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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誓詞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福病患為首願

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昇品質為己任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

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

Oath of Medical Radiologic Technologist
I decide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o have a lifelong career in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I will fulfill my responsibilities inherent in professional role without resentment. 
Of beneficence towards patients is my first concern.

I will seek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duty to provide good quality care.

Acknowledge to my parents and teacher in repayment 
of grateful mind.

I swear to fulfill my obligation with unity and cooperation.
 My greatest honor is to be a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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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年度第7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20年第20次學術研討會 
醫事放射師法立法20週年慶祝大會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日 程 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共同主辦：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協辦單位：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活動日期：109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全國大飯店(臺中市西區館前路 57 號) 

視訊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協力講堂(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會議室(臺東縣台東市更生路 1000 號 B1)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醫療大樓大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 號)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放射線科會議室(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 2 號 2樓) 

學術主題：醫事放射師於醫療防疫網絡的重要性與未來展望 

 

    
時   間 

國際廳 I 
國際廳 II 草悟廳 I 草悟廳II

專題演講題目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8：50 貴賓及參加學員簽到 

壁  報
展覽區

09：00-09：30 開幕式 杜俊元 理事長 

視  訊
會議室

會員代表報到 
（簽到、領資料）09：30-10：30 

醫事放射師於醫療防疫網絡
之重要性及 COVID-19 疫情
國際與臺灣放射診療防疫
做法比較 

黃建中 組長 
奇美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0：30-11：00 
輻射防護生態鏈與AI相關技
術結合運用 

陳繼光 總經理 

貝克西弗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醫 事
放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第 7 屆
第 2 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國際醫事
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11：00-11：30 

11：30-12：00 
身心疫起動起來—呼吸暢通
與脊椎活化運動 

吳美潔 物理治療師
林森醫院 

動靜適能健康中心 

【草悟道】 
12：00 

放射 20，從「心」開始園遊會開幕式/參加學員中午簽到 

13：00-15：00 
性別友善停看聽—建構性別
友善之醫療環境 

孫旻暐 系主任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口    頭
論文發表

視訊會議室 
15：00-17：00 

醫事放射師
防疫技術
之革新與
未來展望 

防疫動起來! 
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影
像醫學部於臨床
放射防疫經驗之
分享 

陳政莉 醫事放射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從傳統到創新〜 
 COVID-19 嘉 義
基督教醫院影像
醫學科防疫之經
驗分享 

周啟仲 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 

影像醫學科 

17：00-17：30 參加學員下午簽退 



 

大會主席歡迎詞 

杜俊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各位嘉賓及各位放射師先進們，大家好：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世界，在此感謝全體醫事放射師會員在疫情期間上下
一心，一起堅守著防疫最前線，發揮我們放射師專業，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為全民防疫把關。惟疫情並未有趨緩的情勢，目前仍尚未知是否會進入另一波
高峰期，籲請全國會員執行攝影診療時仍務必謹慎做好感染管控。 

本次學術活動以身、心、靈、社會之全人醫療照護為前提，專題內容無論
是輻射防護 AI 科技、建構性別友善之醫療環境，甚至特別安排呼吸暢通與脊椎活
化之動態活動，皆與全人醫療照護環環相扣。年會的主軸-防疫科技，論述
「醫事放射師於醫療防疫網絡的重要性與未來展望」。放射防疫軟硬體建設，
皆依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分艙分流」措施。透過國內專家分享各醫院於臨床
上執行放射防疫之經驗，從不同面向陳述臺灣的放射防疫工作；更與國際接軌，
分析探討目前國際上各國之防疫措施、動線與流程，以供國內專家學者參考。 

以往在臨床繼續教育的部分，為服務會員多元學習，每年定期辦理通訊及
網路繼續教育，特別在本年度疫情管制集會期間，全聯會更每個月提供多達4次
的網路繼續教育、也在離島及東部更首創多場同步視訊繼續教育課程等，都是現在
進行式。 

再次感謝所有會員對俊元的厚愛與支持，推選並接任理事長，本人將偕同當選的
每位理監事，奉獻熱情與心力，恪守本會宗旨，服務所有會員，提供更具專業知識並
盡力完成會員的請託。未來有許多目標需要大家一起團結努力才能達成，同時也期盼
全體會員能多給全聯會有建設性、有方向性的建議與指導；另外也請多給予我們支持
與鼓勵，讓放射界全體一心、不分你我共同為醫事放射師的權益發聲。也感謝全體
理監事、各委員會委員與秘書處的熱忱盡職，以及今日義務協助之諸多醫事放射師
同仁及協力廠商；更感謝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協助辦理本次大會。 

適逢醫事放射師法立法 20 週年，今天也首例規劃「放射 20，從『心』開始
園遊會」，期藉此深具意義活動向社會大眾介紹醫事放射師專業，推廣醫用輻射
安全教育。最後，敬祝大家醫事放射師節快樂！我是醫事放射師！我驕傲！ 

 
 
 
 

中華民國109年11月8日 

1



 

大會共同主席歡迎詞 
              

 

 

 
 
張建法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理事長 

 

杜理事長、衛福部長官、各縣市放射師公會理事長、以及在場各位貴賓、大家好： 

個人很榮幸代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來祝賀放射師公會全聯會第7屆第2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2020年國際放射師節暨醫事放射師法立法20週年慶祝大會圓滿成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與放射師公會全聯會都是屬於全國放射師的，過去長期以來透過

充分合作，一起捍衛全國放射師的權益、提高放射師的專業，都是有目共睹的，2020 年

初全球突遭COVID-19噬孽，將大家的腳步打亂，幸好由杜理事長所領導的團隊穩住了

陣腳，積極為第一線的抗疫放射師請願，讓中央防疫指揮中心長官們正視醫事放射師

在疫情期間的貢獻，讓同仁們除了在津貼補助外，也在防疫的資源給予資助，讓

第一線的防疫醫事放射師能在安全的防護環境中抗疫。 

今年適逢醫事放射師法立法 20 周年，全國醫事放射師在過去 20 年間的的成長、

茁壯相信是有目共睹的。個人也期望未來全聯會在杜理事長的優質領導之下，將會

為下一個 20 年建立新的里程碑，繼續讓醫事放射師發光、發熱，撐起照顧國人

健康的重責大任。 

最後僅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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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黃建中組長 
 

專題演講
題    目 

醫事放射師於醫療防疫網絡之重要性及COVID-19疫情國際

與臺灣放射診療防疫做法比較 

摘    要 

COVD-19疫情至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一直與國際接軌，透過
多元管道嚴密掌握國際疫情動態，審慎研判趨勢，隨時調整各地
區流行疫情等級。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也在疫情開始後，隨時了解
疫情狀況，參考國內外防疫標準，並提供多項準則，讓醫事放射
師了解防疫現況與設備要求：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於分流看診區或負壓
病房執行胸部 X 光攝影檢查 感染管制措施建議指引。 

2.醫事放射師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特殊檢查作業。 
3.實習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場所訓練原則。

現   職 奇美醫學中心放射診斷科急診組組長 

學   歷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碩士 
•中臺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放射技術科 

經   歷 •南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專   長 
•急重症 X 光攝影檢查 
•電腦斷層攝影 
•醫學教育 

相關著作 

• H.Y. Chiu, C.C. Huang, C.J. Lin, S.H. Lee, C. I. Huang, P.C. 
Wang. Assessment for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 Core 
Competency Training in Taiwan.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2018.  

• H.J. Lin, C.C Huang, C.C Hsu. PPE-conserving chest X-ray 
sett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nn Emerg Med.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annemergmed.2020.05.034. 

• H.J Tang, H.J. Lin, C.C. Huang, C.C. Hsu. A Walk-through 
COVID-19 Screening Station Can Preserve PPEs and Quickly 
Process Patients. Ann Emerg Med.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annemergmed.2020.0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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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光總經理 
 
專題演講
題    目 輻射防護生態鏈與AI相關技術結合運用 

摘    要 

AI 人工智能及 IOT 物聯網、雲端技術能發展至今已日漸成熟
，透過大數據的資料整合，已經普遍應用在生活上，提供前所
未有的便利性及智能性，加上現行 5G 傳輸的新世代技術，讓
所有技術能更有效率的呈現於世人。 
如今，醫療領域也已經結合 AI 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讓醫療
領域更有效率及便利性，逐漸改變了傳統醫療過程及行為，讓
醫病關係、就醫環境、醫用診斷…等，更充滿前瞻性、未來感
、卓越性，使人們對於醫療領域的認知及滿足感更躍進。 
輻射防護領域也因應現行科技的進步，漸漸提升相關技術達到
更智能應用，本課程將探討現行已有哪些智能科技應用於輻防
領域，未來將以何種新的方式呈現於輻防醫療，達到輻防生態鏈。

現   職 •貝克西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士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   歷 美國麻州州立大學輻射防護研究所 

經   歷 

•1992.8~1994.8 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核廢料工程師 
•1991.10~1992.5 Plastic System Co., MA,USA 擔任工程師，負責
研發用於高低輻射污區域所使用之防護衣及面具。 

•1991.5~1991.10 Harvard Medical Center,MA,USA 
擔任實習保健物理師，負責環境監測及醫療放射性污染廢棄物
之管理及體內外輻射劑量評估與其屏蔽計算。 

•1989.9~1991.5 University of Mass./Lowell 擔任保健物理系助教，
負責協助輻射安全實驗工作。 

相關著作
及專利 

•低放射性廢料之輻射安全管理與場址設計 
•醫療院所鉛曝露危害之意識 
•抗輻射屏蔽板(台灣新型專利) 
•抗輻射高密度晶石之結構(台灣新型專利) 
•高劑量放射性藥物分裝屏蔽裝置改良(美國發明專利) 
•新型預鑄輻射防護板(德國新型專利、日本新型專利、中國新型專利) 
•L型放射性屏蔽操作台(美國設計專利) 
•藥物分裝機械手之結構(中國新型專利) 
•自動注射器架之組合結構(中國新型專利、台灣新型專利) 
•正子放射性藥物輻射屏蔽裝置(中國新型專利、美國發明專利)
•真空隔離裝置(中國新型專利) 
•注射器之組合結構(中國新型專利) 
•輻射屏蔽注射器之結構改良(中國新型專利) 
•藥物濃度量測昇降機構(中國新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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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潔物理治療師 
 
專題演講
題    目 身心疫起動起來—呼吸暢通與脊椎活化運動 

摘    要 

基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期間，國民健康署時常提醒國民: 
『適度運動，避免久坐少動以促進身體健康，才能更有效地對
抗肺炎疫情』。因此藉由這次 30 分鐘的運動時間，準備帶給大
家在站立下，活動脊椎的好方法！大致的動作組合包含:  
1.暖身 
2.站立系列 
3.感官覺醒系列 
4.髖與下肢系列 
5.脊椎冠狀面側曲系列 
6.有氧系列 
適合對象身體僵硬、久坐族群、姿勢不良、活動量不足的人，
都十分適合練習。運動可以舒緩焦慮感、並進一步釋放深層
壓力，此次運動活動將加強呼吸法，增強呼吸道保健，並可
緩解交感神經的緊繃，讓身體進入深層的放鬆狀態! 

現   職 林森醫院動靜適能健康中心 

學   歷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經   歷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物理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物理治療師 

專   長 
•肌肉骨骼結構平衡處理 
•國際禪柔運動準指導師資 
•顱薦椎技術治療 
•脊椎側彎矯治 

認證專長 

•Gyrokinesis USA 總部認證
禪柔運動指導師資 (Gyrokinesis Foundation) 
Upledger Institute 學會認證 
顱薦椎一階(craniosacral therapy 1) 
顱薦椎二階(craniosacral therapy 2) 
身體情緒釋放一階(Somatoemotional release 1) 

•Barral Institute 學會認證的 
內臟鬆弛術一階(visceral manipulation 1: Abdomen 1 ) 
內臟鬆弛術二階(visceral manipulation 2 : Abdomen 2 ) 
SEAS 學會認證的脊椎側彎矯治(SEAS (scientific exercise 
approach to Scol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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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旻暐副教授 
 
專題演講
題    目 性別友善停看聽—建構性別友善之醫療環境 

摘    要 
性別主流是世界趨勢，也是國家政策發展主軸，本課程以性別
的的觀點檢視臺灣的醫療環境中所存在的性別歧視的現象，並
引申探討婦女在福利、醫療及家庭的處境，喚起醫護人員之性
別意識覺察，營造性別友善之職場與醫療環境。 

現   職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亞洲大學醫學暨健康學院副院長 

學   歷 •英國伯明罕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碩士

經   歷 

•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四、五屆專家委員 
•臺中市政府心理健康促進委員會第二、三屆專家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助理教授 
•勞委會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就業服務方案輔導訪視委員、評鑑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專   長 當代性別議題、社會心理學、人際關係與溝通、自我認識及潛能
激發工作坊、同理心工作坊、情緒管理工作坊、悲傷輔導工作坊

相關著作 

•Ni’matuzahroh, Nazilah Nikmatin Rohmah, Mei-Hsiu Chou, Mein-Woei 
Suen*, Fu-An Shieh, Hamka (2020). Spiritual Well-being as Predictor of 
Parenting Stress and Social-Economic Background as Moderator in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Vol.24 (8), p.8230-8245. ISSN:1475-7192; DOI: 
10.37200/IJPR/V24I8/PR280832 (Scopus: Q3; 0.11) 

•Hamka, Ni’matuzahroh, Tri Astuti, Suen, Mein-Woei*, Fu-An Shieh (2020, 
Jul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People Living near Landfills: 
Preliminary Case Study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in Healthcare. Vol. 13 No. 4, pp. 365-379. ISSN: 2056-4902; 
Manuscript ID IJHRH-09-2019-0076.R2 (Scopus: Q3; 0.67) 

•Ni’matuzahroh, & Mein-Woei Suen* (2020, 22 January).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in Indonesia. Papers accepted by 
AC-PCH 2019 and be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AS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Humanities (ACPCH 
2019), Vol.395, p.149-152. ISBN: 978-94-6252-889-5; DOI 
https://doi.org/10.2991/assehr.k.200120.032 

•Ni’matuzahroh, Uun Zulfiana, & Mein-Woei Suen* (2020, 22 January). An 
Analysis of a Scaffolding Collaborative Contextual Method of Inclusive 
Teacher Toward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Elementary School. 
Papers accepted by AC-PCH 2019 and be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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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 AS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Humanities 
(ACPCH 2019), Vol.395, p.153-159. ISBN: 978-94-6252-889-5; DOI 
https://doi.org/10.2991/assehr.k.200120.033 

•Bo-Shen Chen, Mein-Woei Suen*, Zih-Rong Chen, & Fu-An Shieh 2020, 
22 Januar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Thinking, Religious Motivation, Religious Devotion, and Homosexual 
Attitudes. Papers accepted by AC-PCH 2019 and be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AS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Humanities (ACPCH 2019), Vol.395, p.225-229. ISBN: 
978-94-6252-889-5; DOI https://doi.org/10.2991/assehr.k.200120.047 

•Zih-Rong Chen, Mein-Woei Suen*, Bo-Shen Chen, & Fu-An Shieh (2020, 
22 January).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us Authority on Individuals in 
Taiwan. Papers accepted by AC-PCH 2019 and be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AS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Humanities (ACPCH 2019), Vol.395, p.272-276. ISBN: 
978-94-6252-889-5; DOI https://doi.org/10.2991/assehr.k.200120.057 

•Dwi Prasetyo, Diah Ariani Arimbi, Sharyn Graham Davies, Mein Woei 
Suen, & Myrtati Dyah Artaria* (2019; 2019/12/2). Priawan: Indonesian 
Male Transgedners (Priawan: Transgender pria Indonesia). Masyarakat, 
Kebudayaan dan Politik Journal., Vol. 32(3), p.303-311 
(ISSN: 25286013; Sinta Index Score: S2)  

•Ni’matuzahroh, Suen, M. W.*, & Mar’atus Sholihah (2019; Nov.).  
High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school readiness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 kindergarten children in Indonesia sampl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27(2), p.126-153.  
(Scopus: Q4; 0.21) 

•孫旻暐*（2018）。不用急著建立自己的斜槓人生—就讀心理系的學生更
幸福。甄戰大學誌 - 2019 高升大甄試全方位攻略。 
台北：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ISBN 13：4713273782028） 

•孫旻暐*（2018; 2018/01/01）。劍橋取經分享—談主動式學習與團隊導
向學習法。評鑑雙月刊（Evaluation Bimonthly; ISSN:1991-1483）。 
Vol.71, p.39-42 

•孫旻暐*（2017；2017 年 08 月）。「祕密」，不能碰觸的陰影！？ 
 張老師月刊。2017 年 8 月號。第 476 期。14-18 頁 
•孫旻暐*（2017；July, 2017）。 
親善醫療—成為青少年醫療伙伴必備的溝通技巧。 
醫療品質雜誌（Journal of Healthcare Quality；ISSN Print: 2169-2556；
ISSN Online: 2169-2564；Pub. Date：July, 2017）。Vol.11(4), p.96-100。

Yong-Jie Jang, Ka-I Che, &Mein-Woei Suen* (2017; January 2017).  
Health Educati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Obesity-Related Stereotypes on 
Evaluations of Different Body Shapes in High School Girls.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Care, Vol.6(3), p.1-12 

•孫旻暐*（2017；Jan., 2017）。性別與教育—談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效果
與威脅減除策略。醫療品質雜誌（Journal of Healthcare Quality； 
ISSN Print: 2169-2556；ISSN Online: 2169-2564；Pub. Date：Jan., 2017）。
Vol.11(2), p.68-72。 

•羅彥婷、孫旻暐*、高之梅（2016；Mar. 31st）。 
 精神疾病態度與刻板印象量表的編制—前導型研究。 
社會科學前沿（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ISSN Print: 2169-2556； 
ISSN Online: 2169-2564；Pub. Date：Mar. 31st, 2016）。Vol.5(2), p.2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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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莉醫事放射師 
 

專題演講
題    目 

醫事放射師防疫技術的革新與未來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於臨床放射

防疫經驗之分享 

摘    要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確診病例與死
亡數不斷攀升，其病毒具高度傳染力，醫事放射師作為臨床第
一線之專業醫事人員，應需有適當的感染管制措施。 
本次分享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對於新型 
冠狀病毒的防疫措施經驗，包含如何重新配置部門、規劃檢查
動線、病人運送之專責人力、執行放射檢查相關原則與規範、
防護裝備對應規格等級，以及在國際上新加坡放射工作環境防
疫相關經驗。 
最後根據國際醫事放射師聯盟(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adiographers &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SRRT)的建議， 
整合其中重要防疫資訊進行探討。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醫事放射師 

學   歷 • 慈濟科技大學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 
• 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 

經   歷 •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放射診斷科醫事放射師 

專   長 • 常規 X 光檢查、乳房攝影、電腦斷層等醫學影像技術應用 
• 放射生物學、生醫研究 

相關著作 陳政莉（2017）。青絲藻萃取液和多醣體對於紫外線傷害後傷
口癒合的影響（碩士論文）。檢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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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仲組長 
 

專題演講
題    目 

醫事放射師防疫技術的革新與未來展望  
——從傳統到創新〜COVID-19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防疫之經驗分享 

摘    要 

傳統的胸部X光篩檢方式大多是在戶外搭設臨時帳篷，並將X
光攝影置片架搬至帳棚內，醫事放射師再推移動式X光機入內
進行擺位攝影，前置作業必須用塑膠袋、保鮮膜等將X光片
(detector)、移動式X光機機體、控制面板包覆起來、避免儀
器在攝影過程中染污;醫事放射師防護衣的部分，依據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與嘉義基督教醫院感染管制的建議需著全套
的防護裝備;執行檢查與攝影後儀器必須進行全面的清消，完
成ㄧ例疑似病人的X光攝影總花費時間約25~30分鐘。嘉義基督
教醫院創新的負壓篩檢X光艙，醫事放射師在攝影的過程中不
需接觸到病人，故此創新裝置完成後的作業方式能降低醫事放
射師與清潔人員的感染風險、減少防疫裝備的耗損與醫療廢棄
物的產生、縮短檢查時間等3大優點。 

現   職 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急診組組長 
學   歷 元培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經   歷 
• 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負壓X光艙」銀牌獎專利共同發明人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16 屆監事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7 屆理事長 

專   長 急診 X 光攝影技術與作業流程 

相關著作 

1. Tsung-Mao Lin,Chi-Chung Chou,Li-Chen Chang(2020). 
Innovative Device to Screen for COVID-19: The Negative 
Pressure X-ray Chamber with the Function of Positioning 
Photography and Automatic Cleaning. 

