註與鉛錘

21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機頭的中心線應如没有原廠參數 機頭的中心線應

在檢查床中心線的+/- 5公釐內

(AAPM TG39) 。

22機架的中心線應在檢查床中心線的±5 mm（或符合原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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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位置準確性

三、層面位置準確性

23

3-1鐳射定位線(燈)的準確性

定義定義
 受檢者掃描的解剖位置通常用定位

鐳射光來確定。定位鐳射光包括：

1) 內定位鐳射光(位於機架正中的層面)。
2) 外定位鐳射光(機架外距離掃描層面有

24

2) 外定位鐳射光(機架外距離掃描層面有
一個參考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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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內定位鐳射光測試原理

將定位光線對準測試模組(假體)將定位光線對準測試模組(假體)
的中心面對其進 行掃描。

掃描影像與理想已知影像的位
置偏差即為定位光 線的偏差。

25

理想狀態下，其值應為0

3.1.2外定位鐳射光測試原理

定義：定義：

兩側外定位鐳射光必須投
射在同一垂直平面上，並
且保持在同一水平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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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

1. 利用一張A4白紙，置於兩側外定位1. 利用一張A4白紙 置於兩側外定位
鐳射燈中央，觀測白紙中兩鐳射燈
的十字投影是否重疊。

2. 再將白紙移至接近左側鐳射燈，觀
測白紙中大小十字投影是否重疊。

27

測白紙中大小十字投影是否重疊

3. 移至右測亦是如此。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標準偏差應如没有原廠參數 標準偏差應

小於0.5m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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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定位鐳射燈關係

定義：
原廠設置內外定位鐳射燈有一定距離，
大約以30cm左右為準。

外定位鐳射燈是方便於擺位使用，在
特定按鈕下外定位鐳射燈所指示的位
置會自動送至內定位鐳射燈位置，也

29

置會自動送至內定位鐳射燈位置，也
就是欲掃描層面，而且自動歸0。

對CT導引下的病理層面檢查非常重要

3.2 層面位置準確性
與內定位鐳射光測試

方法1—底片攝影法

方法2—CR攝影法

方法3—其他

如 f h i (i )

30

如Gafchromic (isp)

斜線造影法(假體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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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ette （底片、CR）操作法

1)將底片黏在墊板上，底片邊緣與墊板邊緣平行，
將墊板固定，其方向與床的長軸(z)垂直，將床
升至頭部掃描位置

( )
升至頭部掃描位置

2)打開鐳射定位燈，沿鐳射光線的正中線用針在
底片上紮一排針孔，以此來標記其擺設位置

3)設定最窄層面厚度，對底片曝光
4)測量處理後的底片上從針孔至輻射視野中心的
校正誤差

31

校正誤差
5)如没有原廠參數，誤差不應超過± 2.0mm
，外部系統的準確性依賴於床升高及床控制移動
距離的準確性，並與燈的校正有關

底片法測量定位光線精準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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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底片攝影法

33

Gafchromic

ACR phantom 攝影法

第一層
擺位4個方向金屬小點擺位4個方向金屬小點
圖像可見4小點
使用最小切面(1mm)

34影像對位切片位置的準確性：±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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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檢查床移動距離

定義：

 確定檢查床徑向運動的準確性和
穩定性。

 在操作臺上使床能夠準確達到掃
描視野內的特定位置，這對於確

35

描視野內的特定位置，這對於確
定影像面的相對位置很重要。

測試方法
方法1：
 將長度100cm的捲尺固定在床緣(非移動的床 將長度100cm的捲尺固定在床緣(非移動的床

緣)，接近足側的一端，用迴紋針作指標指
針，將其固定在床緣上(會滑動的床體) 使其
針尖正對著捲尺的中點，將床位數據歸零。

1) 床負載為70~80kg；從控制臺來控制床面沿一個方
向移動300~500mm，然後回到起始點

36

2) 記錄由指標和捲尺指示的相對於起始位置的距離

3) 沿同一方向移動床，測量兩次以上，在相反方向
測量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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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床移動準確性
分次移動誤差

分次 移動距離 顯示距離 誤差 合格 不合格

前
進

第一次移動

第二次移動

第三次移動

移回原處

第一次移動

37

後
退

第二次移動

第三次移動

移回原處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標準偏差和平均誤差應小
於目前一般CT檢查床的移動距離精準度為於目前一般CT檢查床的移動距離精準度為
± 2.0mm(AAPM TG39)或符合廠商規格標準。

。

70Kg

38

7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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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方法1—底片攝影法

方法2—CR攝影法

39

CR攝影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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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架傾斜準確性 Gantry tilt accuracy

41

錯誤的QC 原因:厚度太厚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傾角誤差應
小於3°，控制臺與掃描機架的
角度指示應一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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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假體

43

Head Foot

ACR假體測試範圍

4 3 2 1

20
 c

m

Alignment

CT # 

Slice width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Uniformity 
& noise 

Distance 
accuracy 

& SSP

High contrast 
resolution

44

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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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層：Alignment ﹠Slice width

45

5.
 左右細條數加總後÷2
 上下左右細條數加總後÷4
 Ps.不明顯者算半條

6.
 5個測量點

 作3.5.8mm切層並紀錄

 應在參考誤差內

紀錄表格

切片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使用假體廠牌： 型號：
常規成人腹部掃描參數

誤差應在±1.5 mm之間或
符合廠商規格標準

常規成人腹部掃描參數

高解析度肺部掃描參數

掃描模式
(軸狀/螺旋)

管電壓
(kVp)

管電流
(mA)

球管轉一圈時間
(Rotation time,sec)

偵檢器組置
(N*T,mm)

重組切片
厚度(mm)

重組參數

掃描模式
(軸狀/螺旋)