2. Chi-Chung Chou, Ping-Chin Lin(2016).Using a safety fixed 
belt with a lead apron to achieve double-effect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occurrence of patient falls 
events. C J Radiologic Tech 2016;40(2):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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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目錄 

座長：丁雲龍、蘇逸欣 

編序 作者 發表地點 發表時段 題目 服務單位 

O-001 林弘智  國際廳Ⅱ 13:00-13:10

Evaluating Effective Dose for 
Different Weights Phantoms 
with Brain Examination 
Undergoing Computed 
Tomography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放射腫瘤科  

O-002 蘇懿徽  國際廳Ⅱ 13:10-13:20
The Design and Calibration of 
Pressure Sensor in Contrast 
Media Syringe Pump 

義大醫院 
一般影像診斷科  

O-003 王宣晴  國際廳Ⅱ 13:20-13:30

Protection Measures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in a 
Large Hospita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影像診療科部  

座長：王國偉、黃瑞明 

O-004 熊翌成  國際廳Ⅱ 13:30-13:40 以實證評估電腦斷層和磁振
造影診斷克隆氏症的準確性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O-005 陳勁瑋  國際廳Ⅱ 13:40-13:50
以動態對比增強顯影磁振造
影評估腦膠質瘤邊緣的血管
狀態與侵襲前緣的相關性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影像診療部  

O-006 林佳儀  國際廳Ⅱ 13:50-14:00 運用 PDCA 降低 COVID-19
期間放射科防疫物資消耗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O-007 周啟仲  國際廳Ⅱ 14:00-14:10
創新負壓自動清消 X 光艙取
代傳統COVID-19 胸部X光篩
檢方式 

嘉義基督教醫院 
影像醫學科  

O-008 林永穎  國際廳Ⅱ 14:10-14:20 運用 VR 技術取代傳統之教學
模式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座長：么煥忠、黃姍姒 

O-009 許筑翔  國際廳Ⅱ 14:20-14:30

利用影像融合技術輔助三維
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
（ 3D CAD/CAM ）下頷骨
重建手術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  

O-010 高聖育  國際廳Ⅱ 14:30-14:40
環境低溫對於電腦斷層偵檢器
所造成之環狀假影  (以 GE-
Discovery CT750HD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影像醫學部 

O-011 簡嘉嫻  國際廳Ⅱ 14:40-14:50 探討電腦斷層導引射頻燒灼術
治療肝臟腫瘤的效能和總生存率 

高雄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O-012 陳朝湘  國際廳Ⅱ 14:50-15:00 驗證 Rapid 人工智慧檢測急性
缺血性中風病患栓塞的準確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O-013 許嘉昇  國際廳Ⅱ 15:00-15:10 運用 PDCA改善腦部血液灌流
電腦斷層檢查流程之完整率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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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長：黃美蘭、湯韻璇 

O-014 宋振明  國際廳Ⅱ 15:10-15:20 利用 BMD 及 TBS 值評估男性
骨質密度骨折風險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  

O-015 江平全  國際廳Ⅱ 15:20-15:30 改善躺床之病人 Chest Oblique
的影像品質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影像醫學部 

O-016 魏子祐  國際廳Ⅱ 15:30-15:40 探討胸部斜側位 X 光技術對
新冠肺炎檢測之效益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

O-017 賴國慶  國際廳Ⅱ 15:40-15:50
運用 PDCA(循環式品質管理)，
降低大腸鋇劑攝影影像不良率
及提昇病人安全 

臺中榮民總醫院 埔里分院 
放射線科 

O-018 吳昌諭  國際廳Ⅱ 15:50-16:00 利用空間矩陣法探討 ERCP 立體
劑量分佈情形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放射診斷科

座長：温建雄、劉雪君 

O-019 官俊靈  國際廳Ⅱ 16:00-16:10 探討自動比對功能搭配6D床於
不同部位執行影像導引的成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O-020 鄭至佑  國際廳Ⅱ 16:10-16:20
用蒙地卡羅方式模擬手術中放
射治療之光子射源在不均勻物
質中的劑量分布 

臺北榮民總醫院 
腫瘤醫學部 

O-021 陳韋霖  國際廳Ⅱ 16:20-16:30
使用侖道假體比較一般射束及
高強度射束之周邊低劑量於早
期非小細胞肺癌 

阮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O-022 高惠紅  國際廳Ⅱ 16:30-16:40
利用擬人假體搭配新式3D列印
bolus 對於重建乳房病患放射治
療劑量之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腫瘤醫學部

O-023 王文祥  國際廳Ⅱ 16:40-16:50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
炎)對核子醫學檢查人數的影響 

義大醫院核子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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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Effective Dose for Different Weights Phantoms with Brain Examination 
Undergoing Computed Tomography 

O-001
國際廳Ⅱ

13:00-13:10 

Hung-Chih Lin1   Chien-Yi Chen2   Ching-Hsiang Wang3   Yen-Ling Tseng3   Hong-Han Lin4    Hung-Chang Hung5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Nantou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antou, 54062,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40201,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Lukang Christian Hospital of Changhua Christian, Medical Foundation, Lukang, 50544,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ntou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antou, 54062,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5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ntou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antou, 54062,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and Purpose: A reliable equation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effective dose (E) and different weight patients for diagnosing 
brain lesion undergoing brai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examin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s (TLD-100H) were inserted into Rando and five anthropomorphic phantoms.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 phantoms ranging from 10 to 90 kg derived from ICRU 48 were used to evaluate E herein. All scans 
were conducted by Philips computer tomography (Brilliance CT) with fixed exposure conditions. Equivalent doses were measured in the 
organs and tissues of interest via TLD-100H approach and recommended by ICRP 103.

Results: The HE,TLD that was evaluated accoding to ICRP 103 varied from the highest value of 1.85 ± 0.28 mSv (90 kg) to the lowest value 
of 1.47 ± 0.22 mSv (10 kg).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between HE,TLD and the body weight of the examinee, HE,TLD (mSv) = 5.45×10–3 W 
(kg)+1.361, has an R2 of 0.87667.

Conclusion: Using the DLP protocol, HE, DLP was estimated from CTDIvol that was recorded directly from the console display of the CT 
unit and multiplied by the conversion coefficient (k) recommended by the ICRP 103.The effective dose by ICRP 103 definition was 
primarily calculated based on tissue weighting factors and measured equivalent doses. Besides, the DLP conversion method for different 
weight is relatively assured for approximating effective dose and easy to use.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herein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literature. These findings will be valuable to patients, physicians, radiologists and the public. 

 

The Design and Calibration of Pressure Sensor in Contrast Media Syringe Pump  
O-002

國際廳Ⅱ
13:10-13:20 

Yi-Huei Su1   Chia-Jung Tsai2 
1 Division of General Radiology, E-DA Hospital  
2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I-Shou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njecting contrast media (CM) is important for radiography and its viscosity is higher than other medicines. 
Medical workers, therefore must manually spend a lot of energy to inject CM, leading the damage on their own hands and wrists. 
Furthermore, many literature indicated that monitoring the pressure and maintaining stable flow rate are important for the patient’s safe 
and image quality during injecting. However injecting CM in manual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stable flow rate and measure pressu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the automatically syringe pump including the pressure sensor and calibrate the pressu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developed the syringe pump with collaboration of GLORING technology Co. Ltd. This instrument installed 
the pressure sensor and can generate the excel file that include time、electric signals、voltages after injecting CM. The 50 ml syringe 
filling CM connected with EncoreTM 26 Inflation Device that detect the pressure in the syringe. This instrument injected 1.0、1.5.、
2.0、2.5、3.0、3.5 ml CM by flow rate 0.5、1.2、2.0 ml/s in 5 times. We got the max pressures and electric signals from syringe pump 
every injection to do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relation of electric signal(x) and pressure(y) is y = 0.22x – 14.52, R Square is 0.96 and the standard error of estimate(SE) is 
4.08 psi. 

Conclusion: The relation of electric signal and pressure is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ause of slightly higher SE may be the error 
watching pressure value or adjusting flow of CM. The study achieved that the syringe pump monitored the pressure in the syringe during 
injecting by pressur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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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Measures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in a Large Hospital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O-003
國際廳Ⅱ

13:20-13:30 

Xuan-Ching Wang1   Yu-Chun Lin1   Sheng-Yeou Wang1   Hsian-Yuan Chen1   Mao-Chang Wu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Interventio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As medical workers, 
radiographers play a vital role in diagnosing this disease by providing chest X-ray and CT scan examinations. Since Coronavirus is a 
highly contagious disease, we must employ appropriate protec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and maintain an efficient work 
environ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0, we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to prevent infection from COVID-19. 
Routing the movement of radiographers, reinforcing hand hygiene and us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recording patient’s 
history of TOCC (Travel, Occupation, Contact, Cluster) precisely, measuring workers and patients’ daily temperature, disinfecting and 
check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and scheduling suspected patients’ appointments after completion of all routine examinations. According 
to the 6 protection measures mentioned ab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cedures in preventing infection was evaluated by an internal 
database and 20 colleague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with 6 questions.

Results: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the radiographers in our department performed chest x-rays or CT scans for 25 confirmed patients 
and 577 suspected patients. All the protective procedures were executed successfully for all patients. No infection events occurred between 
radiographers and patients in our department.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ggests that the protection procedures were robust and saf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6 protection methods is about 61.1%,83.4%,66.7%,77.8%,94.4%,88.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wer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However, some method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according to ISSRT 
guidelines. The air exchange should be performed immediately after each examination of suspected patients. Alternatively, immovable 
equipment should be covered with suitable plastic. As the pan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over the world, the medical staff should keep 
optimizing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and complete the examinations efficiently. 

 

以實證評估電腦斷層和磁振造影診斷克隆氏症的準確性  
O-004

國際廳Ⅱ
13:30-13:40 

熊翌成 1    莊淳惠 1    盧潁鴻 1    陳玟穎 2,*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台南市立醫院放射診斷科(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背景及目的：克隆氏症(crohn's disease)是一種慢性發炎性腸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以透壁炎症為特徵，可能
侵犯區域從口腔到肛門的胃腸道任何部分。在臨床上有許多新的診斷工具來評估克隆氏症，其中以磁振造影(MR)及電腦
斷層(CT)為最重要診斷工具。此篇目的以實證醫學評估克隆氏症在電腦斷層(CT)、磁振造影(MR)的診斷準確性(diagnostic 
accuracy)。 

材料與方法：依據實證醫學步驟形成 PICO 問題，以 crohn's disease, CT, MR 和 diagnostic accuracy 等關鍵字及其同義字，
搜尋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和 MEDLINE...等資料庫，篩選符合主題且屬於系統性回顧或統合分析之文獻，
運用 CASP 手法對文獻進行評讀，再分析文章信度、效度、適用性及重要性。

結果：經篩選後找到評定實證等級為 Level 1A 的統合分析兼系統性回顧文獻進行評讀。以電腦斷層小腸造影(CT 
enterography)、電腦斷層腸溶檢查(CT enteroclysis)、磁振造影小腸造影(MR enterography)及磁振造影腸溶檢查(MR 
enteroclysis)分析診斷準確性，就敏感度而言 CT 小腸造影(83%)/腸溶檢查(77%)與 MR 小腸造影(86%)/腸溶檢查(83%)並無
統計上差異；相較於 CT 小腸造影(88%)和 MR 小腸造影(87%)/腸溶檢查(93%)而言 CT 腸溶檢查(100%)擁有較高的特異
性。若單純比較 CT 及 MR 的敏感度、特異性或診斷性能，在統計上都無統計差異。

結論：CT 和 MR 在診斷克隆氏症的敏感度及特異性都很高且統計上沒有差異。在院內同時都有執行非侵入性檢查的 CT
小腸造影和 MR 小腸造影下，因 MR 無輻射優勢，對於輻射劑量有考量之病患或孩童，通常以 MR 小腸造影作為優先診
斷工具；其餘患者以 CT 小腸造影診斷為主，因為 CT 擁有檢查快速及花費低的優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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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態對比增強顯影磁振造影評估腦膠質瘤邊緣的血管狀態與侵襲前緣的相關性  
O-005

國際廳Ⅱ
13:40-13:50 

陳勁瑋 1   陳芳馨 2,3,4   林育駿 1,3  

1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部
2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 
3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輻射生物中心

背景及目的： 在惡性程度較高的腦腫瘤邊緣與正常組織交界處會形成侵襲前緣(invasion front)結構，推論此結構是造成腦
癌向外侵襲以及治療後再復發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利用動態對比增強顯影磁振造影(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分析腫瘤邊緣之血流，並探討影像參數與腦膠質瘤(glioma)邊緣血管結構分布、血流滲透情形和腫瘤侵襲區域
之間的關聯性，期望能利用影像方法評估腦膠質瘤患者腫瘤邊緣區域的血流狀態，與腫瘤可能發展侵襲區域的情形。

材料與方法： 將小鼠星狀細胞瘤細胞(ALTS1C1)注射至 23 隻小鼠顱內，待腫瘤發展兩週時擷取小鼠腦部 T1-based DCE-
MRI 影像(GRE, TR/TE = 4.3/1.68 ms, slice = 0.5 mm)。將腫瘤邊緣各點的血流行走的最大距離與時間函數作圖，以擬和曲
線的斜率作為血流流出腫瘤表面的初始速率 V0 值的結果。接著取得腫瘤組織進行免疫染色分析；先利用組織切片(HE 
stain)定義腫瘤邊緣，並劃分出有對外侵襲能力的侵襲前緣區(invasion region)與非侵襲區(non-invasion region)，再以免疫
染色法分別觀察兩區域，包含腫瘤血管結構及其方向性、血管功能以及作為侵襲能力指標的腫瘤纖維蛋白(FAP+)的表現
量，最後與影像分析後的參數結合比對。 

結果： 從免疫染色結果發現，相較於非侵襲區，侵襲前緣區其血管結構較為成熟(NG2+)，且血管生成方向是沿著侵襲前
緣以垂直方向往正常組織區延伸。在影像分析結果中發現，同一個體的小鼠腫瘤其邊緣侵襲區血流擴散初速 V0 值會大於
非侵襲區(V0 ratio，inv./non-inv. ≥ 2)，此結果也與侵襲指標的表現量呈正相關。

結論： 本研究結果可知腫瘤侵襲區增加的血流初速與其侵襲能力有正相關性，利用 DCE-MRI 可以偵測腫瘤血流的改變
來評估腫瘤邊緣的侵襲區，並以此種影像分析方法預測腦膠質瘤可能向周圍正常組織侵襲的方向。 

 

運用 PDCA 降低 COVID-19 期間放射科防疫物資消耗率  
O-006

國際廳Ⅱ
13:50-14:00 

林佳儀 1,2   盧威如 1   邵佳和 1,2   高慧娟 1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2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 COVID-19自 2019年 12月爆發以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截至 2020年 4月 30日，確診人數已超過 314
萬，死亡人數達 22萬，疫情擴散至 193個國家及地區。台灣因及早應變及各項防疫措施落實推動，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
議，合理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故在執行 COVID-19疑似或確診病人攝影時，為防護放射師健康，在有限的資源下，應考慮合
理管控用量，實為首要之考量。

材料與方法： 1. 本院自 2020年 1月 22日至 4月 30日止，共照攝 COVID-19疑似或確診病人數達 962人次。 2. 根據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的建議，合理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十分重要。建議使用防疫物資為面罩、護目鏡、外科口罩、N95口罩、一般隔離
衣、防水隔離衣及連身防護衣…..等耗材。 3. 以魚骨圖來分析防疫物資消耗原因。 4. 以 PDCA來進行對策擬定，P (Plan)：
減少防疫物資之消耗率，D (Do)：1.定時攝影、2.TOCC來源判定、3.正確穿脫防護衣教育訓練、4.延長及重複使用，如：護
目鏡、口罩……等耗材。C (Check)：再次檢視消耗量。A (Action)：訂定成本部作業流程。

結果： COVID-19疫情期間，造成本院防疫物資消耗最主要原因為未訂定攝影標準流程，其次為放射師因恐懼而穿戴過多防
護設備。由於 PDCA可清楚表現出問題的原因，並持續改進，故希望透過 PDCA手法，將防疫物資消耗率降低，在此次疫
情期間，自改善前 80 %降低至改善後 74 %，達降幅 7.5%。

結論： 放射師受過良好的感染管制訓練，有能力避免因恐慌而採取消耗大量個人防護裝備。目前疫情仍持續攀升中，為防
護放射師之健康，在有限的資源下，以 PDCA方法減少防疫物資之消耗，實為首要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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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負壓自動清消 X 光艙取代傳統 COVID-19 胸部 X 光篩檢方式  
O-007

國際廳Ⅱ
14:00-14:10 

周啟仲 1  

1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傳統的胸部 X 光篩檢方式大多是在戶外搭設臨時帳篷，放射師再推移動式 X 光機入內進行擺位攝影，完成
ㄧ例疑似病人的 X 光攝影總花費時間約 25~30 分鐘。嘉基團隊共同研發負壓篩檢 X 光艙，且具備檢查後自動噴灑消毒裝
置，期望此創新裝置能降低醫事放射師與清潔人員的感染風險、減少防疫裝備的耗損與醫療廢棄物的產生、縮短檢查時
間等 3 大目標。 

材料與方法： 儀器設備方面使用 SHIMADZU 移動式 X 光機，搭配 Canon 無線 DR detector。傳統攝影方式為放射師進入
篩檢帳篷直接接觸病人擺位;創新負壓 X 光艙透過連動裝置與對講機操作，艙內貼有擺位照片並畫有鼻尖、雙腳對齊線讓
病人依圖示站定位，放射師全程不需入內擺位，當病人體型較壯時亦可改採橫片置放，減少重照率。負壓艙的胸腔 X 光
經急診部與影像醫學科醫師確認影像品質無虞後，兩種方式各收集 30 位病人，分別統計 1.儀器準備時間、2.放射師著裝
時間、3.攝影花費時間、4.檢查後儀器消毒時間、5.卸裝時間等數據比較。

結果： 傳統方式前置作業必須用塑膠袋、保鮮膜等將 X 光片(detector)、移動式 X 光機機體、控制面板包覆起來，平均準
備時間約 5.4 分鐘。放射師著全套防護裝備，平均著裝時間約 7 分鐘。執行檢查與攝影後儀器的清消、人員的卸裝平均需
要 13.5 分鐘，完成ㄧ例疑似病人的 X 光攝影總花費時間約 25.9 分鐘。負壓 X 光室設置完成後，因儀器與人員全程皆無
需接觸到病人，儀器可以不需事前的防護與攝影後的消毒，放射師的防護裝備僅需穿ㄧ般隔離衣、外科口罩、手套即
可，完成ㄧ例疑似病人的 X 光攝影總花費時間平均 12.2 分鐘，跟傳統方式比較共節省 13.7 分鐘。 

結論： 負壓自動清消 X 光艙的設計具備了 1.縮短檢查時間、2.減少防疫物資的使用與污染廢棄物的產生、3.降低工作人
員的感染風險等三大優點，即使此波疫情結束後，此負壓自動清消 X 光艙仍可用於急診開放性肺結核病人或高度呼吸道
傳染病病人的檢查，且面對將來可能變異或捲土重來的病毒，我們能夠更安全、更快速有效的應戰。 

 

運用 VR 技術取代傳統之教學模式  
O-008

國際廳Ⅱ
14:10-14:20 

林永穎 1  

1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由於疫情的嚴重，使得遠端教學與辦公的科技開受到重視，隨著科技的進步，各種 3C 商品都以日新月異的速
度推陳出新，這次教學使用 INSTA360 ONE X 全景相機的拍攝科技，與 google Poly的網站應用，VR眼鏡 VR VRock-II增加
虛擬實境的體驗，執行環境介紹，讓學生彷彿來到現場的身歷其境，快速熟悉放射科的環境，為學生與民眾服務

材料與方法：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從行動載具邁入穿戴裝置，目前主流的三大行動載具，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應用愈來愈常在使用，醫療臨床教學領域也逐漸在使用
VR、MR與 AR技術，在醫療教學訓練。 使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手機科技的結合，讓學員可以在遠端方便學
習，由於虛擬實境科技導入臨床教學活動，配合 google雲端問卷可以增加臨床教師教學的效率，與學員主動學習的意願。

結果： 評估內容主要有兩項  1.教學能增加學員對本單位儀器設備的基本認識  2.教學能增加學員對本單位消防設備的環境認
識  學生回饋  學生蔣 oo  藉由 360度導覽中可以更方便迅速的瀏覽科內的動向與機器位置。 建議：如果把物品擺放位置介紹
多加一點會更有一目了然的效果（ex:顯影劑、消耗品...等等）。

結論： VR、MR與 AR穿戴裝置技術在醫療教學的應用，逐漸受到醫療教育體系的重視，近年來開始投入資源，主要能改
善傳統醫療教育的模式，在未來將大幅提升醫療的工作方式及執行效率，這三大技術用在臨床教學上，可以讓新世代學生，
有高度主動學習的意願，已達成臨床教學的成效，未來VR、MR與AR能廣泛的應用於醫療教學領域是未來的主流模式。

 
利用影像融合技術輔助三維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3D CAD/CAM）下頷骨重建

手術  
O-009

國際廳Ⅱ
14:20-14:30 

許筑翔 1   林志鴻 2  

1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2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整型外科 

背景及目的： 下頷骨重建手術常用於外傷或是惡性腫瘤之病人，若無進行重建手術，導致外觀歪斜及無法適當的進行咬
合，造成巨大的困擾。3D CAD/CAM 列印技術是目前常用自體骨移植下頷骨重建手術的輔助方法，病人於手術前同時進
行顏面骨與下肢腓骨的電腦斷層掃描後，將影像以 3D CAD/CAM 進行分析計算，接著再模擬自體骨移植之下頷骨缺損植
入位置與植入角度，列印最佳化之顏面骨模型，整形外科醫師則會以這最佳的模擬結果用於手術中之參考，增加手術後
病人外觀之最佳化與咬合的最適化。 

材料與方法： 模型掃描條件為 80 Eff. mAs，100 kVp，影像厚度為 1.5 mm，範圍包含整體 3D 列印假體。病人手術中、
後掃描範圍為下頷骨至眼框骨的一半高度，掃描條件同模型掃描。Scan FOV 無特定大小，能符合病人頭部大小為標準。
本研究蒐集四位進行下頷骨重建之病人，手術過程中進行兩次影像融合，第一次於鋼板(plate)置入後，掃描電腦斷層並與
3D 列印假體影像融合，以 3D 立體成像觀察兩者物件之差異，調整鋼板位置。待植入自體骨之後，掃描術後下頷骨影像
計算影像交集於術前 3D 列印體積百分比作為量化驗證方法，即時提供醫師影像以及數據資訊，使其可隨時調整。

結果： 以本次研究方法輔助醫師手術，經結果計算後，手術準確率達最低為 83.7％最高為 86.7％，平均為 85.8％。

結論： 本研究的下頷骨重建手術即利用電腦斷層對病人手術中隨時視需求進行掃描，並能馬上將影像進行後處理與提供
量化之結果給予醫師調整手術位置之資訊，待調整到最理想之結果後方能完成手術。本方法提供臨床醫師一個可信度極
高的數據，並且僅需數分鐘即可完成術中電腦斷層的掃描與影像的融合、後處理及數據之計算並立即提供手術後顏面骨
整體對稱性與牙齒之咬合型態，更可以提供準確度來決定是否需要再次進行調整。綜上所述，使用手術中電腦斷層配合
手術計畫軟體的使用，可以輔助醫師手術，同時也提升病人的預後，增進良好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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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低溫對於電腦斷層偵檢器所造成之環狀假影(以 GE-Discovery CT750HD 為例)  
O-010

國際廳Ⅱ
14:30-14:40 

高聖育 1   葉政亜 2   劉高郎 1   卓怡萱 1   郭洺銍 1   劉麗雯 2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影像醫學部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目前對於 CT偵檢器之環境溫度、濕度皆有各廠牌原廠建議值，但實際超標後會產生的假影較缺乏臨床資
訊。 本院新裝機 GE-HDCT(DiscoveryCT750HD)因空調出風口位置不當，而使水假體執行 Daily-QC (Quality Control)出現環狀
假影，經調整出風口位置後假影即消除，執行 Daily-QC後的各項參數亦顯示正常。本案例提供裝機時應注意之細節及環境
低溫對偵檢器所造成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原廠操作手冊環境溫度建議值為 22°C，溫度最高與最低允許值分別為 26、18°C；濕度最高與最低允許值分別
為 60%、30%。本院新裝機 GE-HDCT，gantry單邊上方誤裝空調出風口，測得溫度為 13°C，檢查室室溫為 22°C、濕度
60%，水假體執行 Daily-QC後發現淺淡之環狀假影，但各項參數顯示正常，原廠工程師排除各種可能產生環狀假影之因素
且執行校正皆無法改善，最後發現 gantry單邊上方有一出風口，關閉空調半小時後再次執行校正並掃描水假體觀察結果。

結果： 環狀假影消失，Daily-QC各項數值皆為正常，請院內工務調整空調出風口位置後未再發現環狀假影。 

結論： 偵檢器故障或管球構造瑕疵皆有可能產生環狀假影，本案例為設備未故障、環境溫濕度皆符合原廠建議值，且
Daily-QC數值為正常的情況下，gantry單邊溫度過低所產生之環狀假影。因上班時間排程限制及必須確保機台不會造成損
害，所以未能比較不同超標溫濕度與假影深淺度之關聯性及產生假影之溫濕度臨界值，只能以原廠操作手冊環境溫、濕度
之最高與最低允許值作為結果依據。 本案例提供裝機時，環境配置應注意之細節，以避免低溫對偵檢器造成影響。

 

探討電腦斷層導引射頻燒灼術治療肝臟腫瘤的效能和總生存率  
O-011

國際廳Ⅱ
14:40-14:50 

簡嘉嫻 1    蔡佳容 2    江佳陵 1  

1高雄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在文獻上多使用超音波作為影像導引儀器，利用電腦斷層為影像導引儀器可避免燒灼過程中汽化所產生假
影，以電腦斷層作為導引儀器亦可提供更清晰且全面之影像判斷，增加燒灼之準確度與安全性，然而使用電腦斷層為導引
之文獻篇幅不多，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利用電腦斷層導引射頻燒灼術治療肝臟腫瘤的效能。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回顧性實驗設計，收集 2008年 1月至 2019年 11月期間肝臟腫瘤接受 RFA治療之病患，共 982次
RFA治療，包含 348位病患；腫瘤大小範圍為 0.5公分至 7公分不等，每位病人腫瘤數量分為兩類：單顆（SINGLE）以及
多顆（MUTIPLE），經由放射科醫師執行 RFA與臨床報告診斷，透過收集之病人報告進行分析，針對導引儀器、治療次
數、腫瘤大小、治療成效、復發率以及病人存活率等觀察肝臟腫瘤治療表現差異。

結果：一年、三年及五年之總存活率分別為 84%、51%以及 35%。整體而言，接受單次 RFA治療之患者之存活率相比於多
次 RFA治療之患者有較佳之存活率表現(p<0.05)，分析利用電腦斷層導引與超音波導引顯示，電腦斷層導引有較佳之存活
率，然而在統計上無明顯差異 (p =0.628)；進一步分析性別、腫瘤大小、腫瘤數量、腫瘤類型、甲型胎兒白蛋白、治療併發
症等，單次 RFA治療之患者在兩者導引儀器上無明顯差異，接受多次 RFA治療之患者在電腦斷層導引下治療併發症發生頻
率高於超音波導引(p <0.01);併發症發生頻率則與治療時間相關(p<0.05)，分析兩者導引治療時間，使用電腦斷層導引者花費
時間較超音波導引者長(p<0.01)，耗時長短與腫瘤大小及腫瘤數量有關(p<0.01)。

結論：本研究分析不同導引儀器治療肝臟腫瘤之表現，期許提供臨床肝臟腫瘤 RFA之療效和安全性。 
 

驗證 Rapid 人工智慧檢測急性缺血性中風病患栓塞的準確性  
O-012

國際廳Ⅱ
14:50-15:00 

陳朝湘 1   廖尹薇 1    陳震宇 1    藍功堯 1    謝立群 1  

1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腦血管疾病目前列於台灣十大死因中的第四位。當發生急性缺血性中風（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時，腦
血管的阻塞會使得局部腦組織缺血，經血液所供應的氧氣、營養無法送達組織細胞，代謝物也無法消除，使腦細胞在短時
間內損壞或死亡。治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方式有靜脈注射血栓溶解治療藥物(TPA)及機械性取栓術(IAT)，但前者會增加出血
性的機會，使神經學症狀加劇或引起永久性的神經損傷以及死亡，且因施打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其在應用上較為受限，因
此在有限的治療時間內，以血管攝影技術配合機械性取栓術(IAT)是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如何縮短治療時間有效減少腦部神
經學功能缺損是本研究相當重要的目的。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蒐集 155位急性缺血性中風患者之電腦斷層腦部血管造影影像，利用 RAPID
人工智慧檢測的技術分析電腦斷層腦部血管造影影像，進行腦血管栓塞（Large Vessel Occlusion, LVO）位置的判讀並記錄判
讀時間進行統計分析（ROC, AU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False positive and False negative）。

結果： 結果 155例已成功分析了 145例病例(其中 10例因 RAPID的格式限制導致分析失敗),顯示具有 84％的 Sensitivity和
71.9％的 Specificity(145例中的統計)，在 ROC 曲線的面積部分，根據判讀結果與 Ground Truth做比較後所繪出的 ROC 曲
線，其 AUC在 0.78 左右。因此， RAPID之判讀結果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且具有潛力做為醫生在臨床判讀上之輔助
工具。 

結論： 為了進一步評估 RAPID的準確性，將會檢查 RAPID 所偵測的栓塞位置是否準確，並將 RAPID之判讀結果與 junior
及 senior放射科醫生之診斷結果進行對照評估。目前具有少數案例 RAPID無法正確地進行分析，我們也會再更進一步地探
討其造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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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PDCA 改善腦部血液灌流電腦斷層檢查流程之完整率  
O-013

國際廳Ⅱ
15:00-15:10 

許嘉昇 1   許筑翔 1   蕭珮琳 1   呂心瀅 1   葉昱溱 1  

1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電腦斷層掃描儀（Canon 640slice）可進行全腦血液灌流功能性造影。品管圈由放射科醫師、放射師、護理
師、庶務員組成圈隊，主要改善腦部血液灌流檢查流程，進而提升檢查完整率。

材料與方法： 研究方法採取 PDCA改善流程之手法，針對腦部血液灌流電腦斷層檢查流程，以 HFMEA方式找出造成錯誤
之主要原因，進而提升檢查完整率。流程中任一項錯誤，則判定為不完整。改善前後資料收集時間分別為
2018.12~2019.02，病人數 6人;2019.07~2019.10，病人數 23人。  
對策一：TRM-團隊資源管理  
Plan：依不同放射師操作之熟練度，修改檢查流程及加入愚巧法機制。  
Do：以 TRM方式討論 protocol名稱及順序。  
Check：判定梗塞型或出血型中風準確率為 100%;放射師選錯檢查 Protocol之錯誤率為 0%。  
Act：建立標準 protocol名稱及順序。  
對策二：多媒體學習  
Plan：實施教育訓練，提供多媒體學習方式。  
Do：實地拍攝、製作影片，上傳至科內網路社群平台 。  
Check：教育訓練出席訓練率為 100%;操作檢查 Protocol完成率為 100%。  
Act：彙整教育訓練資料、製作教案、工作規範及工作稽核以供參閱。  
對策三：提升管路安全  
Plan：腦部血液灌流電腦斷層動脈攝影需要以高流速注射對比劑，故選擇正確留置針之連接管路，方能降低對比劑外滲。  
Do：多樣性連接管及不同連接方式。  
Check：連接管之線材更換後，對比劑漏藥率為 0%。  
Act：螺旋式延長管材料納入工作規範。  
對策四：運用資訊系統  
Plan：計畫建立人工智慧分析系統，IA團隊醫師可於院外決定是否執行顱內取栓。  
Do：購置人工智慧 Rapid系統，修改影像重組條件，降低影像張數及傳輸時間。  
Check：組像厚度由原 0.5mm改至 1.0mm;影像張數由 6080張降低為 3040張、傳輸時間由 20分鐘降低至 10分鐘;IA團隊醫
師接收腦部血液灌流分析數據成功率為 100%。  
Act：人工智慧 Rapid建立 E-mail系統。 

結果： 此次品管圈活動之腦部血液灌流電腦斷層檢查流程完整率由改善前 33.3%提升至改善後 95.6%。 

結論： 腦部血液灌流電腦斷層檢查項目較為繁複，過程中如有異常，亦增加失敗機率。採取 PDCA 改善流程之手法，針
對真因進行計畫，以最大限度降低發生機率，經判定有效之改善方式進行標準化作業，持續進行效果確認，以符合持續
改善之精神。 

 

利用 BMD 及 TBS 值評估男性骨質密度骨折風險  
O-014

國際廳Ⅱ
15:10-15:20 

宋振明 1   郭瓊文 2   林宇旌 1  

1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背景及目的： 隨著現今人口老化，骨質疏鬆症已成為公眾重要議題。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儀所量測的骨質密度值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一直是診斷骨質疏鬆症的標準；骨小樑評分值 (Trabecular Bone Score, TBS) ，是評估骨質結構另
一項新的分析工具。本研究目的為利用回溯性方式，比較 BMD 與 TBS 兩者於預測骨折風險的差異並分析 TBS 數值預估
骨折風險的最佳切點(cut-off value)。 

材料與方法： 自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9 月期間，50-80 歲共 493 位男性，依一般脊椎 X 光分骨折及無骨折族群，全部受
檢者均接受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儀 (Lunar iDXA; GE Healthcare, Madison, WI) 測量腰椎的骨質密度值，再利用其腰椎骨質
密度影像結果，以 TBS 軟體 (TBS iNsight version 3.0.1, Medimaps Group, Geneva, Switzerland) 分析取得 TBS 數值。

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骨折發生率隨著骨質疏鬆的程度越高，相對骨折的發生率也越高尤其於 TBS 數值≦1.30 的族群，骨
折發生率最高。此外，TBS 數值和 BMD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男性 r = 0.546, p < 0.05)。當以 ROC 曲線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分析骨折的最佳切點，結果顯示男性的最佳切點為 TBS≦1.364，其 OR 值 3.3 (95% CI: 2.0-5.4)。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 TBS 數值能有效預測骨折風險，尤其是以 BMD 值分類病患的骨質結構後，再以 TBS 數值分析病患
的骨小樑分佈，更能準確地預測未來骨折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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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躺床之病人 Chest Oblique 的影像品質  
O-015

國際廳Ⅱ
15:20-15:30 

江平全 1   黃逸君 1   蔡筱涵 1   曾櫻綺 1   廖晨卉 1  

1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很多急診病人因受撞擊而胸部疼痛，因此急診醫生時常開 Chest Oblique之檢查單，多數病人因疼痛或是外傷而躺
床進行檢查，因病人無法正常配合擺位，放射師會使用棉被協助病人擺位。但因使用棉被沒有固定之角度以及方式，所以影像
品質較差也沒有一致性，因此想設計一款固定的輔具協助放射師擺位 Chest Oblique，能透過此輔具提升影像品質幫助醫生進行
診斷。 

材料與方法： 材料：數位 X光機，角度為 45度之 sponge輔具，100位外傷的躺床病人分兩組，分別為(1)未使用 sponge之 50例
以及 (2)使用 sponge之案例 50例  
方法：使用 45度之 sponge輔具協助臥床的病人拍攝 Chest Oblique影像，在 SID100 cm，100kV，8mAs的條件下，將床放平，在
病人背後墊一塊 45度之輔具，請病人配合擺位姿勢，請兩位資深放射師閱片評估此影像是否為標準之 Chest Oblique影像，並使
用 Cohen Kappa評估兩者對影像之一致性。閱片後統計有無使用輔具之兩組影像，其 P value 是否有顯著差異。 評分標準：請閱
片放射師對影像給予分數，1到 3分，1分為未達標準之影像，2分為尚可診斷之影像，3分為完全符合標準之影像。

結果： 兩位資深放射師評比後，其 Kappa值為 0.84，有高一致性。兩組影像Ｐ value值為 0.07，並無顯著差異。 

結論： 本實驗結果，兩組影像無顯著差異，其中限制因素為使用者輔具擺放之深淺程度不同以及受檢者之體型差異，此因素皆
可能影響實驗結果。 未把受檢者的體型做區分，可能影響實驗結果，未來可針對病人體型及傾斜角度做更深入之研究。

 

探討胸部斜側位 X 光技術對新冠肺炎檢測之效益  
O-016

國際廳Ⅱ
15:30-15:40 

魏子祐 1   李正輝 1   湯韻璇 1   呂坤木 1  

1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各醫療機構提高警覺設立篩檢站，並使用移動式 X 光機( Portable )，提供胸部
X 光快速診斷。然而傳統前後位 ( Anterior-Posterior, AP ) ，在心臟後區域 ( retrocardiac space ) 易產生死角，因此本研究以
回溯性方式比較胸部 AP、右後斜位 ( Right Posterior Oblique , RPO )擺位方式，並對心臟後方區域的成像進行比較，評估
RPO 影像診斷價值。 

材料與方法： 這項研究回溯 2020 年 4 月 67 位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男性 26 位，女性 41 位，平均年齡 40.5±22.9 歲，分析
來自 Portable ( MUX-200D, SHIMADZU ) 胸部 x 光影像，AP 暴露條件為 76 至 85 kV，2.4 mAs，RPO 暴露條件介於 81 至
85 kV，3.2 至 4 mAs。影像由兩位放射科主治醫師判讀，較資深醫師具三十年以上臨床經驗，另一則具十年以上。統計分
析上使用 Chi-squared test 與 McNemar's test 呈現，並定義診斷使用 AP 無疑似病灶但 RPO 為具疑似病灶較僅使用 AP 具疑
似病灶之比值為診斷效益提升率。 

結果： 67位篩檢患者中，5位患者僅使用 AP 攝影方式，62位患者使用 AP+RPO攝影方式。62位患者中 13位患者中，受
擺位角度影響判讀有 5 位，心臟肥大 ( Cardiomegaly ) 6 位，曾動過主動脈手術 2 位，以上案例無法完整呈現心臟後區域；
其餘 49 位患者在 RPO 影像中完整呈現心臟後區域。僅使用 AP 診斷具有疑似肺炎病灶，兩位醫師判讀結果分別為 18 人
及 21 人；增加 RPO 進行診斷，兩位醫師判讀結果均為 29 人。在比較兩位醫師的診斷結果相關性中，並無顯著性差異 ( p 
> 0.05 ) 。使用 AP 和 AP+RPO 的診斷結果差異性中，呈現兩者具有顯著性差異 ( p < 0.01)。統計結果中顯示，兩醫師平均
診斷效益提升 49%。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AP 無法呈現心臟後區域，而 RPO 能改善並提高胸部 X 光診斷效益，針對 AP 無法觀察之區域做
出貢獻。然而，對於患有心臟肥大患者仍有限制，無法清楚呈現心臟後區域；擺位角度應病人心臟位置改變，約在 50-55
度之間，其角度不足或角度過大仍無法有效診斷。由回溯影像得知，案例增加 RPO 攝影時，在心臟後區域成像上，可提
高可視區增加診斷效益；若病人無 TOCC，經醫師問診排除可能性後，仍建議採用AP view常規檢查即可，無需增加RPO
使病人多接受輻射劑量。 

 

運用 PDCA(循環式品質管理)，降低大腸鋇劑攝影影像不良率及提昇病人安全  
O-017

國際廳Ⅱ
15:40-15:50 

賴國慶 1   李彩鳳 1  

1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 探討執行大腸鋇劑攝影檢查時，運用 P.D.C.A.活動，來降低影像品質影像不良率及病人腹脹不適感，進而
提昇檢查影像品質及病人安全。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蒐集某地區醫院 2019 年接受 lower GI 檢查之患者(含門診、住院)，共 202 例。使用機型為透視 X 光
機(HITACHI)。經由腦力激盪及臨床經驗匯集出：1.出現小腸影像 2.大腸鋇劑量灌注不足 3.雙重影像空氣不足等影像不良
項目。在確認影像不良因素後提出改善計劃(P)，以二次鋇劑灌注法進行檢查(D)，此檢查方法執行成效確實能降低大腸鋇
劑攝影影像不良率(C)。以二次鋇劑灌注檢查法(A)，能降低：1.小腸影像呈像的不良率 2.灌注時的鋇劑不足 3.雙重影像空
氣不足 4.更能降低病人腹脹不適感。 

結果：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運用 P.D.C.A.循環式品質管理，原 lower GI 檢查影像不良率平均為 25.2%，應用二次灌注
法後，統計分析數據得知：(1) 小腸影像呈像的不良率由 19.2％降至 4％，(2) 鋇劑不足的影像不良率由 6.2％降至 1.2％，
(3) 空氣不足的影像不良率由 5.3％降至 1.0％，。(4)病患腹脹不適感由 16.6％降至 3.2％，整體影像不良率改善率平均降
低至 6.2%。。 

結論： 在實施大腸鋇劑攝影(lower GI)檢查過程中，運用 P.D.C.A.循環式品質管理：以二次鋇劑灌注法方式，修改傳統一
次性的鋇劑灌注法，能降低小腸影像呈像的不良率及病人檢查過程中腹脹不適感。藉此方法能有效監控影像品質與病人
安全，並提昇醫學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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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間矩陣法探討 ERCP 立體劑量分佈情形  
O-018

國際廳Ⅱ
15:50-16:00 

林政勳 1  吳昌諭 1  方沛仁 1   謝葦錚 1   鍾家妍 1   莊芝林 2 
1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在透視底下醫師無可避免接受到輻射劑量，但其劑量的多寡，可因其站立位置、不同機器及輻射劑量條件
組合而有所不同。如果能知道在透視攝影室內，哪一個空間在進行透視攝影時，其所遭受到的輻射劑量最高並提供一個
友善的 3D 劑量分布圖，使包括醫師在內的醫療工作人員，有個安心的保障，將會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使用 TLD，在使用前需進行一個校正，需進行穩定度的篩選步驟，淘汰穩定度較低的 TLD，其餘較
高的 TLD 可進行研究用西門子 dRF-Max 透視攝影機，以 90kvp 20mAs X 光照射，進行 126 顆 TLD 篩選，主要是讀取後
做校正因子之計算，以 3 顆為一組進行不同條件照射，進行 75 顆 TLD 編碼，以 90Kvp 20mA，以 10、20、30、60、90、
120s，不同透視時間照射 TLD跟游離腔去做比較，得校正曲線，以 X光中心軸，設定 220×110 cm 的平面空間，以每 27.5 
cm 為間隔點，每一層計 45 個點，共計 5 層,共收集 225 個點，緊密的矩陣交錯於檢查室當中，分別為 85、90、130、150
公分，每層重複測量三次，透視攝影室內，操作人員控制台鉛玻璃上方，貼 12顆 TLD作為日後照射時背景劑量參考，分
別代入 Matlab 進行繪畫，形成一個 3D 劑量分布曲線。