管電壓
(kVp)

管電流
(mA)

球管轉一圈時間
(Rotation time,sec)

偵檢器組置
(N*T,mm)

重組切片
厚度(mm)

重組參數

46

測試模式 設定厚度 實測厚度 誤差(mm)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腹部

高解析度肺部

特定厚度測試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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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T值準確度 CT Number Accuracy

 目的：

測定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測定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建議實施頻率：每月

 器材：ACR phantom

47

 掃描模式：一般掃描模式

(axial scan mode)

47

200 mm2

紀錄表格

使用假體廠牌： 型號：

測試模式 測試樣本 容許範圍 實測結果 合格 不合格測試模式 測試樣本 容許範圍 實測結果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腹部

骨頭 +850 ～ +970

空氣 -1005 ～ -970

壓克力 +110 ～ +130

水 -7 ～+7

聚乙烯 -107 ～ -87

骨頭 850 970

48

高解析度肺部

骨頭 +850 ～ +970

空氣 -1005 ～ -970

壓克力 +110 ～ +130

水 -7 ～+7

聚乙烯 -107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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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層：Uniformity& noise 
Distance accuracy

400 mm2

49

實施頻率：
每日（水的CT值）每月（均勻度、雜訊及假影）
掃描模式：一般掃描模式(axial scan mode)

紀錄表格

位置 水CT值 與中央ROI偏差 雜訊(標準差) 假影 合格 不合格

中央ROI

三點鐘 基準值

掃描參數 水CT值 雜訊基準值 測量雜訊 假影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頭部

高解析度肺部

三點鐘ROI 基準值：

六點鐘ROI

九點鐘ROI

十二點鐘ROI

50

高解析度肺部

掃描參數 影像扭曲測試值 (mm) 標準值 (mm)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頭部

高解析度肺部

水的CT值應介於 –7～ +7 HU
雜訊值與其基準值之差異，應不大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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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四層：High contrast resolution

51

ACR phantom: 8 Al bar patterns-

4, 5, 6, 7, 8, 9, 10 and 12 lp/cm

效能判定準則

 將所得影像設定最佳之窗寬/窗高進行判讀，建議
為100/1100，必要時可將影像放大判讀。若臨床有
以底片方式輸出，則另測試底片影像輸出判讀。

 掃描條件為Adult abdomen應可清楚分辨 5 lp /cm。

 掃描條件為HRCT應可清楚分辨 6 lp /cm。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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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二層：Low contrast resolution

53

1. 0.6% (6 HU) difference from a background material
2. mean CT number of approximately 90 HU
3. Cylinder-to-background contrast is energy-independent
4. Cylinders diameters and spaces: 2, 3, 4, 5, and 6 mm

效能判定

 所有模式下，應可清楚分辨6 mm圓盤

 或主圓盤與背景差 或主圓盤與背景差
異值相比於雜訊值
大於1

54

大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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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像顯示器評估

 目的：確保擷像之螢幕的品質符合標準

測試所需設備 測試所需設備：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SMPT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 

TGl8-QC(task group 18)

 光度計(輝度計)

55

輝度計顯示影像
 測試標準： 全白區塊 >100 cd/m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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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判定準則- SMPTE測試

 SMPTE測試
 0%~5%及95%~100%之低對比方

塊需清楚可分辨塊需清楚可分辨。
 0%~100%十一個灰階方塊皆應

清楚可分辨。
 不應有明顯可見的條紋假影、

失真、與陰影。
 於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對比線

對，不論是平行與垂直方向，
應皆能分辨。

 亮度之標準建議如下：
 最大亮度應至少100燭光/平方

公尺。(藍色圓圈處)
 最大亮度與最小亮度之比值應

至少100。(藍色/紅色圓圈處)
SMPTE

原能會CT檢查過程中常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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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測試報告常見的問題
年度品保測試報告
1. 依據「品保操作程序書」的內容執行
2. 以原能會網站上的範本為例

品保測試前，應先確認…

(1)protocols的檢查條件
(2)使用假體
• 本程序書部份測試使
用美國放射學院的電
腦斷層認證假體ACR，
可應用於各廠牌及型號
的電腦斷層掃描儀。
• 結果判定可能會因所
用測試假體而有所不同
。

共271頁，第268頁



31

管電流改變(軸位)

會受管電流影響

自動管電流調控功能

若電腦斷層掃描時啟動自動管電流調控
功能，則查詢代表性檢查的過去影像資功能 則查詢代表性檢查的過去影像資
料，挑選出中等體型病人(60kgs)的掃描
影像，查詢影像上所顯示的管電流(mA)
或管電流時間乘積(mAs)，記錄至少10
位受檢者的結果，取其平均值。註：成
人腹部與小兒腹部影像中 請選取肝臟人腹部與小兒腹部影像中，請選取肝臟
上、下、中心的影像，所顯示的管電流
時間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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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值建立或更新時機基準值建立或更新時機

1. 新裝機

2. 更換相關零件

3 改變相關掃描參數時3. 改變相關掃描參數時

4. 可用第一次的測試結果作為基準值

年度報告常見錯誤

水假體影像:
• 水假體影像部分雜訊非以臨床參數建立其基準值

輻射寬度:
• 臨床使用之偵檢器組置未測量

劑量評估:
成人頭部 成人腹部以及小兒腹部之電腦斷層劑• 成人頭部、成人腹部以及小兒腹部之電腦斷層劑

量指標基準值非以臨床參數建立

• 劑量指標之基準值，並非學會建議之參考水平

• 再現性、電腦斷層劑量指標、代表性檢查的病人
劑量表格填寫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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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量評估
填寫臨床使用參數

mAs = mA * s
Effective  mAs = mAs  / pitch

Slice  mAs = mAs / 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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