結果：本實驗中設置三位假人並穿上鉛衣以模擬散射情形。經實驗結果得知，在透視攝影室內由 85 至 150 公分，測量到
的空間矩陣的平均吸收劑量由下往上分別為 1.5±0.25、1.287±0.23、1.52±0.17、2.4±1.27mGy、從結果發現，在 4層數據中
150 公分處量測到最高平均劑量，即使是最高劑量也低於法規的限值，甚至有些佈點低於背景劑量，因此可以判定在透視
攝影室作業都符合在範圍內。

結論：可觀察出在三組穿著鉛衣下模擬醫生和護士及助理，其中醫生站的位置比較靠近 X 光射源處,所以本身正面接受到
輻射劑量較高，其次為護士以及助理，三組穿著鉛衣的假人，背後後方 劑量分佈有下降的情形，另外在沒有放移動式鉛
屏風下，護士的接受劑量反而比醫生高。 

 

探討自動比對功能搭配 6D 床於不同部位執行影像導引的成效  
O-019

國際廳Ⅱ
16:00-16:10 

官俊靈 1   李 玲 1   江鎧琳 1   何聖佑 1  

1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由於直線加速器軟硬體設備的進步，以自動比對功能搭配 6D 床來校正影像導引誤差值的技術，在臨床上

廣泛使用。此研究回溯不同部位執行影像導引的拍片歷程來探討自動比對功能應用在不同部位執行影像導引的成效。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回溯頭部、頭頸部及骨盆腔各 10 個案例的每周拍片歷程：將其中僅單獨使用自動比對功能搭配 6D
床校正誤差值即完成影像比對的歷程歸為 A 組；若初步使用自動比對功能但影像比對結果仍有誤差則需要放射師再進入

治療室調整病人姿勢以確保影像吻合的歷程稱為 B 組。統計各部位的總拍片數中 A、B 兩組所佔的比例及影像比對完成

所需的時間。 

結果： 頭部共 30 次拍片歷程中 A 組（單獨使用自動比對功能搭配 6D 床校正誤差值即完成影像比對者）佔了 88.23％，

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24.73 秒；B 組（初步使用自動比對功能但影像比對結果仍有誤差則需要放射師再進入治療室調整病

人姿勢）佔了 11.76％，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194 秒。頭頸部共 40 次拍片歷程中 A 組佔了 35.89％，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23.92 秒；B 組佔了 64.1％，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278.12 秒。骨盆腔共 40 次中 A 組佔了 96.55％，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24.21 秒；B 組佔了 3.44％，平均影像比對時間為 166 秒。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頭部及骨盆腔有高達 88％以上的病人可單獨使用自動比對功能搭配 6D 床校正誤差值且僅需 25 秒

即完成影像比對的拍片歷程；但在頭頸部病人中有 64％初步使用自動比對功能後發現仍有誤差需要放射師進治療室調整

病人姿勢耗時 278 秒（約 4.6 分），在頭部的病人中也仍有 11.76％需要放射師的再次修正，平均耗時 194 秒（約 3.2
分）。可見相對若沒有此自動比對的系統而言，有自動比對系統帶來的高效率是追求的方向，而非”全盤接收其自動比對

結果”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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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蒙地卡羅方式模擬手術中放射治療之光子射源在不均勻物質中的劑量分布  
O-020

國際廳Ⅱ
16:10-16:20 

鄭至佑 1   李家誠 1,2   王愛義 2    林芳薏 1  

1臺北榮民總醫院腫瘤醫學部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背景及目的： 手術中放射線治療(IORT)是癌症放射線治療中的一種，IORT 在手術時使用單次高劑量輻射殺死癌細胞以達到
預期的腫瘤控制率，然而 IORT 的治療計畫系統無法顯示在不均勻物質中劑量的分布，可能導致對於治療範圍及劑量無法精
確評估，因此本研究目的為藉由蒙地卡羅方式模擬手術中放射治療之光子射源在不均質物質中的劑量分布，希望能提升
IORT治療的準確性。 

材料與方法： 使用蒙地卡羅模擬 50KeV光子能譜之單顆射源的縱向深度劑量以及角度劑量分布與 Mark J. Rivard, et al在 2006
年的論文比較，以確認 50Kev 射源模擬的正確性，接下來，使用蒙地卡羅模擬 IORT 使用之水球中不同射源停留時間下與治
療計劃系統的縱向深度劑量和角度劑量分布比較，最後運用蒙地卡羅模型模擬不均勻物質對於劑量的影響。 

結果： 單顆射源下蒙地卡羅模型與論文的比較顯示，縱向深度劑量結果為在 5公分以內兩者誤差小於 5.5 %，角度劑量分布
結果為在 2 公分以內兩者誤差小於 7.9 %。多顆射源下使用實際治療中計劃系統的停留時間為條件，比較蒙地卡羅模型模擬
結果與治療計劃系統，縱向深度劑量結果為在 1.2 公分以內兩者誤差小於 3.5%，角度在 90~0 度及 0~270 度之水球表面劑量
於蒙地卡羅模型模擬與治療計劃系統的結果，兩者誤差小於 9.4%。使用校正過的蒙地卡羅模型模擬 0.5mm 鉛板厚度鉛板(4
公分直徑圓盤)放置水球表面，和沒有鉛板比較下劑量差異為 99.9%。

結論： 了解手術中放射治療在不均勻假體中劑量的分布、鉛屏蔽對劑量衰減的影響，可以有效增加手術中放射治療的準確
性，本研究後續會使用此蒙地卡羅模型模擬 IORT 在均勻假體及不均勻假體中與量測結果做驗證，希望能讓 IORT 治療計劃
系統更趨完善。 

 

使用侖道假體比較一般射束及高強度射束之周邊低劑量於早期非小細胞肺癌 
O-021

國際廳Ⅱ
16:20-16:30 

陳韋霖 1   梁雲 1    張寶樹 2    劉明祥 1     張瑛真 1  

1高雄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 探討直線加速器之高強度(flattening filter free, FFF)射束和傳統一般射束光子射束特性，並評估其應用於立體定
位消融性放射治療(SABR)第一期非小細胞肺癌時，對周邊低劑量(peripheral low dose)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先以均質假體 Solid water比較兩種射束特性差異然後在相同的治療計畫品質下，以一般模式和高強度模式之光
子射束執行 SABR治療第一期非小細胞肺癌，使用光刺激發光劑量計(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osimetry, OSLD)和擬真
人形假體(Rando phantom)，實際度量照野外的正常組織所接受的劑量，並比較其差異。

結果： SABR 治療第一期非小細胞肺癌，總處方劑量 60 Gy 時，使用 FFF 射束，周邊劑量減少為水晶體 27.03%、甲狀腺
8.23%、肺尖 14.11%、肺部 17.40%、食道 17.85%、心臟 13.00%、下肺部 20.09%、乳房 21.69%、肝臟 25.28%、胃 23.62%、
腎臟 23.99%、升結腸 36.71%、降結腸 27.11%、卵巢 57.71%及膀胱 40.52%，相較於傳統射束，以 FFF 模式治療之所有周邊
器官平均吸收劑量均較一般射束模式低。 

結論： 實驗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射束使用 FFF 射束可減少周邊劑量，降低由輻射誘發二次癌症之風險。結果顯示其差異於
距照野 10 cm後更明顯，平均為 47%(Solid water)、32%( SABR )。對於預估有較長存活期的癌患病人和考慮病患癒後生活品
質是需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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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擬人假體搭配新式 3D 列印 bolus 對於重建乳房病患放射治療劑量之影響  
O-022

國際廳Ⅱ
16:30-16:40 

高惠紅 1   李家誠 2,3   王愛義 3   謝宗佑 2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腫瘤醫學部 
2 臺北榮民總醫院腫瘤醫學部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背景及目的：對於腫瘤在表淺處的重建乳房患者，臨床上會使用扁平的商用 bolus 將其劑量曲線往表面移動，使腫瘤獲得足
夠劑量，但對於乳癌患者術後乳房重建，會使得商用 bolus 無法與患者不規則皮膚表面貼合，形成氣隙會導致劑量不足，因
此本研究期望能製作 3D 列印客製化 bolus，以達到精準放射治療的目的。

材料與方法： 6MV 光子下使用平板游離腔分別量測 5、10 和 15 mm 不同厚度，材料分別為固態水假體、商用 bolus、Grey、
Clear、聚乳酸(Poly Lactic Acid, PLA)，計算出其對應的等效水假體厚度以找出最接近水的材料。接下來掃描擬人假體後於治
療計劃系統作出虛擬 bolus，用 3D 列印出虛擬 bolus 的形狀，再從治療計畫系統分別使用 2D 合併強度調控放射治療(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照野內照野技術治療(field-in-field, FIF)和 IMRT 三種治療技術，並各自搭配虛擬 bolus、
PLA、Clear、商用 bolus 以評估劑量參數，包括 PTV(V100%)劑量包覆性和正常組織接受的劑量進行比較。 

結果：從水假體等效厚度的實驗中，本研究發現 3D 列印中空設計含水的 PLA材料最接近水假體等效厚度。在三種治療技術
中，3D 列印的材料 PLA、Clear 的劑量包覆性近似虛擬 bolus，V100%為 93.7-95.7%；而商用 bolus 在三種治療技術中的劑量
包覆性最差，V100%皆小於 85%，且乳房表面平均劑量減少 3％；心臟平均劑與患側肺臟 V20Gy 在三種治療技術下差異不
大。我們也可以從電腦斷層影像觀察出 3D 列印的 PLA 和 Clear 比商用 bolus 更能貼合擬人假體之乳房，達到較小的氣隙，能
使靶體積獲得足夠的劑量。 

結論：使用 3D 列印客製化組織填充物對於乳癌病患術後乳房重建後皮膚的不規則表面能更加貼合，且能近似治療計畫中虛
擬 bolus 的劑量表現，期望未來取代傳統商用 bolus。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對核子醫學檢查人數的影響  
O-023

國際廳Ⅱ
16:40-16:50 

王文祥 1   陳妍文 1   黃曉君 1  

1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2019年 12月起中國湖北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疫情初期個案多與武漢華南海鮮城活動史有關，中國
官方於 2020 年 1 月 9 日公布其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隨後迅速在中國其他省市與世界各地擴散，並證實可有效人傳人。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布此為一公共衛生緊急事件，2 月 11 日將此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的疾病稱為 COVID-
19。為監測與防治此新興傳染病，我國於 2020年 1月 15日起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於 2020年
1月 21日確診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另於 1月 28日確診第 1例本土個案，為境外移入造成之家庭群聚感染。109年 3月
3日起，住院患者之陪病者(含照顧服務員)，限制為 1名，全台所有醫院都祭出嚴格的出入管制措施。 

材料與方法： 檢查類別將核子醫學檢查分神經、呼吸、泌尿系統、炎症腫瘤、內分泌檢查、消化系統、肌肉骨骼、血管心
臟及正子造影。 

結果： 2019/03~2019/05 檢查人數-神經：64、呼吸：9、泌尿：43、炎症腫瘤：63、內分泌檢查：173、 消化系統：88、肌肉
骨骼：704、血管心臟：563、正子造影：238，合計共:1945人；2020/03~2020/05 檢查人數分別為 40、6、39、42、137、69、
682、445、278，合計共：1738人。2020/03~05和 2019同期相比較，檢查人數衰退 10.64％。

結論：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為防止院內感染，全台所有醫院都祭出嚴格的出入管制措施，且門急診就診人數持續下
降、本院門急診就診人數 2020/03~2019/05 和 2019 年同期相比較，衰退 19.45％。醫療體系受武漢肺炎影響到什麼程度，門
急診下降的原因很多，包含民眾社交安全距離有做好、口罩有戴好導致感冒人數下降，或者有些病人到醫院會有擔憂，導
致上醫院頻率降低等，都是門急診率下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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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心律不整病患之輻射劑量

亞東紀念醫院心導管室  

074  劉憲正  XA-010 確認 IVUS 於心導管影像上之成像
切面位置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放射科  

075  詹淯姍  CT-001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of 
Thalassemia- Case Report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科

076  林義紘  CT-002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ose 
Optimization from Poisson Noise 
Simulation CT Lumbar Spine 
Radiography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077  洪鵬翔  CT-003 Assessment of Liver Lesions using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078  包秉中  CT-004 利用電腦斷層工作站後處理之影像去
輔助腎臟腫瘤病人的治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079  呂學政  CT-005 電腦輔助偵測系統於阿茲海默症應用
分析 楊梅天成醫院放射診斷科 

080  鍾倩如  CT-006 如何計算冠狀動脈電腦斷層攝影的
最適化掃描延遲時間與對比劑劑量

怡仁綜合醫院醫學影像中心  

081  廖書柏  CT-007 可變式螺距技術執行電腦斷層血管
攝影於主動脈剝離之評估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082  黃微儀  CT-008 縱膈腔脂肪瘤—病例報告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影像醫學部 

083  范芳郡  CT-009 藉由 DSCT 影像分析評估髂靜脈壓迫
症候群病患的影像亞型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臺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084  沈雨婕  CT-010 
案 例 報 告 — 植 入 永 久 性 導 管
（Permcath）合併上腔靜脈症候群
（SVC syndrome）之電腦斷層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085  陳麗萍  CT-011 幼童誤食水晶球利用電腦斷層影像
判讀—病例分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086  徐嘉偉  CT-012 電腦斷層影像應用於身體組成分析之
經驗分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087  阮仕琳  CT-013 利用衛教影片提升患者對電腦斷層之
檢查認知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放射科

088  劉書瑜  CT-014 
運用電腦斷層診斷莖突過長症候群
（Eagle’s syndrome）之多層面重建與
三維重組影像討論-案例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089  陳品辰  CT-015 COVID-19 之個案在核酸檢測連續三
採陰性後之電腦斷層影像分析與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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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吳哲維  CT-016 雙能量電腦斷層於顱內「動脈內取
栓術」術後應用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放射診斷科 

091  許家培  CT-017 使用稀釋對比劑於雙能掃描模式執行
下肢 CTA 檢查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092  王靜嫻  CT-018 異常心臟支氣管分支在 CT 上影像
病例報告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影像醫學部 

093  李梅鳳  CT-019 Low Extremity CTA 調整檢查步驟使
對比劑使用適量化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放射科  

094  邱柏勛  CT-020 吐氣相肺部電腦斷層攝影技術用
於提升小支氣管之診斷率

台北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095  黃俊峰  CT-021 低管電壓(80kV)運用於下肢電腦斷層
血管攝影其影像品質及輻射劑量探討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放射診斷科  

096  劉棕萌  CT-022 電腦斷層掃描中心位置偏移及 bowtie 
filters 對影像的影響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097  林詩文  CT-023 利用電腦斷層偵測腦下垂體中風—
案例分享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
羅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098  曾威錡  CT-024 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分析醫療工作者
肺部結節之篩檢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  

099  吳之蘭  CT-025 運用電腦斷層專用頭部固定器改善
受檢病患非自主躁動之運動假影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0  林虹圻  CT-026 利用 Double Test Bolus 技術於小腿
Free Flap 的檢查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101  林宥辰  CT-027 自發性冠狀動脈剝離案例分享 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  

102  蕭智丞  CT-028 腦靜脈竇栓塞之急診病例報告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3  許家礎  CT-029 上腸繫膜動脈血栓於電腦斷層下案例
探討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104  章文嘉  CT-030 兩個巨大冠狀動脈血管瘤伴有廔管至
肺動脈之案例分享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科  

105  趙家陞  CT-031 運用電腦斷層 3D 重組功能，重現
創傷患者患部結構影像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106  黃鈺雯  CT-032 Heart and Vessel CTA 於經導管主動脈
瓣膜植入術(TAVI)之應用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放射診斷科  

107  李築林  CT-033 胸部挫傷引發嚴重瀰漫性皮下氣腫與
縱膈腔氣腫之病例報告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8  林世民  CT-034 電腦斷層頸部攝影運用器官劑量調控
技術之評估—假體研究

耕莘醫院安康院區放射科  

109  黃郁評  CT-035 CT 影像中使用 RAPID 系統分析
ASPECTS於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差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110  何雅婷  CT-036 極罕見游離肺之影像病例報告 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111  曾佩怡  CT-037 臨床案例分享—主動脈再次剝離復發
(re-dissection)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112  林可文  CT-038 掃描時間對腹部電腦斷層顯影成像上
的差異 義大大昌醫院醫學影像科  

113  陳祥元  CT-039 靜脈留置針監控系統改善對比劑滲漏
風險之應用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科部  

114  許哲維  CT-040 肝臟三相電腦斷層早期與晚期動脈相
之影像品質差異

台北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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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呂昕穎  CT-041 探討電腦斷層掃描下脂肪肝 CT 值與
肝脂肪含量的關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科  

116  楊玉雯  CT-042 利用醫學影像評估隱匿性骨折之診斷
價值—病例報告

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科  

117  黃薇儒  CT-043 利用SMAR有效提升下腹腔影像診斷率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影像醫學科 

118  張勝昌  CT-044 電腦斷層對比劑漏藥 TRM 應用之
經驗分享

台北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119  林威良  CT-045 左前降支冠狀動脈伴隨動靜脈廔管及
心肌橋之電腦斷層—病例報告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

120  林世杰  CT-046 運用因素分析及工時業務量探討臨床
績效評估—以電腦斷層業務為例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121  王姵涵  CT-047 縮短急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
CTA/CTP 檢查時間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122  黃素蘭  CT-048 
運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
分析電腦斷層檢查對比劑用藥安全—
以南部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國軍高雄總醫院放射科  

123  楊子慶  MR-001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mination and 
Hearing Abnormalities in Newborns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24  蔡秀慧  MR-002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in PAOD: 
Performance of NATIVE SPACE and 
TOF Techniques

亞東紀念醫院影像醫學科  

125  王琪惠  MR-003 The Application of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on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6  張育培  MR-004 
MRI Imaging on Lymphoma Metastasis 
to Vertebral Body Hemangioma: 
Collision Tumor Causing Spinal 
Stenosis?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影像醫學部 

127  劉名宏  MR-005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Ultrafast wave-CAIPI T1-weighted 
MPRAGE Imaging in Pediatric 
Examination

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128  黃麗娟  MR-006 
MRI Structural Surrogate in 
Differentiating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Patient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29  張宇晞  MR-007 Prediction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ngle by Using MRI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0  陳佩君  MR-008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iagnosis 
of Adult Onset Neuronal Intranuclear 
Hyaline Inclusion Disease: a Case 
Report 

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131  洪碧慧  MR-009 磁振造影檢查於藏毛疾病 (Pilonidal 
disease)之臨床應用—病例報告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科

132  葉政亜  MR-010 利用核磁共振儀進行下肢淋巴管造影
之個案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3  江瑞益  MR-011 利用醫療頸圈減少鼻咽癌病人頸部
移動假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4  賴佩絹  MR-012 以卜邁維斯肝膽相 StarVIBE影像診斷
呼吸器病患之門靜脈栓塞【案例報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5  林佳霓  MR-013 磁振造影在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的應用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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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陳立國  MR-014 深部腦刺激對帕金森氏症患者的大腦
白質完整性的影響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37  陳淑怡  MR-015 肝腺瘤之磁振造影－病例報告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38  林雋毅  MR-016 高解析度磁振造影探討豬膝關節分區
結構及影像特徵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139  李岱芸  MR-017 以外顯擴散係數圖譜分析常態性桌球
運動之健康長者的海馬迴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140  唐知行  MR-018 發育性靜脈異常 (DVA) 於動脈自旋
標記 (ASL) MRI 上之表現—病例報告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影像及核子醫學部

141  柯見霖  MR-019 巴林氏症候群在磁振造影上的表現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142  李岱芸  MR-020 以磁振頻譜分析常態性桌球運動對
健康長者中腦的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143  唐知行  MR-021 
PROPELLER DW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於全口式金屬假牙
之應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影像及核子醫學部

144  鍾枚芳  MR-022 疑似致心律失常右心室發育不良
(ARVD)在磁振造影之影像個案報告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放射科  

145  林敬淳  MR-023 
利用 3D DELTA FLOW技術在顯影 10
分鐘後偵測胸腔壁上 LFVM (Low-
Flow Vascular Malformation)的栓塞範
圍以利評估治療效果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影像醫學科 

146  黃婉廷  MR-024 利用 SWI序列偵測 CT與常規 MRI無
法顯示之腦內微小出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影像醫學科  

147  邱文良  MR-025 對於頑固型思覺失調症患者之榖氨酸
(Glutamate)磁振頻譜造影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放射診斷科 

148  黃國川  MR-026 負重動態磁振造影檢查於頸椎椎間盤
突出診斷的效益評估探討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影像醫學部  

149  張佩娣  MR-027 大腦黑質燕尾特徵在 3.0T磁振造影影
像上的表現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醫學影像部

150  李明鴻  MR-028 以定量流速分析技術量化顱內血管流速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

151  魏琇如  MR-029 應用小兒磁振造影衛教單成效呈現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152  雷粟蓉  MR-030 運用精實手法提升住院病人磁振造影
檢查之排程作業效能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53  張維珍  US-001 利用超音波診斷初期急性闌尾炎—
個案討論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54  張淑雯  US-002 馬蹄腎之超音波診斷—兩病例報告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55  梁雅嵐  US-003 腹部鈍傷造成腎上腺損傷—案例分享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56  宋恩佳  US-004 人工智慧自動辨識於超音波膽囊影像
之應用 國軍高雄總醫院放射科  

157  蔡芬妮  US-005 甲狀腺結節的 ACR TI-RADS 分級與
FNAC 結果比較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58  陳淑怡  US-006 
利用超音波檢查快速診斷肩膀旋轉肌
腱撕裂(Rotator cuff tear, RCT) —病例
報告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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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胡瓊心  US-007 急性腎盂腎炎(acute pyelonephritis)臨
床超音波影像鑑別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160  黃巧芸  US-008 體外震波碎石術後，以腹部超音波評
估追蹤之必要性—案例分享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61  賴麗錦  US-009 
評估超音波虛擬接觸組織成像定量技
術對於乳房腫塊良惡性鑑別度—中部
某區域教學醫院之經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
醫院影像醫學部 

162  王純瓊  US-010 交叉融合腎外翻在超音波的表現－
案例分享 

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63  賴麗錦  US-011 非典型良性乳房病灶於超音波聯合虛
擬接觸組織成像定量技術之探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
醫院影像醫學部 

164  方鵬豪  US-012 超音波影像雲端案例學習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165  張綾娟  US-013 
研究以磁振導引聚焦超音波進行腫瘤
骨轉移熱治療後細胞激素改變與預後
評估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166  彭賢雯  US-014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First 
Trimester Screening of Preeclampsia 
Based on 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67  陳立珣  US-015 Early Prenatal Diagnosis of Septo-optic 
dysplasia: Case Report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婦產部  

168  蔡旻家  RT-001 
Dose Verification of Brachytherapy 
Using NIPAM Gel Dosimeter Combined 
with Parallel-beam Optical-CT scanner : 
a Feasibility Study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牙醫部  

169  陳棋韋  RT-002 

Comparison of IMRT, VMAT and 
TOMO Radiotherapy Planning for 
Graves’ ophthalmopathy Based on 
Dosimetric Parameters Analysis: a Case 
Report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170  李宜樺  RT-003 
Dose Verification on Brachytherapy 
Using 3D NIPAM Polymer Gel 
Dosimeter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171  黃雅玉  RT-004 

Using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mage Guidance 
System for Evaluation the Setup Errors 
between Different Fixation in Proton 
Therapy for Intracranial Lesions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永慶尖端癌症醫療中心  

172  洪佐叡  RT-005 使用 ImageJ 影像分析軟體測量遙控
後荷式近接治療機輻射源停留位置分析

花蓮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73  蔡仁豪  RT-006 等效組織填充物對於放射治療之計劃
靶體積劑量包覆性的影響

光田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174  潘松育  RT-007 直線加速器配備雙光子能量的評估及
其必要性 

安泰醫院放射腫瘤科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75  陳孟銓  RT-008 
全身皮膚電子射束照射 Total Skin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TSEB)劑量
分布分析與臨床運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176  賴鵬安  RT-009 評估乳癌患者懷孕中放射治療胎兒
接受的劑量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77  蘇啟文  RT-010 探討呼吸調控對內乳淋巴結照射的影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78  黃雁媚  RT-011 近接治療於蟹足腫之應用—案例分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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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序 作者 壁報編號 題目 服務單位 

179  賴鵬安  RT-012 頭頸部癌症治療應用壓肩器以改善
固定效果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80  黃小茹  RT-013 三維列印與商用組織補償物於病人
定位時之誤差評估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181  廖芝瑩  RT-014 針對足部放射線治療使用自製模具之
經驗分享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  

182  陳詩韻  RT-015 
運用 TRM 團隊資源管理－以體重監測
機制，提升癌症病人放射治療計畫遵
循率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  

183  周宜蓁  RT-016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降低放射治療計畫
異常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放射腫瘤科  

184  呂坤達  NM-001 Tc-99m 標幟紅血球胃腸道出血造影
意外發現腸道腫瘤—個案分享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  

185  蔡書汎  NM-002 以 SNMMI/CTN 肺癌假體進行數位式
正子暨電腦斷層掃描儀影像參數最佳化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  

186  郭佩怡  NM-003 以 QC 手法降低門診病人核醫全身
骨骼掃描排程閾值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核子醫學科  

187  王琮閔  NM-004 
探討以不同方法合成 131I-IMPY 之
合成率及對細胞專一性與毒性效果
之評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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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s Taken During the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New Coronavirus are 
in Yangmei Ten-Cheng Hospital 

Poster 001
OT-001 

Sheng-Hui Cheng1     Hui-Ching Chang1  Shiue-Jeng Liu1   Yu-Xuan Liu1   Wei-Hsun Chen1   Yuan-Hsiang Chung1 

1 
Radiology Department, Yangmei Ten-Chen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At present, the complete transmission route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but it is known 
from the epidemic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of confirmed cases that by close droplet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with virus-
containing oral and nasal secretions or without complete protec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taying in a confined space within 2 
meters of the suspected patient for a long time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human to human infection. In response to sudden outbreaks, 
when regional hospitals cannot provide a complete isolation place in time, other alternativ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by frontline medical personn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SHIMADZU Mobileart Evolution Portable  
CR cassette  
Protective lead sheet *2  
Interphones  
Applicable objects are asymptomatic infections and mild patients 15 to 70 years old  
Irradiation distance is 120cm  
The dose is set to 90KV,4.0mAs  
The upper edge of the cassette is approximately parallel to the shoulder when placing the horizontal film, and the upper edge of the 
cassette is approximately at the chin when placing the straight film.  
Photography process:  
Emergency report as suspected patient  
1. Please the suspected patient to the indoor isolation waiting area, and the radiologist will stop the Portable to the designated 
irradiation location outside the isolation.  
2. Place the film cassette and the mobile lead screen in the designated position  
3. Use the walkie-talkie to guide the patient and adjust the position with the icon  
4. After the inspection is completed, perform instrument disinfection in the cleaning area and notify the cleaning staff to disinfect 
in the inspection room 

Results: The image results presented when using the isolated position have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doctor's image interpretation.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used for on-site high-risk infectious disease inspection,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required image 
interpretation standards, 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risk of infection by radiologists, and also reduces the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caused by unknown diseases. 

 
Using Ultrasound Guide to Assist Patients with Nipple Retraction to Perform 
Ductography  

Poster 002
OT-002 

Chia-Chi  Mu1   Tai-Ching Wu1   Hsiu-Ti  Wu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 Mei Hospital, Chia-Li, Tainan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For th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nipple discharge，outpatient physicians will use Ductography to diagnose, 
to exam the patient’s mammary duct for lesions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lesions, but for patients with nipple retraction, it will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performing the examination, poor contrast medium enhancement results in difficult diagnosis or failed examin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Ductography, the radiologist will press the breast to find the opening site of the abnormal nipple 
discharge, use a ductogram cannula inject contrast medium and take mammagraphy to exam for abnormalities, but for patients with 
nipple retraction, it is difficult to perform the examination, because the opening site of the abnormal nipple discharge can not be 
determined or the ductogram cannula can not be placed into the opening site. So we can use ultrasound to find the dilated duct, use 
a 10ml syringe with a 22G needle filled with contrast medium, inject contrast medium into the dilated duct by using ultrasonic 
guide,and perform Ductography. 

Results: Using ultrasonic guide to inject contrast medium into the dilated duct and then perform Ductography, we can clearly see the 
mammary duct full of contrast medium,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examination will not be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inability to 
find the opening site or the placement of the ductogram cannula, or the pressure of the mammary duct makes the contrast medium 
difficult to push,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ntrast medium did not completely enter the mammary duct when performing the 
Ductography. Using ultrasonic guide to directly inject contrast medium into the dilated duct,it can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mammary duct enhancement, reduce the failure of Ductography due to the abnormal structure of the patient and other factors.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nipple retraction or no abnormal nipple discharge at the time of examin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perform 
the examination, but we can use ultrasonic guide to directly inject contrast medium into the dilated duct and then perform 
Ductography, it can reduce the failure of Ductography due to the abnormal structure of the patient or other factors,and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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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Breast Hardness in Mammography 
Poster 003

OT-003 

Mei-Yun Chiu1   Yu-Pin Chang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Breast hardness has some relevance when performing mammography positioning. Stiffer breasts are 
more difficult to operate than soft breas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clinical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record the hardness of the breast and 
observe the image of further analy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Collect a total of 379 cases of women's mammogram from 2019/12/13 to 2020/06/30. The breast hardness 
is divided into 1-5 score, according to the sense of the radiation technologist. Score 1 is for softer breasts, increasing breast stiffness 
increases the score. In order to avoid interference after viewing the image, the radiation technologist records the breast hardness after 
performing the positioning RCC view on the first time. Record the width of the outside 45° adipose of the RCC view, and record it 
as A and the width of the outside 45° RCC view, record it as B. Calculate values of A/B and observed the image patterns. 

Results: Exclude those who cannot be analyzed due to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gland and fat in mammogram, a total of 364 
cas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Which 15 were scoring 1 and 73 were score 2 and 130 were score 3; other 114 was scoring 4 and 
32 were score 5. Scores of 1 and 2 are regarded as soft breasts, scores of 4 and 5 are considered hard breasts, score 3 are moderate 
hardness breasts. The A/B values：Stiffer breasts average 1.74 times as softer breasts, in other words, the stiffer breast fat layer is 
thicker than the softer breast. Extremely dense breasts are softer often; stiffer breasts have glands closer to the Chest wall; stiffer 
breasts have thickness than the softer breast. 

Conclusion: The stiffer breasts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compression force during the mammography,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positioning. When we have some knowledge of breast hardness, we can use it as a reference to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positioning techniques in mammography. 

 

乳房攝影巡迴車篩檢追蹤分析研究—以苗栗地區為例 Poster 004
OT-004 

周孟儀 1   楊凱文 1   龍興中 1   黃淑珍 1  

1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本院於民國 100 年啟用數位乳房攝影巡迴車，提供苗栗地區民眾可近性更高的篩檢服務，有效提高篩檢

率，研究目的在乳房 X 光攝影巡迴車篩檢數年，發現在苗栗地區篩檢率並無明顯提升，院內乳癌篩檢族群相比也略有不

同，因此希望藉由此研究來探討原因，做為未來改善及長期發展方向參考。 

材料與方法： 統計民國 100 年 1 月起到民國 106 年底止，本院執行房攝影巡迴車之乳癌篩檢個案乳癌篩檢的人數、篩檢

人數區域分佈、篩檢報告結果分佈、篩檢陽性個案人數及陽性個案回診人數、接受組織生檢人數、病理組織確診為乳癌

人數、及個案醫院接受治療的人數等，分析進行追蹤分析研究。 

結果： 統計本院 100 年至 106 年本院乳房攝影巡迴車資料建檔，共 14967 人次婦女接受乳房攝影 X 光巡迴車篩檢，平均

年齡為 56.7 歲，受檢者為苗栗縣市婦女共 14660 人次，其餘 307 人次他縣市受檢者，乳房攝影結果 BIRADS-0 為 1087 人

次，BIRADS-1 為 11788 人次，BIRADS-2 為 1986 人次，BIRADS-3 為 84 人次，BIRADS-4 為 16 人次，BIRADS-5 為 6
人次，疑陽性個案 0、3、4、5 共為 1193 人次，其中有 202 人無法追蹤，991 人次在本院或他院接受超音波、穿刺或切片

等後續追蹤確診治療，其結果有 40 個案確診乳癌，40 個案為非乳癌，需回診比率為 7.98%，陽性預測值 1 率為 3.3%，

乳癌偵測率為 2.7。 

結論： 自民國 100 年起到民國 106 年止的統計分析中，數位乳房攝影巡迴車大量增加乳癌疑似個案數，但也有近 4 成疑

似個案不在本院回診，苗栗多數在山區鄉鎮往返各醫院交通非常不便，且因需農耕或年長者等導致不願到醫院複診；且

在乳癌確診及治療是跨部門的團隊，如乳房外科、放射腫瘤科、血液腫瘤科、核子醫學科等，本院除了乳房外科其他部

位都未設立，也是民眾在就醫選擇上對與本院的信心度、醫師群與檢查的信心度與醫療服務品質都可能是民眾不願回診

就醫，是當前的困境也是需要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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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檢視婦女參與乳癌篩檢之研究  Poster 005
OT-005 

林純如 1   李建龍 1   黃玉琴 2   楊雅帆 3  

1衛生福利部台中醫院放射科 
2國立台中教育大學管理學院 
3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衛生福利部資料顯示 107 年乳癌篩檢率於四大癌篩吊車尾；六大醫療區域中，中區之乳癌死亡率較高；而
台中市乳癌篩檢率僅達 35.7%，位居六都之末。本研究擬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檢視婦女參與乳癌篩檢率偏低的原因，
進而提供有關單位推廣乳癌篩檢政策之參考依據。 

材料與方法： 收集 30 位曾經做過乳房攝影之質性訪談來擬定結構式問卷，委請 6 位計畫行為理論/臨床醫療/流行病學領
域之專家學者，進行問卷之專家效度及內容效度之檢視，後經人體試驗倫理委員會審查，於衛福部台中醫院及台中市乳
房巡迴車服務據點施行本問卷研究。 研究對象依便利取樣 45-69 歲乳癌篩檢婦女，50 份預試問卷進行信度檢驗及 400 份
正式問卷進行本研究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軟體進行分析，並以 SEM 模型了解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篩
檢經驗，對參與乳癌篩檢此行為意圖之影響。 

結果：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篩檢經驗，正向且顯著地影響乳癌篩檢此行為意圖；其中過去篩檢經驗影
響行為意圖之迴歸加權係數 0.518 的影響最大。檢視過去篩檢經驗之題項發現，『進行檢查的時間充足，能增加受檢者的
好 感 度 』 對 行 為 意 圖 影 響 最 高 ( 解 釋 變 異 量 為 0.65) 。 本 整 體 模 型 解 釋 力 R2 為 0.768 。 
過去篩檢經驗中的題項：『檢查時間充足，能夠增加受檢的好感度』、及『有緩慢壓迫，疼痛感是受到重視及調整』，
於院內受檢樣本之認同度，顯著較巡迴車受檢樣本為高。 

結論： 本研究顯示巡迴車受檢的民眾，持續定期做乳癌篩檢的行為意圖較院內篩檢民眾為弱。因此建議市區民眾盡量於
醫院內受檢；至於巡迴車以郊區或醫療資源較差區域為主，仍有其必要性。文獻指出適齡女性若能持續進行乳癌篩檢，
能有效降低乳癌致死率。巡迴車不願讓民眾等候太久，壓縮受檢時間無暇關注民眾感受，導致疼痛感較高及再檢意願偏
低。建議巡迴車乳癌篩檢應注意受檢人數掌控、受檢時間充裕(至少 15 分鐘)，使放射師有足夠時間關懷婦女於受檢過程
之需求，降低緩慢壓迫之疼痛感，使醫病關係更好，提高服務品質，進而強化婦女後續篩檢意願。 

 

乳房攝影使用 Patient-Assisted Compression（PAC 裝置）與放射師壓迫疼痛比較  Poster 006
OT-006 

張筱茜 1   袁孟祺 1   蔡伯邦 1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乳房攝影能有效診斷早期乳癌，所以國健局推廣 2 年能免費做一次乳房攝影，但國人許多因為怕痛而不敢

做檢查，因此找出能在檢查過程減輕疼痛很重要。本院特別引進 GE機型 Senographe Pristina的 Patient-assisted compression 
(PAC) 裝置，因此研究 PAC 是否能讓檢查減輕疼痛。 

材料與方法： 乳房攝影機型為 GE Senographe Pristina，壓迫板為彈性壓迫板(Flexible Paddle)，資料收集時間從 108 年 12
月 16日到 109年 5月 29日，共 50位受檢者。所有受檢者皆是做國健局提供的免費乳癌篩檢，排除乳房開過刀、五十肩、

行動不便、身體不適，並願意配合做研究。壓迫 4 張，2 張放射師壓迫，2 張受檢者自行使用 PAC，並紀錄 4 張影像的疼

痛指數。疼痛指數評估工具使用 NRS(Numerical Rating Scale)數字量表。 

結果： 50 位受檢者，使用 PAC 與放射師壓迫一樣痛的有 30 位佔 60%，使用 PAC 比較不會痛的有 15 位佔 30%，使用

PAC 比較痛的有 5 位佔 10%。 

結論： 針對使用 PAC 與放射師壓迫一樣痛的幾位受檢者做訪問，了解受檢者雖然給的疼痛指數分數是一樣痛，但在心理

上感覺比較不會痛而且過程比較舒適。而使用 PAC 比較痛 5 位中有 3 位，其使用 PAC 壓迫力道都大於放射師壓迫力道，

而有 2 位因為不太會使用 PAC 導致壓迫時間過久而讓檢查更加不舒適。由於此研究都是同一個放射師執行，此放射師執

行乳房攝影已有 10年以上的經驗，也許不同放射師執行下結果會不一樣。但要讓受檢者能減輕疼痛除了 PAC裝置之外，

發現給予耐心同理心和鼓勵的言語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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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乳房攝影導引真空切片取代 2D 乳房攝影定位合併外科手術之可行性  Poster 007
OT-007 

徐玉芳 1   黃大宜 1   楊靜如 1   孫開利 1   鄧婉竹 1  

1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乳房攝影診斷結果為 BIRAD 3(乳房影像報告分級-可能良性病灶，須短期追蹤)的病人而言，追蹤過程常常
是一段相當折磨的經歷。 以往要證實乳房攝影鈣化的良惡性，必須由放射科醫師在病人乳房中置入導引定位針，並配合
外科手術取出組織，送放射科執行照影以確認鈣化點是否全部取出。外科手術會在病人身上留下約 2-3公分的傷痕，跨科
室的配合及病人、檢體轉移使得檢查過程相當冗長。 3D 乳房攝影導引真空切片抽吸組織檢查是一項微創手術，於局部麻
醉下進行。使用以乳房 X-光攝影為基礎的立體引導定位技術，配合真空抽吸組織的粗針，把乳房鈣化點抽取出來做進一
步化驗。真空抽吸相較於傳統外科手術時間短，傷口小，對病人而言可減緩漫長的追蹤過程及心理焦慮。本研究在確認
可疑組織全數取出的前提下，思考以真空抽吸取代傳統外科手術之可行性。

材料與方法： 統計真空抽吸與立體定位個案各 20 例，並統計檢查時長與後續追蹤影像。 計算術前定位影像時間與檢體
影像之攝影時間差以比較兩種檢查所須檢查時間。 由三位國健乳篩放射師比較術前以及術後追蹤影像，並將追蹤影像分
類為四等級進行評分及統計。

結果： 統計真空抽吸與立體定位個案各 20 例，並統計檢查時長與後續追蹤影像後得知，3D 乳房攝影導引真空切片較 2D
乳房攝影定位後進行外科手術確實大幅縮短整體檢查所需時間。此外，真空抽吸所造成乳房缺陷與損害較小，不會因為
乳房組織扭曲，而使未來追蹤檢查的乳房攝影影像難以判讀。

結論： 3D 乳房攝影導引真空切片傷口小，乳腺組織分佈變化較小且無明顯疤痕，遺漏率低，整體檢查時間較短。但需全
額自費負擔切片針及組織標示夾為其缺點。現行臨床做法上，若是真空抽吸結果為惡性者，則仍須進行外科手術切除病
灶。因此對於高度懷疑惡性的病灶，並不建議進行真空抽吸手術。也因此 2D 乳房攝影定位合併外科手術的做法並無法完
全由真空抽吸術取代。然而，此技術實是一項極有前瞻性的、值得發展的新檢查。

 

病灶影像與平均乳腺劑量在乳房攝影與乳房斷層攝影之間的差異性  Poster 008
OT-008 

吳家琪 1   劉蕙瑜 1   賴欣宜 1   藍功堯 1  

1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比較乳房病灶與平均乳腺劑量在乳房攝影 (Mammography﹐ 2D)與乳房斷層攝影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3D)之間的差異性，探討乳房斷層攝影能否取代常規乳房攝影。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GE Pristina 2D+3D 模式，照攝 100 位乳攝個案，之後分別以乳攝專用 5MP 螢幕判讀乳房病灶在
2D 與 3D 影像上的呈現，以看影像來分別病灶類型，最後再以判讀醫生報告做為佐證，其病灶類型有 Mass、
Calcification、Architectural distortion、Focal asymmetry、Normal，並統計 2D 與 3D 的平均乳腺劑量。 

結果： 乳房病灶在 2D 影像呈現上比例為:Mass 16%、Calcification 52%、Architectural distortion 8%、Focal asymmetry 
13%、Normal 11%、平均乳腺劑量為 1.362mGy；在 3D 影像呈現上比例為:Mass 16%、Calcification 52%、Architectural 
distortion 6%、Focal asymmetry 15%、Normal 11%、平均乳腺劑量為 1.277mGy；顯示乳房病灶在 2D 與 3D 影像呈現上並
無太大差異，但 3D 影像的平均乳腺劑量較低。

結論： 依數據分析顯示，在 100位乳攝個案中，2D與 3D的病灶影像診斷價值相近，而平均乳腺劑量是 3D較低。因此，
數位乳房斷層攝影能以較低的輻射劑量，獲取動態影像與一組合成影像來作為診斷依據，能提供精確的乳房病灶細節、
排除乳腺組織重疊造成的誤判，減少偽陽性，增加乳癌偵測率。

 

利用直尺改善乳房攝影 CC view 對側乳房產生的假影  Poster 009
OT-009 

翁雅茹 1   黃正強 1  

1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臨床上執行乳房攝影檢查在進行 CC view 擺位時，常會因為擺位時沒有把另側乳房撥出去，或個案雙乳位
置較集中無法完全撥出去，導致另側乳房也被照射造成影像上的假影。本研究是探討是否可利用簡單的工具，幫助放射
師擺位時排除另側乳房的假影。 

材料與方法： 109年 1～3月期間，取樣 80位曾在本院進行過乳房攝影的個案，挑出上次影像上有出現另側乳房假影的個
案，在乳房攝影檢查 CC View 擺位，使用直尺夾在病人乳房與壓迫板之間，將另側乳房隔開，檢視影像是否能有效排除
另側乳房假影。 

結果： 在 108 年 1 月 4 日到 108 年 3 月 9 號期間，共取樣 80 位曾在本院進行過乳房攝影的個案，有效取樣為 79 位。其中
有 37 位個案的舊片都有照到另側乳房的假影，佔總數的 46.8%。這 37 位曾經被照出另側假影的個案，109 年 CC View 採
用直尺排除假影方法進行檢查，有 37 份影像上都排除掉另側乳房假影，達成率 100%。

結論： 結果可證實，利用簡易可得的直尺就可在乳房攝影檢查遮蔽非照射部位，減少病人劑量。符合輻射檢查合理抑低
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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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受檢者於不同乳房攝影儀器之劑量比較  Poster 010
OT-010 

張芷瑄 1   王柔淑 1   郭秀雯 1   張勝昌 1   許元昱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現今乳房攝影為國民健康署四癌篩檢項目，受檢者兩年執行一次乳房攝影，乳房攝影偵測微小鈣化點，為
早期乳癌徵象。這項檢查有輻射線，乳腺屬於輻射敏感之器官，受檢者對篩檢與輻射劑量間的影響總有存疑。遵守合理
抑低劑量原則，在影像品質良好的情況下，降低其輻射劑量，為此研究探討方向。乳房攝影以平均乳腺劑量
AGD(Average glandular dose)呈現，單位為 mGy，本篇比較兩台機器，在同一受檢者之劑量差異 

材料與方法： 收取 2018至 2020年在本院執行乳房攝影之受檢者共 100位，年紀 45至 69歲且兩年間體型差異不大，使用
GE Pristina及 GE 2000D機型，受檢者於 2018年以 2000D檢查在 2020年則以 Pristina檢查，分別照 RCC、LCC、RMLO、
LMLO 四張影像。取 100 位受檢者在兩台機器中，分別在四張影像之 AGD 平均值，比較兩台機器中相同 view 劑量之差
異。攝影條件皆 STD模式，管電流為自動調控模式。在 Pristina 機器中，電壓值為 26及 34KV，2000D 電壓值依病人體型
調節，利用 EXCEL 統計軟體在劑量做 T-test 分析

結果： 在兩台機器中取得 100 名受檢者分別在四張影像之 AGD 平均值。GE Pristina 為 1.345mGy、1.374 mGy、1.477 
mGy、1.488mGy，2000D 為 1.472 mGy、1.465 mGy、1.565mGy、1.594 mGy，前者劑量較後者低，其 p-value<0.05，具有
顯著差異 

結論： 兩台機器劑量都在法規範圍內，但 GE pristina 的劑量減低比 2000D 的機型優良，或許是以 26 與 34KV 管電壓，
mA 自動調節，使受檢者乳腺劑量較低。收集數據時發現，在降低劑量，除了機器輸出條件之外，乳房壓迫厚度也會影響
劑量。新機型減輕壓迫對受檢者造成的疼痛感，使乳房厚度更為減少，進而降低劑量。受檢者篩檢時會對劑量有疑慮，
在影像品質不變時，讓受檢者劑量降低，避免吸收較多劑量，受檢者能更安心檢查

 

利用灰階共生影像特徵值對數位乳房Ｘ光攝影影像進行分類之研究  Poster 011
OT-011 

宋曉珮 1  王祺元 1   張維方 1   廖建銘 1  

1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放射核醫科 

背景及目的： 乳腺緻密度與乳癌有一定程度關聯性，乳房攝影為國內臨床上乳癌篩檢最廣泛使用工具之一。因為肉眼判
斷乳房攝影影像乳腺緻密度存在差異性， 因此利用乳房攝影影像特徵進行分類之研究。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回顧性分組實驗設計。收集乳房攝影影像並參考 BI-RADS 分期結果進行影像分類。實驗組
(n=640)及對照組(n=324)，影像處理包括圈 選感興趣範圍(Region of Interest, ROI)、設定閾值、使用邊緣偵測法形成二 元
影像;同時將二元影像產生灰階共生矩陣 (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接著從原始及 GLCM 影像萃取影像特
徵，最後進行影像特 徵分類。Mann-Whitney 檢定進行生理參數及紋理影像特徵之差異分析，使用羅吉斯迴歸及支持向量
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進行分類。 

結果： Mann-Whitney 檢定結果灰階影像及 GLCM 影像特徵具有顯著差異 (P<0.05);結果使用 SVM 分類模型，在 GLCM 角
度為 135度時其靈敏度 (Sensitivity)為 67.3%，特異性(Specificity)為 97.2%，陽性預測率(PPV)為 92.4%， 陰性預測率(NPV)
為 85.4%，及曲線下的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值為 82.2%，可以代表此模型具有好的判別力，SVM 模型分類方法建
立的模型其 準確度為 87.2%，Kappa 值為 0.691。

結論： 使用 SVM 分類模型相較於羅吉斯回歸模型具較好的效能，在 SVM 之影 像特徵平均值、標準差、亂度、偏度及
GLCM 135 度之影像特徵值對比度、 相關度、能量、均勻性，可以獲得最好的分類準確度

 

建置乳房攝影檢查問卷 E 化系統  Poster 012
OT-012 

王馨緯 1    黃菱慧 1   曹詩珮 1     林翠丹 2   李憶萱 1     陳敏琅 1     程明義 1 

1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放射科 
2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資訊室 

背景及目的： 乳房攝影(Mammography)是辨識乳癌原位癌中微小鈣化點(Microcalcification)病灶最重要的診斷工具之一，
透過乳房攝影篩檢可以讓患者早期發現乳癌，早期接受治療。「乳房攝影檢查問卷」是放射診斷科醫師進行乳房攝影影
像判讀的一項重要參考依據。在過往使用紙本問卷時，報告醫師常常需要從數十張問卷中找出正在登打的那份病人資
料。不僅浪費醫師打報告的時間，如果挑錯問卷，更會造成醫師打錯報告的風險。因此，我們在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中新增「乳房攝影檢查問卷登錄」系統。放射科醫師可在打報告系統(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RIS)上即時呈現問卷內容，以改善上述問題。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GE Seng2000 乳房攝影機及醫院資訊系統 (HIS)之「乳房攝影檢查問卷登錄」系統。該系統提供
「乳房異常註記」功能，可讓每位執行檢查的放射師針對「乳房開刀的疤痕」或是「摸到的硬塊位置」等等，進行解剖
位置的標註，並可註記「受檢者在檢查時所提供的主訴」。

結果： HIS 之「乳房攝影檢查問卷登錄」系統，不僅可讓執行乳攝放射師輸入受檢者當下的現況，更可在放射診斷科醫
師登打乳攝報告時，立即顯示出病人的「問卷內容」及「乳房異常註記的位置」，以協助其影像報告的製作。

結論： 「乳房攝影檢查問卷登錄」系統提供了執行放射師註記「執行現況」的功能，讓放射診斷科醫師在登打報告時，
可清楚的知道病人的概況，不需再翻找紙本問卷。並對於影像有疑慮時，可即時的查閱執行放射師所註記訊息，如：乳
腺未被壓開、何處有摸到腫塊、何處有開刀痕跡等等，不需再多花時間詢問執行放射師執行當下的現況，提升了乳房攝
影報告的製作效率及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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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改 X 光攝影三連片架設計以改善臨床作業與提升影像品質  Poster 013
OT-013 

羅巧芳 1   楊尊智 1   洪及第 1   張正錞 2* 

1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大甲李綜合醫院放射科 
2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苑裡李綜合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臨床 X 光作業時，整個檢查完成，需要醫事放射師與受檢者互相配合，而有些檢查還需搭配方便好用的輔
具，這樣才能安全準確的完成一個檢查。本篇要探討的是利用原本設計而後不敷使用的三連片架，更改設計後，幫助改
善臨床作業及提升影像品質。

材料與方法： 1. 本篇使用 KONICA RC-110T 14×42 英吋(35.6×106.7 公分)的 CR(ComputedRadiography)片，片匣厚度為 1.5
公分。 2. 初次設計的片架材質為碳鋼，尺寸為 40×110 公分，厚度 10 公分，中間放片槽厚度 2.5 公分。 3.改善後的片架設
計材質為不銹鋼，尺寸為 40×130 公分，厚度 13 公分，放片槽厚度增為 3.5 公分，另頂端新增符合 standing bucky 上方凸
出物的裁切洞口。 

結果： 1. 原碳鋼材質比較沒韌性，支撐力較弱，使用三個月後，開始變形→改善後材質使用不銹鋼，耐用不易變形。
2.原中間放片槽的厚度 2.5公分較窄，導致放片抽片困難，作業約需花費 40秒，耗費力氣與時間→改善後放片槽的厚度增
加為 3.5 公分，作業僅需花費 5 秒，提升工作效率。 3. 頂端新增裁切洞口，可讓片架完美的鑲崁在 standing bucky 上方凸
出物內，原片架向前傾斜的問題立即獲得改善，不但增加支撐力，且因不會往前傾斜，影像不會失真，影像品質亦得以
提升。 

結論： 1.在平常執行攝影時，注重病人安全與感受，可從平常的作業流程去觀察如何改善，輔助攝影的設備更新與改善
也是需要注重的。2. 經單位 10 位醫事放射師在使用上的滿意度調查，以很差 1 分、非常滿意 5 分為級距統計，原設計平
均 3.1 分，更改設計後提升為 4.5 分。因放片抽片時間由 40 秒縮短到 5 秒，原檢查時間也由 5 分鐘減為 4 分鐘，新設計的
三連片架獲得很大的肯定，也更符合臨床使用，讓醫事放射師作業上較不費力，同時受檢者等候時間減少，有效提升工
作效率與影像品質，讓整個檢查流程更順暢，這是好輔具可以優化臨床應用的鮮明案例。

 

頸椎斜位攝影法的優化方式與比較  Poster 014
OT-014 

楊恒宜 1   吳秀蒂 1   吳泰清 1  

1奇美醫療財團法人佳里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一般頸椎神經孔狹窄的臨床表現以同側上肢麻、痛為表現，在臨床上為了觀察病人的頸椎神經孔(Cervical 
spine intervertebral foramen)是否有狹窄的情況，會以一般攝影中的頸椎斜位攝影法進行初步的診斷，因此本次實驗的目的
就是藉由比較傳統擺位方式和改良後的擺位方式，以提供更佳的臨床診斷。

材料與方法： 本次實驗數據來自本院二零一八年六月至二零二零三月止，共五十三位病人 ，其中女性二十四人，男性二
十九人，體型不拘，年紀落在 43至 68歲，且以特定執行人進行擺位的條件下，以同樣病人在兩次回診且時間差距小於六
個月的情況下進行檢查。第一次檢查擺位方式以傳統的方式進行，第二次則會在傳統擺位方式完成之後，調整病人頭部
的方向至平行偵檢器，並將兩組不同的影像交由臨床放射科醫師進行評分，藉此比較神經孔在不同擺位的情況下所獲得
的分數，並將兩族群的分數進行統計分析，評分標準為 1 到 5 分，如表一，並將數據進行統計分析。 

結果： 從統計數據結果來看，傳統擺位方式分數平均落在 3.4 分，改良後的擺位方式分數平均落在 4.3 分，明顯可見改良
後的擺位方式比起傳統擺位方式可以更好的呈現椎間孔，不過在其中特定情況下，改良式的擺位和傳統擺位的分數都會
偏低使得其參考價值下降，也就是術後病人的狀況，推測可能原因是使用固定器以及術後頸部組織發生沾黏導致頸部僵
硬，因此無法有效配合兩種擺位。 

結論： 從評分標準中可知，雖然兩種擺位方式的分數落在 3 到 4 分，代表在大部分的時候都可以見到其中四個頸椎椎間
孔的呈現，但是傳統擺位大部分的時候所獲得的孔洞影像都略小，在此情況下就有可能使臨床誤判病人的椎間孔狹窄情
況是否加劇，若是實際應用改良後的擺法，可以減少此類狀況發生以利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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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脊椎(Whole Spine)在臨床攝影檢查 CR 與 DR 之對比  Poster 015
OT-015 

粟文治 1   柯雅芬 1   鄭淑惠 2   李昀潔 3   黃敏雄 3,4   陳筱涵 3  

1亞東紀念醫院影像醫學科 
2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3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醫學影像部 
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背景及目的： 探討 CR 與 DR 系統 X 光檢查儀器對於人體全身脊椎(Whole Spine)在臨床攝影檢查之對比。脊椎側彎在青春
期的青少年其骨骼發育成熟中是最常見畸型之一，尤其是女性骨骼快速發育且易使側彎角度快速增大，使得脊椎側彎為
一種常見畸形，發病率約為 2%-4%。 

材料與方法： TOSHIBA X 光儀 CR 系統、SHIMADZU X 光儀 DR 系統、長方形腳架。 1.CR 系統採三次曝光影像整合，
DR 系統採一次曝光影像整合。對於脊椎側 彎彎度椎體呈現角度與骨骼發育過程同時進行評估，其中以站立式全身脊椎
(Whole Spine)X 光攝影檢查是唯一能正確顯示脊椎發育型態改變的檢查方法，其 Cobb 角度是非常重要的參數，脊椎側彎
之標準診斷為：Cobb＜10∘為正常內， Cobb＜20∘為在觀察，Cobb＞40∘即需介入性治療。曝射範圍影像上緣至第一頸
椎，下緣至骨盆。2.採站立姿前後(A-P view)背靠直立偵檢板架，雙手自然垂放。3.採站立姿右或左側位(Lateral view)身體
右或左側靠直立偵檢板，雙手抱頭。 

結果： 1. CR 系統做全身脊椎攝影檢查須做三次曝光攝影，擺位須注意細節較為繁雜，如病人身高、專用腳架位置設定是
否精確及放射師於影像拼接中的細膩度等等，因病人配 合程度會影響多次曝光影像品質，必須保證影像的投影相對位置
不變，才能確保影像間無縫拼接出良好成果。 2. DR 系統於全身脊椎攝影檢查利用專用腳架可以一次曝光獲得對比密度優
質的 X 光影像，拼接的優勢是可自動拼接成誤差極小之影像以提供臨床正確性診斷。

結論： CR 、DR 對於全身脊椎攝影檢查影像皆能達到診斷中要求的品質，且影像後處理技術已成熟，影像品質、自動對
比度、影像編輯及合成工具便利拼接，因此 DR 系統明顯 優於 CR 系統。

 

學齡前兒童頭部攝影輔具之應用  Poster 016
OT-016 

徐藝文 1   黃慧琦 1   廖娸君 1   趙明政 1   張育誠 2   黃華思 1  

1秀傳醫療社團法人秀傳紀念醫院影像醫學部 
2員林基督教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患者在進行操作檢查時之配合度，大大影響影像品質，使用輔具除了能讓患者檢查時更舒適、安全並具高
影像品質，也可降低患者重照造成的多餘劑量暴露。

材料與方法： 學齡前兒童生長曲線在 50%~95%的頭圍是 45-50 公分。設計輔具 Sponge sandwich 的內徑範圍是在 50 公分
以內。讓無法配合受檢的學齡前兒童使用 Sponge sandwich 採舒適姿勢，特殊凹槽設計也可以避免移動假影的發生。統計
2018 年 3 月至 2019 年 5 月進行分析。 

結果： 自 2018 年 11 月至 2020 年 1 月共 167 個案，前 5 個月未使用輔助工具，共有 48 例案例，其中 38 例患者無法配合
擺位而重照（重照率 69%）；對於情緒不佳而躁動患者給予 Sponge sandwich，可是角度固定較穩固進而降低患者晃動，
讓而後 10 個月 119 例患者只有 25 例須重照（重照率 21%），大幅降低影像重照率，達到影像最佳化。 

結論： 執行檢查的兒童因情緒不佳或因感到疼痛而無法配合擺位，造成移動假影。使用 Sponge sandwich 輔助檢查可已固
定拍攝角度，除了提升病人安全也有效降低患者晃動機率，故由此結果可知 Sponge sandwich 輔具能讓患者在安全狀態下
執行檢查，這 15 個月蒐集結果相當顯著，數據從 69%降至 21%，有效改善影像重照率，使期影像達最佳化。 

 

自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於骨盆髖關節攝影之性腺鉛屏蔽防護劑量評估  Poster 017
OT-017 

蘇峻平 1  胡瑜庭 1   葉政亜 1   劉麗雯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骨盆髖關節攝影可用來評估兒童發展性髖關節發育不良(development dysplasia of hip， DDH)患者，由 X 光
影像進行關節各角度測量藉此診斷，而檢查過程依國內外輻射防護原則給予患者睪丸或卵巢之適當性腺防護。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利用自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系統於骨盆髖關節攝影時給予性腺防護，由
於鉛屏蔽的使用，造成系統判斷產生自動代償而增大劑量，將可能造成正常組織接受過高劑量。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將利用 Canon Medical Diagnostic X-Ray System 之 EBT-100A 檢查台與 CXDI-401C 數位影像板，搭配
自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裝置於假體進行曝射實驗。實驗使用固定電壓 70KV、電流 320mA，將假體至於檢查台正中央並
擺位 Pelvis (AP view)，開啟適當照野，假體曝射秒數將由自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判斷。實驗將分為不使用卵巢性腺輻射
防護與使用卵巢性腺輻射防護兩組，分別個進行五次曝射並記錄最後系統給予之劑量 mAs。 重複上述實驗於另一檢查室
驗證其再現性，紀錄數值以曼-惠特尼 U 檢驗（Mann-Whitney U test）分析。

結果： 本研究使用卵巢性腺防護防護組(n=5)、不使用卵巢性腺輻射防護組(n=5)，平均輻射劑量分別是防護防護組別
42.96mAs 及不使用輻射防護組 2.12mAs。統計結果顯示，在使用卵巢性腺輻射防護組與不使用卵巢性腺防護防護組經自
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系統自動給予劑量，其統計分析皆有劑量顯著差異(p value<0.05)。

結論： 根據以上解果顯示，在骨盆髖關節攝影評估兒童發展性髖關節發育不良的 X 光檢查，在使用使用卵巢性腺輻射防
護情況下，自動照相時間控制迴路（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系統給予之輻射劑量將會大幅上升，應手動方式給予劑
量，以符合輻射劑量合理抑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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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肩膀側位擺位的差異  Poster 018
OT-018 

葉奕芃 1   陳亭羽 1   呂岳勳 1   曾櫻綺 1   盧仁偉 1  

1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本次研究是以手掌放在腹部上的攝影方式，來改善患者的配合度與方便性。目的是探討肩關節不同的攝影方式
及臨床價值，對本院肩關節檢查的病患進行蒐集，使用一般常規與改良的 X光攝影，對不同攝影方式的圖像進行分析。結果實
驗組與對照組並無明顯上的差異，所以改良的攝影方式，確實能改善病人的配合度，也能取得有診斷價值的影像。 

材料與方法： 收集 80位肩關節不適患者，其中男性 36 人，女性 44人，年齡 33歲至 91 歲，平均年齡 61 歲，分成對照組與實
驗組進行。對照組為傳統手心向後旋轉的攝影方式進行檢查，實驗組則是手心放在腹部進行肩關節的檢查。將實驗組與對照組
的影像打亂，之後再請資深臨床醫師進行圖像的判讀，從 1到 5分進行給分，再利用卡方檢定進行分析。 

結果： 對照組中有 40 人；實驗組中有 40 人。 對照組的病患影像分數 0 分的有 0 人、百分比為 0%，1 分的有 0 人、百分
比為 0%，2 分的有 0 人、百分比為 0%，3 分的有 11 人、百分比為 27.5%，4 分的有 15 人、百分比為 37.5%，5 分的有 14
人、百分比為 35%。實驗組的病患影像分數 0 分的有 0 人、百分比為 0%，1 分的有 0 人、百分比為 0%，2 分的有 0 人、
百分比為 0%，3 分的有 13 人、百分比為 30%，4 分的有 12 人、百分比為 30%，5 分的有 15 人、百分比為 37.5%，其 p-
value>0.05。 

結論： 本次研究的病患為肩關節不適而來接受檢查。在病人溝通上與配合度，手放在腹部上能讓他們更快聽懂我們放射
師的要求，有些患者則是有打石膏，這種姿勢能讓患者更配合擺位的需求。從實驗組病患的影像對於對照組並於顯著的
差異(p>0.05)，想像上並無太大的差異。現在病人安全以及醫療過程中的流暢和影像品質是缺一不可的，對於很多外傷或
是打石膏病人無法配合手自然垂下，手掌內旋的姿勢，和很多病人可能只動手掌，因而影像品質不佳需再次修正，對於
病患將造成不必要的輻射劑量。本次研究利用手放腹部上，病人都能配合擺位，速度有所提升，確實避免因影像不佳而
重新攝影，也能獲得相同的診斷價值。 

 
探討 Merchant method 和 Inferosuperior projection 攝影中膝關節屈曲角度及 X 光

入射角之對應關係  
Poster 019

OT-019 

陳正達 1,2   夏錦峰 1,2  葉宇捷 3,4 

1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2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3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4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 臨床上 Merchant method 和 Inferosuperior projection 為髕骨(Patella)呈現 Sunrise projection 的切線投照法，除
可顯現髕股關節(Patellofemoral joint)外，也可呈現髕骨與股骨肌腱連結的對應關係，本次想探討兩種常規髕骨 Sunrise 
projection 攝影方式中，在相反 X 光入射方向(Reverse)條件下、膝關節屈曲角度和髕股關節投影之對應關係。 

材料與方法： 根據 Kenneth L. Bontrager 出版的 Textbook of Radiographic Positioning and Related Anatomy (7th edition)教科
書裡，統整髕骨投照法中的 Merchant method 和 Inferosuperior projection 攝影方式，並將 X 光入射方向與角度、膝關節屈
曲角度和髕股關節投影情形，進行交叉比對分析，並透過幾何繪圖方式，重疊比對 X 光入射角與股骨、脛骨、髕股關節
之對應關係。 

結果：在交叉比對中，發現兩種 Sunrise projectio 攝影方式裡，皆以膝關節屈曲 40-45 角度進行擺位，(大約等於股骨與脛
骨間夾角 115-120度)，並假設 X光中心點為平行射束且垂直影像接受板時， X光朝腳入射與大腿夾角 30度，和朝頭入射
與小腿夾角 10-15 度，在固定膝關節屈曲角度下，統一以小腿為 X 光入射角度參考物時，不管 X 光入射方向，都表明 X
光中心點射束，皆會與小腿夾角約 10-15 度。 

結論： 當當股骨與脛骨間夾角115-120度，且X光入射角與脛骨夾角10-15度時，也許可做為在執行髕骨Sunrise projection
攝影時，病人擺位與設置 X 光角度的通則概念。

 

根據腓骨與脛骨的重疊比例作為膝關節正側位擺位的參考依據  Poster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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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先前文獻已證明膝關節旋轉角度與脛腓骨重疊程度有高度相關性，且有助於負重時下肢旋轉角度的預測。
本篇想探討在膝關節正側位時，近端脛骨與腓骨頭之間的重疊比例，藉此作為膝關節正側擺位的參考依據。 

材料與方法： 蒐集 54 組成年人膝關節電腦斷層影像(volume datasets)，透過內建多切面影像重組功能，增加影像切片厚度
至包含整個膝關節，且旋轉重組影像使膝關節內外髁重疊，藉此模擬膝關節正側位時的 X 光透視影像。在模擬影像中，
腓骨頭中線橫截水平下，測量腓骨頭和脛腓骨重疊的寬度（平均值±標準差），換算腓骨被脛骨重疊的比例，統計重疊比
例之平均數(95%信賴區間)。 

結果： 經統計分析，得知在膝關節正側位時，腓骨頭截面寬度為 2.35±0.29公分，腓骨被脛骨重疊的截面寬度為 1.21±0.41
公分，重疊比例為 51.4%(0.47-0.55)。 

結論： 由統計可知，當膝關節呈正側位時，大部分腓骨頭被近端脛骨重疊的範圍約落在 47%-55%。經反向思考，就能依
據腓骨頭被覆蓋重疊的比例，判斷膝關節當下擺位是過於內轉或外轉，借此來快速瞭解膝關節旋轉的情形，有利於膝關
節正側位攝影時擺位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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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腳印貼紙改善膝關節攝影擺位之正確性  Poster 021
OT-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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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在台灣人口快速老化，退化性關節炎是一種最常見的關節軟骨退化病變。隨著年齡漸增，膝關節囊內的滑
液會逐漸減少造成關節內的軟骨磨損、失去彈性，當關節間隙變得狹窄時將導致膝蓋變形。日前國人常見以膝內翻或膝
外翻為主，膝關節退化性關節炎在臨床上最常使用立姿膝關節一般 X 光攝影，其結果是根據 Kellgren-Lawrence Grading 
Scale 來作分級指標，執行檢查患者擺位後常因站姿不適或不穩而產生位移，導致醫事放射師則需要再次調整姿勢或重
照。本研究運用腳印貼紙來確認腳部擺位的正確性，藉以提升影像品質、降低重照率及輻射醫療暴露。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東芝一般數位 X 光機(Toshiba MARD-32S)，自 108 年 6 月至 108 年 12 月間，收案對象為 45 歲
以上疑似罹患有膝關節退化性膝關節炎接受站姿膝部前後投射檢查，男性 55位、女性 65位共 120位隨機分組為實驗組與
對照組各 60 人。使用兩種不同顏色的腳形貼紙目的在於雙腳同時攝影或單腳站立檢查，放射師引導受檢者的腳底擺放與
貼紙重疊，評估記錄受檢者在使用腳形貼紙後針對檢查流程順暢度、檢查時間、重照率、膝關節雙側關節面對稱性、影
像清晰度是否能作有效改善。由 10 位年資深醫事放射師進行問卷評分採 1 至 10 分求出二組間之平均數及標準差，使用
ANOVA 變異數分析實驗組對照組之差異。 

結果： 病患使用腳形貼紙檢查流程順暢度提升為 5.5±0.12 分、膝關節雙側關節面對稱性為提升 3.2±0.35 分、影像清晰度
提升為 1.1±0.13 分，檢查時間下降為 6.7±0.23 分、重照率由原先 7.35%下降至 2.21%。(P=0.000，P＜0.05)，其統計結果
顯示使用腳形貼紙是具有顯著性的差異。 

結論： 本研究中發現，使用腳形貼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但對常規 Standing knee 檢查退化性膝關節炎的確能提
高病人的安全與方便性又可提升對病人的檢查速度及服務品質。

 

用肚臍作為 KUB 攝影參考點之臨床建議  Poster 022
OT-022 

廖郁寧 1    黃柏諺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KUB 是放射師最常拍攝的 X 光影像之一，影像上緣須包含腎臟，下緣部分為恥骨聯合。一般對位的解剖位
置為髂骨棘，對應位置為 L4-L5。部分放射師使用肚臍作為 KUB 的參考點，將照野中心對準肚臍後，依自身經驗往上或
往下定位。研究目的探討肚臍是否能作為 X 光攝影時的參考點，並提出臨床使用的建議。

材料與方法： 收集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109 年 5 月間共 161 例腹部 CT 矢狀面影像，觀察影像上肚臍對應 L4 棘突的關聯
性，統計方法使用二元羅吉斯回歸分析，以一個連續性自變數(病人體厚，單位為公分)去預測依變數(是否對應到 L4 棘
突)，對應到 L4 棘突則依變數以 1 表示，無對應則以 0 表示，信賴區間設為 95%。計算所有 CT 影像肚臍對應到 L4 棘突
的準確率，與肩胛骨下緣連線中點對應 T7 棘突的準確率相比較，並觀察所有 CT 影像上體厚與準確率之間的分布關係。

結果： 二元羅吉斯回歸分析結果：模式係數的 Omnibus 測試，顯著性 p 值 0.138 > 0.05，顯示此迴歸模型並不具有預測能
力。全部 161 例 CT 影像中有 97 例肚臍對應到 L4 棘突，定位準確率 60.25%。161 例 CT 影像病人體厚介於 12-30 cm 之
間，其中體厚區間分布在 17-21cm 之間的病人具有較高準確率和連續性，共有 69 例，佔全體 42.86%，定位準確率
69.57%。 

結論： 本研究使用二元羅吉斯迴歸用來預測體厚與準確率之間是否存在正負相關，然而分析結果為不具相關性，故不存
在體厚越大(或越小)，肚臍作為 L4 棘突定位點越準確的證據。肚臍對應 L4 棘突的定位準確率為 60.25%，相較被公認的
T7定位點 56.0%(2008年，Haneline M等人)準確率較高，顯示肚臍作為定位點具有參考價值。以公分為單位觀察各病人體
厚與 L4 棘突定位準確率之間的關係，發現較高的定位準確率且具有連續性的區間分布在體厚 17-21cm。本研究使用腹部
CT 矢狀面影像來量測病人體厚，CT 檢查床為圓凹型，或許會對體厚造成變化。綜合以上結果：肚臍可作為 KUB 攝影定
位時的參考點，建議在病人體厚為 17-21cm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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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自製輔具應用於頸椎斜位攝影  Poster 023
OT-023 

韓欣健 1   胡中昇 1  

1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臨床上病患檢查頸椎斜位攝影時，常因無法配合之因素如行動不便、脊髓損傷、年邁等原因，造成無法呈
現椎間孔完整影像並不利於醫學影像診斷；此輔具不但可提升擺位正確以確保影像品質，更可減少重複檢查降低輻射暴
露劑量及保護病人安全，防止跌倒事件發生。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採隨機選取方式，分未使用輔具對照組 30 人與使用輔具實驗組 30 人共 60 人。收案對象為 2019 年 9
月至 2020 年 4 月頸椎斜位攝影之病患，平均年齡 58±12 歲並排除頸椎手術或臥床者。使用 TOSHIBA/KXO-50R 數位 X 光
機，攝影條件 74-80KVP、200mA、50msec 與 FFD100cm；使用圓形低靠背旋轉座椅，椅背處附束覆帶以防病患跌倒，並
於地板黏貼兩條 45 度標線有色膠帶作為擺位輔助標示，由 2 位放射科醫師依李克式量表（Likert scale）評分法，一至五
分表示非常不滿意到非常滿意之評分方式，對影像清晰度、椎孔呈現度、報告醫師滿意度與椎體完整度共四個項目作為
影像品質評分依據；研究結果分析經由 IBM SPSS18 成對樣本 T 檢定，求出二組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影像清晰度、椎孔呈現度、報告醫師滿意度與椎體完整度等四大項目中，未使用
輔具患者為 2.7±0.3、1.5±0.12、2.1±0.25、2±0.8；而使用輔具患者為 3.6±0.4、2±0.26、3.7±0.63、3.8±0.61；平均數差比率
分別為 1.36、1.34、1.80、2.16，其統計上顯著性差異（p＜0.01），因此使用此輔具可協助病患檢查姿勢正確及椎間孔呈
現最佳化。 

結論： 使用此輔具在臨床應用上可協助病患檢查時姿勢與角度之正確，並將椎間孔呈現最大化；對於頸椎椎間孔壓迫及
其他因素需檢查之病患，在影像診斷上可幫助椎間盤突出及骨刺的確診率，並實際改善影像品質，提高放射科醫師影像
判讀之準確性；在臨床上具輔助診斷之意義，藉由更精確的影像報告來提供最佳的治療方針。 

 

髖關節側水平投射位(HIP CORRESSTABLE)數位式 DR 與電子板式 CR 成像上之比較  Poster 024
OT-024 

葉彥君 1  曾潮安 2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心血管中心 

背景及目的： 人工髖關節的置放角度是影響全髖關節置換術長期效果的重要因素。對於髖關節的測量，經常使用髖關節
側水平投射位做為診斷基準，為追求較佳的影像品質及取像方式，本研究將探討髖關節水平投攝位在成像原理不同狀況
下之影像分析。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 17 例均以兩種攝影模式取像後，排除脫位、無法配合指令之病患，其年齡介於 21-80 歲之
間。皆使用島津Ｘ光儀，DR 使用直立式 DR(Digital Radiography)數位板搭配 CANON CXDI-401C 數位系統，電子板片匣
CR(Computed Radiography)則使用為 Fujifilm IP Cassette TypeC 片匣搭配 FCR XG5000 讀片機。檢查方式分為兩類，DR 方
式為平躺於輔助箱台上貼近直立式 DR 板，主射束水平投射於 DR 板上，DR 板內建移動式鉛柵(Bucky)。CR 方式為平躺
檢查檯上，CR 板垂直檢查檯，主射束水平投射，CR 板將搭配鉛柵(grid)使用。劑量設定 80-85kVp/32-45mAs，依病患體
厚調整。兩項取像模式均以平行股骨頸角度照射，防止解剖學上的失真。

結果： 結果顯示 17 例使用 DR 成像之患者優於使用 CR 成像，同時也能使輻射劑量合理抑低。經醫師判讀結果顯示 CR
影像對於 BMI 高之患者進行照射時，脂肪層和肌肉層易與股骨頸堆積形成假影，其肌肉骨骼對比度評分較低，而 DR 則
有優異之後處理表現能調控適合之影像對比，使在分辨解剖構造上時有較 CR 優良的表現。

結論： 本次研究發現髖關節水平投攝位使用直立式 DR 成像優於傳統片匣 CR。此照射方式多應用於外傷無法移動病患，
以確認股骨頸、髖臼等損傷情況，而今門診則應用於全髖關節置換術後髖關節角度評估。然而，運用直立式數位板 DR照
射髖關節水平投攝位雖然能得到較優異的影像品質與較低輻射劑量，但此照射方式仍僅限於活動度與配合度高患者，對
於行動不便、高危險易跌倒病患，仍舊有使用上的臨床限制。而 CR 在使用的機動性、便利性則勝於直立式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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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phopisocapitate判讀法應用於臨床腕部側位 X光—中部某地區教學醫院之回溯性研究  Poster 025
OT-025 

林宏禹 1  黃柏諺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執行腕部 X 光攝影時，側位影像常使用橈骨尺骨重疊(radioulnar overlap,RUO)的方法來判斷影像品質是否符
合影像標準。RUO判讀法會因為骨折、脫位或是手術植入金屬導致難以使用 RUO來判斷影像是否符合標準，因此嘗試尋
找其他判斷的方式。1997 年 Z Yang 等人提出利用舟狀、頭狀和豆狀骨之間的重疊關係作為判斷影像是否符合標準，此判
斷方法命名為 scaphopisocapitate(SPC)。 

材料與方法： 收集自 2020 年 1 月至 5 月共 389 例案例。剔除案例 149 例，包含骨折 35 例、脫位 19 例、植入金屬 85 例和
10 例未成年人，240 例經醫師判讀無任何症狀的腕部側位影像，年齡範圍 18-80 歲(平均值 45.6±20.4歲)，男性 128 人和女
性 112 人，每張影像分別用 RUO 及 SPC 判讀可接受或不可接受後記錄並進行討論。

結果： 240例被 RUO評為不可接受的共有 128例，128例被 SPC評為可接受和不可接受的分別為 62和 66例(A組)。RUO
評為可接受有 112 例，112 例被 SPC 評為可接受和不可接受分別為 97 和 15 例(B 組)。

結論： 240 例中 128 例被 RUO 評為不可接受，不合格率 53.3%，因 RUO 影像標準較嚴格，病人因腕部症狀有時難以配合，導
致無法照出完全重疊的影像。這些被 RUO 評為不可接受的影像，臨床不會堅持要照出完美影像而重照。A 組使用 SPC 判讀後
有 62例影像是被接受，表示若臨床輔以 SPC來進行影像判讀可減少重照率。B組使用 SPC判讀後有 15例影像不被接受，表示
SPC會誤判RUO可接受的影像。SPC雖然可降低重照率，但在側位時因骨頭重疊的關係，豆狀骨的位置有時較難判讀，相較之
下 RUO就顯得簡單直覺。當完成腕部側位攝影時，先使用 RUO進行影像判讀。當發現病人的腕部因骨折無法判斷時，建議使
用 SPC來輔助判斷影像。放射師平時應加強人體解剖知識和相關部位的擺位技術，這才是能有效減少重照率的方法。

 

利用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提升移動式 X 光機的 KUB 影像品質探討  Poster 026
OT-026 

蔡松伯 1   劉素倫 1   鄭勝芳 1   莊芝林 1  

1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藉由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的應用來提升移動式 X 光機的 KUB 影像品質，提供臨床醫師最佳的影像
判讀。 

材料與方法： 使用軟硬體設備:SHIMADZUX 移動式光機、數位讀取系統(Aero DR System)及 Konica Minolta 的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攝影條件:75-85KV、4-8mAs(未使用 Grid)，受檢者為 KUB 擺位姿勢，藉由單位內 11 位資深放射師
透過李克氏量表進行評分，並利用 t-test 的獨立樣本檢定，來比較關閉(影像 A 組)和開啟(影像 B 組)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
理軟體前後差異之分析。 

結果： 在 A 組(關閉 Intelligent Grid)及 B 組(開啟 Intelligent Grid) 影像，其 P –value 皆＜0.005，呈現雙尾檢定顯著意義。
在標準差顯示，項目第一、三、四，其值差各為 0.24、0.29、0.36，代表意見分歧；另其總體平均數為 1.8、4.05，表示開
啟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時，模擬 Grid 的作用，可獲得 KUB 較佳的影像。

結論： 在移動式 X光機執行病房檢查業務時，要符合 ALARA的原則，照射 KUB部位時，故非必要時，則不會使用 Grid
來執行檢查，所以在 KUB 影像通常影像對比較差，故藉由使用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後，模擬 Grid 的作用，可以
增加 KUB 影像對比，而使得肋骨、腰肌的輪廓、腎臟的輪廓及腸內氣泡的邊緣能夠較為明晰顯影，可以區分出來。 
本研究結果得知，相對於使用 Intelligent Grid 影像處理軟體情況下，在 KUB 影像時，可以增加 KUB 影像對比，提升影像
品質，來提供臨床醫師最佳的影像判讀。 

 

移位帶於放射科病人檢查床轉移使用之評估  Poster 027
OT-027 

王煜鈞 1   羅佑政 1   許惠茱 1   劉瑜文 1  何姿宜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六分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在放射科內許多的檢查都是需要移動病人到檢查床上，但並不是每個病人都行動自如，也有推床及坐輪椅
的患者。對於推床的病人，大家都已經習以為常，使用移位板輕鬆又省力，但是對於坐輪椅雙腳無力的病人通常是需要”
壯丁”才有辦法讓病人移動到檢查床上，不僅需要費很大的力氣，也容易造成放射師的職業傷害。因此這個研究是針對使
用移位帶是否能對於坐輪椅的病人和放射師有所幫助。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強生醫療儀器 TV-116N-L 全方位安心帶，腰圍 33-40 英吋（inch）；問卷收集時間從 2019 年
12 月至 2020 年 5 月，挑選體重大於 60Kg 以上，雙腳完全無力的輪椅病人，急診外傷病人不使用，並由協助者填寫問
卷。共收集問卷 40 份，未使用移位帶 20 份，使用移位帶 20 份。問卷使用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內容共 5 項(移位
方式、舒適度、安全性、移位時間、對於放射師給與的幫助 )，最低 1 分，最高 5 分。期間我們也統計未使用與使用後放
射師檢查所需時間，是否有縮短檢查時間。 

結果： 由問卷結果可以明顯看出，有使用較未使用之各問項滿意度都有顯著增加，在移位方式 2.65：4.75，舒適度
2.95：4.8，安全性 2.8：4.9，此三項最為顯著。參與執行的放射師有 5 位，未使用移位帶將病人移動到檢查床的時間約在
20s∼40s 左右，使用移位帶在不熟練時的時間約在 3min 左右，熟練之後大概可以在 1min30s∼2min 內完成。 

結論： 經由滿意度發現，使用了移位帶之後，家屬和病人都給予相當不錯的評價。雖然不使用移位帶的優點是可以直接
拉起病人，減少了安裝及拆卸移位帶的時間；但使用移位帶之後，病人害怕、恐懼明顯降低，對於放射師及協助者也有
良好的施力位置，也增加病人在移動過程中的安全感，降低了病人的焦慮及不舒服。雖然會造成放射師在整體檢查時間
增加（約 1 分鐘），但對於提升自己與病人的安全性，移位帶使用是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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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變異數分析探討舟狀骨後前位投射方法之影像差異  Poster 028
OT-028 

蘇柏華 1   蕭安琪 1   鄭勝芳 1   莊芝林 1   許啟祥 1   葉璧玉 1  

1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探討不同攝影參數對舟狀骨後前位影像之差異。 

材料與方法： 採用常規及調整照部姿勢的舟狀骨影像，影像A組(腕部尺曲，CR沿前臂長軸方向轉 15度)、腕部不尺曲，
CR 無角度的影像 B(手部遠端抬高 20 度)及影像 C(橈側抬高 20 度)，並依照攝影擺位的影像評定標準，由 9 位放射師透過
李克氏量表評分，並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

結果： 經由變異數分析所示，3組影像在三項評分標準中，α值皆＜0.05，表示具有顯著性差異；其F值各為 41.94、22.94
及 18.96，代表相互間有明顯的意見分歧。另外，按順序其平均數各為(4.89、4.33、4.67)、(4.56、3.22、2.33)及(4.56、
4.11、2.67)。表示影像 A 組在整體方面是略優於影像 B、C 組。

結論： 臨床執行檢查，放射師會選擇適當照部姿勢或適度修改攝影參數，企圖更快速及方便的方法來執行檢查。本研究
雖然顯示影像A組在整體方面是略優於影像B、C組；但如因腕部疼痛，無法曲向尺側的患者，其B組影像的擺位姿勢，
反而能在兼顧病人安全情況下來完成檢查，並得到具有診斷價值的影像。

 

X 光攝影於全脊椎檢查頭頸部劑量防護探討  Poster 029
OT-029 

賴政詩 1,2  丁健益 3   蔡依珊 1,2   陳靜玟 1,2   林佳嫻 1,2   王博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3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背景及目的： 青少年脊柱側凸患者在診斷治療過程中需接受 X 光檢查。來自 x 射線的電離輻射可能影響染色體誘導癌症
及白內障。在照射全脊椎攝影時，為維持自然體態雙眼須平視正前方，以至於射束上緣會接近眼睛位置，可能會造成在
頭部敏感器官之劑量，會造成白內障的風險。本研究利用 OSLD 進行兩種不同系統劑量探討，再利用鉛眼鏡進行防護並
探討其影像及劑量，評估所造成的輻射健康風險。

材料與方法： 本實驗使用光激發光劑量計( OSLD)、CIRS 人型假體。儀器為 EOS X 光機，攝影條件為 90kvp,250mA,4.85
秒。防護設備為鉛眼鏡:MAVIG 0.07 及 0.5mmPb，甲狀腺及乳腺使用 0.06 鉛當量 BI。研究攝影採用 Whole Spine AP 
Position，以 8 個 OSLD 分布在輻射敏感區域，位置如下:左右眼球各 1 個、頸椎 2 個、左右甲狀腺各 1 個，乳腺左右各 1
個，每組各測量 5 次，取得平均劑量值。 

結果： 使用 EOS系統水晶體劑量為 429uSv，甲狀腺劑量為 468uSv，頸椎劑量為 441.35uSv、乳腺劑量為 451.8uSv，使用 0.07鉛
眼鏡防護後水晶體劑量可降低 42.4%，使用 0.5 鉛眼鏡防護可降低 48.9%劑量。甲狀腺、頸椎、乳腺分別可以降低 45.4%、
37.3%、48.1%。結果顯示EOS劑量使用鉛眼鏡確實可以降低水晶體劑量。在輻射致癌風險評估部份，EOS系統加入屏蔽之後眼
球水晶體劑量也有明顯的下降，未來將防護設備加入全脊椎 X光攝影，以減少病人的到白內障之風險。 

結論： 影像結果顯示，0.07 鉛眼鏡會造成在影像上的呈現，但不影響診斷，而 0.5 則會造成影像遮蔽效果，但 0.5 所降低劑量

卻是有限，分析原因為 0.5 鉛眼鏡阻擋主射線效果佳，但是因含有金屬材質其產生散射線亦多，因此建議使用 0.07 鉛眼鏡即

可。而甲狀腺、頸椎、乳腺使用 0.06BI 當防護既不影響影像診斷又可以降低敏感器官劑量，有其臨床上意義。上述量測結果的

劑量乘 ICRP 60報告的致癌風險係數 6x10-2所得結果二者經過防護屏蔽後，眼球部位其致癌風險度明顯降低。 

 

跨領域聯合研發新生兒照相固定裝置介紹 Poster 030
OT-030 

洪思穎 1   楊雅雯 1   錢信德 1    賴彥君 1 

1亞東紀念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新生兒常因早產、暫時性呼吸過速及呼吸窘迫等原因需放置氣管內管，而這些新生兒必須接受移動式胸部
X 光攝影，以確認管路位置是否正確與評估肺部功能。  
在執行檢查過程中，常因頸部過度伸展或伸展不足，而影響臨床醫師判讀。故本研究使用新生兒加護病房自製輔具評估
執行移動式胸部 X 光攝影之可行性。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之自製輔具是由雙層棉布車縫為長 60 公分、寬 30 公分的軟墊，於軟墊縫製可固定新生兒擺位
之魔鬼氈。頭部車縫一字型軟墊，頸部車縫 V 字型軟墊當作頸枕，以此輔具維持頭頸部固定並約束身體。本次研究收集
2018 年 09 月 01 日至 2019 年 02 月 28 日，共計 150 人次。本次研究資料收集自 2018 年 09 月 01 日至 2019 年 02 月 28
日，共計 150 人次，分別統計分析 24 小時內重照率、擺位正確率及執行擺位時間。

結果：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24 小時內之胸部攝影重照率由 17.0%降為 4.2%，擺位正確率由 33%提升 90%，執行擺位的時
間由 120 秒降為 50 秒。 

結論： 本研究評估了院內自製輔具於新生兒執行移動式 X 光攝影之可行性，根據結果顯示 24 小時內之重照率與擺位時
間大幅降低，且擺位正確率明顯提升。因此未來本院自製輔具應可常規應用於新生兒之移動式胸部 X 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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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Decubitus view 影像品質  Poster 031
OT-031 

呂一寶 1  

1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伴隨著時代的演進，醫學影像的需求儼然成為一項必要的理學檢查，醫學影像的呈現必須借助輻射的力量
才能有所呈現，對於一般 X 光而言，屬於第一線的影像學檢查，在協助臨床診斷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提供好的影
像品質予以臨床診斷，是身為放射師的一項重要課題。Decubitus view 是一種少見的影像技術，在擺位上也顯得困難許
多，對於患者也是一個不舒服的姿勢。本次討論是回顧 2016 年 QCC 品管圈成果內容，透過品管圈手法與設計輔具探討
影響影像品質的研究。 

材料與方法：  排除至門診、 ICU 或一般病房的 portable X-RAY 部分，數據彙整均由急診患者匯出。
資料收集區間為 2016 年 3 月至 4 月（改善前）與 2016 年 7 月至 8 月（改善後），前後各收集 209 張影像。利用 PACS 系
統與 X 光機系統端的影像，針對主要不良品質的產生及原因分析，設計輔具與整合攝影技術作法。 

結果： （一）改善前：2016.03～04，收集 209 張。統計結果：影像品質不良張數 24 張，不良率 11.5%。（二）改善後：
2016.07～08，收集 209 張。統計結果：影像品質不良張數 5 張，不良率 2.39%。 （三）目標達成率：125%；進步率：
79.2%。 ( 四 ) 目標設定值 : 4.22% 

結論： 由數據結果顯示，不良率的降低達到品質提升目標值；儀器因素可能因體型緣故或是本身攣縮而無法配合，但操

作人員因素應可靠同事間互相提醒以避免錯誤發生，導致影像品質出現問題。持續執行改善，定期檢討並擬定新對策。 
追蹤成果(以成效追蹤長條圖呈現): 1.效果維持(2016.09.01~207.03.31):不良率-2.74%  2.持續追蹤 a.(2017.04.01~2018.04.30):
不良率-2.63%  b.(2018.05.01~2019.04.30):不良率-3.59%  因輔具體積較大且容易在檢查台上滑動，故重新設計輔具。 
c.(2019.05.01~2020.04.30):不良率-2.68% 

 

使用雙能量 X 光吸收儀掃描紡織品在腰椎上骨質密度的影響  Poster 032
OT-032 

賴藝文 1,2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2花蓮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 臨床上常使用雙能量 X 光吸收儀(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診斷是否有骨質疏鬆症，所以準
確的診斷骨質疏鬆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由於先前一些研究專注於儀器上的誤差鮮少對紡織品有研究，所以此研究是對
於不同的衣服材質進行雙能量 X 光吸收儀的檢查是否會影響到骨質密度，而造成診斷的不確定性，導致病人延誤治療。

材料與方法： 材料： 1.雙能量 X 光吸收儀(GE-LUNAR Prodigy series)  2.仿組織人體假體(RSD Pelvic RS-113T)  3.棉布(薄
與厚)、牛仔棉布(薄與厚)、金屬線(薄與厚)、反光材質、聚酯纖維    
方法： 1.先量平均掃描沒有覆蓋任紡織品的腰椎假體 10 次，掃描範圍為 L1~L4 的 BMD(Bone Mineral Density)  2.再依序把
棉布、牛仔棉布…等紡織品環繞在腰椎假體上並平均掃描 10 次，掃描範圍為 L1~L4。  3.最後使用 SPSS-Wilcoxon signed 
rank 分析來看差異值。 

結果： 在無環繞紡織品時平均腰椎 BMD 值為 1.52 。 棉布薄平均 BMD 值為 1.52 ，棉布厚平均 BMD 值為 1.52。 
牛仔棉布薄平均 BMD 值為 1.55 ， 牛仔棉布厚平均 BMD 值為 1.56。 牛仔棉布薄的和厚的與無環繞紡織品時的平均 BMD
值皆有顯著性差異，p<0.05 金屬線薄平均 BMD 值為 1.54 ， 金屬線厚平均 BMD 值為 1.54 。 反光材質平均 BMD 值為

1.49 。 反光材質與無環繞紡織品時的平均 BMD 值有顯著性差異，p<0.05 聚酯纖維平均 BMD 值為 1.51。 

結論： 以實驗結果來看紡織品確實會影響DXA測量骨質密度的結果。 反光材質與聚酯纖維可能會使DXA測量BMD值降低，

而牛仔棉布、金屬線和反光材質均會增加 DXA 測量 BMD 值，牛仔棉布與反光材質在統計學上是有顯著性的差異。 所以建議

使用 DXA 在掃描骨質密度的時候應該避免穿著一些比較緻密或反光材質的衣服。藉此研究希望各醫院在做骨質密度檢查時可

以請病患先換上醫院的檢查服，以降低因紡織品造成的誤差，也建議檢查服可以使用 100%純棉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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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與日照骨質疏鬆之比較  Poster 033
OT-033 

陳冠維 1   陳嘉雯 1   林東穎 1   傅紹懐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林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台灣已邁入老年化的社會，將面臨很多老齡化的問題，其中老年人的骨骼問題間接影響著生活起居所帶來

的後續問題。骨質疏鬆症是一個骨質流失導致骨骼脆化，引發骨折的機率，如老年人發生骨折帶來的後續問題，除了老

年人本身也衍生很多醫療人力及社會成本的問題，因而研究及探討台灣長照及日照的骨質疏鬆(Osteoporosis)程度引發骨

折之比較。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 158 位長者，其中雲林縣長照機構 105 位(62.9%為女性，平均年齡 80.8±8.3 歲)及日間照護中心

53 位(56.7%為女性，平均年齡 78.5±7.0 歲)，每位長者以 Hologic 骨密掃描儀進行右髖骨(如有骨釘換做左邊)、腰椎(如有

骨釘不做)及橈骨(如有骨釘不做)之骨密度檢測，並將蒐集到的資料使用卡方檢定、T 檢定、多變項羅吉斯迴歸等進行分

析,統計水準設為 α=.05。 

結果： 研究顯示長、日照機構在 BMI、Hip BMD、Spine BMD 及 BMD Radius Absolute 皆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長照機

構中有 69.5%為骨質疏鬆症；日照中心則僅有 39.6%被判定為骨質疏鬆症，再將 158 位長者的骨質密度依是否正常分類而

進行多變項羅吉斯迴歸，發現 BMI 及性別這兩個變項和骨質密度有關，男性發生低骨量或骨質疏鬆之危險性是女性 5.9
倍高(OR=5.905; 95% CI, 2.800-12.455; P＜0.0001) ；BMI＞24 者發生低骨量或骨質疏鬆之危險性是 BMI 正常者 1.1 倍高

(OR=1.131; 95% CI, 1.037-1.234;P=0.0055) 。 

結論： 本研究證實性別與 BMI 的確會影響個案的骨質密度，在長照機構之長者其髖骨、腰椎及橈骨之 BMD 都比日照中

心低，但其 BMI 都屬正常體位，而日照中心其 BMI 體位雖屬過重但並沒有比較多之長者患有骨質疏鬆，所以我們應給予

特定族群適合的衛教及處置。目前本研究僅是針對長、日照體系收案的初期基礎分析，未來會延續第二、三年被確診為

骨質疏鬆的長者，進行後續骨鬆症臨床治療效果的追蹤。 

 

利用田口動態分析方法對靜脈注射尿路攝影參數之最佳化  Poster 034
OT-034 

王俊皓 1  彭炳儒 2  

1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國軍台中總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是利用田口動態分析方法評估成人靜脈注射尿路攝影的攝影參數與影像品質的最佳化，透過各參數

設定對影像空間解析度的影像進行評估，並找出最佳化影像品質的參數設定。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所設定的攝影參數選定田口方法中的 L8 直交表，對於三種不同尺寸的擬人假體（模擬 20 cm、25 
cm、30cm 的體厚），進行 8 組不同參數組合的實驗。本研究探討 4 個因子，因子 A：kVp、因子 B：mAs、因子 c： 
Focal-Spot-Size、因子 D：SID ，每個因子有 2 個水準。第一組參數為：87kVp、45mAs、大焦斑、SID117 cm、第二組參

數為：87kVp、45mAs、小焦斑、SID87 cm、第三組參數為：87kVp、20mAs、大焦斑、SID87 cm、第四組參數為：

87Vp、20mAs、小焦斑、SID117 cm、第五組參數為：64kVp、45mAs、大焦斑、SID87 cm、第六組參數為：64kVp、
45mAs、小焦斑、SID117 cm、第七組參數為：64kVp、20mAs、大焦斑、SID117 cm、第八組參數為：64kVp、20mAs、
小焦斑、SID87 cm。 

結果： 將得到的假體影像由三位放射師使用盲測法(blind trial)的方式評分，每張影像會請三位放射師評分，並且重複評分

三次，來降低統計的實驗誤差。本研究利用田口動態分析法的原點直線式，找出評分結果與假體厚度轉換關係之最高靈

敏度(β)，亦即找出影像獲得分數與假體厚度之間迴歸中之最高的斜率設定。第一組 β 值：0.15、第二組 β 值：0.20、第三

組 β 值：0.14、第四組 β 值：0.06、第五組 β 值：0.31、第六組 β 值：0.26、第七組 β 值：0.07、第八組 β 值：0.20。第五

組影像獲得最大的斜率且斜率為 0.31。獲得斜率最高的參數設定為：64 kVp、45 mAs、大焦斑、SID 為 87 cm。 

結論： 本研究要達到符合原點直線式的精神，必須找出最高的斜率，也就是要找出不同尺寸假體厚度轉換關係的最高靈

敏度(β)，然而靈敏度的需求就是在無法確切得知病患體厚為多少情形下，只要使用此組參數攝影就能達到妥協，並且於

影像解析度均有良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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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田口式實驗法於躺床病人移床作業過程主客觀性一致性探討  Poster 035
OT-035 

曾世瑋 1   徐世美 1   趙慶勇 1  

1新竹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 利用現場觀察醫事放射師在協助躺床病人移床作業的模式，用田口法模擬放射師臨床上遇到躺床無法配合

病人需執行檢查時，搬運作業腰部豎脊肌的相關變化與研究，利用本研究找出具有對放射師肌肉骨骼造成傷害的潛在危

險因子，在多組實驗組合下分析其主客觀一致性。 

材料與方法： 田口法實驗的控制因子設定為病人體重、病床高度、檢查床寬度、輔具長度，這四種因子作為特徵皆為三

水準，採用L9直交表實驗設計，數據為移床作業時腰部豎脊肌肌肉活動產生的RMS，做為運動強度評估標準。設定豎脊

肌表面肌電訊號 RMS 值為 A 參數，實驗組合結束後，填寫主觀知覺施力評估表給予評級（RPE）為 B 參數，利用皮爾森

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探討此二連續變數的相關性。 

結果： A 參數的信號雜訊比繪製因子回應圖其變異數分析得知 A 參數因子權重排名為:A>B>C>D，因子回應表中建議

RMS 最小的因子組合為 A1B3C3D1。B 參數與信號雜訊比繪製因子回應圖其變異數分析得知 B 參數因子的權重排名

為:A>B>D>C。因子回應表建議（RPE）望小的因子組合為 A1B3C2D2。經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得知左、右、雙側豎

脊肌的 RMS 與背部（RPE）的相關性分別為（r=0.854、r=0.936、r=0.936）其顯著性為（p＜0.001），達到顯著的正相

關，表示豎脊肌肌肉活動的 RMS，與背部（RPE）之間彼此會正向共變，可證二者具有高度相關性。 

結論： 病人體重是造成躺床病人移床作業風險最大的因子，當病人體重增加搬運病人背部豎脊肌產生 RMS 數值會越高，

上、下肢和背部(RPE)也變高。病床高度為風險因子，病床高度降低 RMS 和 RPE 也越高。檢查床寬度權重雖低，但透過

觀察與訪談，得知檢查床寬度與手臂伸展長度有關聯性，床寬度增加上肢(RPE)增加。工作建議為頻繁搬移病人作業的班

別要適度的人力調整與有充足休息時間並充分運用輔具。 

 
Review the Examination Parts and Doctor's Orders 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 
Reduce the Abnormal Events on the Examination Day and the Time to Change the 
Order, and Increase Patient Safety 

Poster 036
OT-036 

Tzu-Hsiang Lin1   Tai-Ching Wu1   Hsiu-Ti Wu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 Mei Hospital, Chia-Li, Tainan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When performing an examination, we will find that the patient's uncomfortable parts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hecklist issued by the doctor,It takes a lot of manpower and time to check with the clinician, and even change the examination 
parts.By this, use 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review examination parts and doctor's orders for abnormalities,can reduce 
examination Investigate abnormal events and order correction times on the day, and increase patient safe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0060 patients from October 2018 to May 2020,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review the 
examination site and doctor's orders for any abnormalities.The reasons for the excepti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the left and 
right sides、the different examination parts、low of the renal function index(eGFR<30)、change order for with or without contrast 
medicine、the patient goes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the same examination、pacemaker. If found, Immediately ask the on-
duty doctor to recheck and execute the change order. 

Results: A total of 5248 patients from October 2018 to July 2019, before review the examination parts and the doctor's order 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 a total of 36 abnormal events requiring examination parts changes on the day of examination,reasons 
include:the left and right sides(3/36)、the different examination parts(10/36)、low of the renal function index(eGFR<30)(5/36)、
change order for with or without contrast medicine(9/36) 、 the patient goes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the same 
examination(7/36)、pacemaker(2/36). A total of 5012 patients from August 2019 to May 2020, after review the examination parts 
and doctor's order 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 a total of 1 abnormal events requiring examination parts changes on the day of 
examination,reasons include: change order for with or without contrast medicine(1/36).Which means the improvement rate is up to 
97%. 

Conclusion: Review the examination parts and doctor's orders the day before the examination, not only can reduce the abnormal 
events related to many wrong examination parts, and increase patient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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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OWER BI(資料視覺效果工具) 管理醫院個人輻射劑量  Poster 037
OT-037 

何嘉祥 1  李宜靜 1  

1大林慈濟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在現今社會，如何簡化流程、提升效能一直是工作上的追求。依游離輻射防護法規之規範：雇主應對輻射

工作人員實施個別劑量監測，應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露歷史紀錄，並定期及逐年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

業曝露紀錄。前項紀錄，雇主應自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或停止參與輻射工作之日起，至少保存三十年，並至輻射工作人員

年齡超過七十五歲。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時，雇主應提供其紀錄。在醫院如何管理那麼多輻射工作人員劑量資料?有效運用

大數據軟體可以使資料整理變得容易管理、呈現。 

材料與方法：  區間：統計開院至今年 6 月 (89/07~109/06)，其中 89/07~105/12 使用貝克西弗公司佩章與指環，

106/01~109/06 使用中華民國輻射防護協會佩章與指環，請廠商提供人員劑量電子檔，總共 15 個科室，447 人次，29727
筆資料。軟體：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版本 2.75)。 

結果： 以 Power BI 可以整合院內所有輻射工作人員劑量資料，方便佩章負責人管理，對於異常個人劑量也導入目視化管

理，每季以紅燈代表干預(5mSv 以上)、黃燈代表調查(4~5mSv)、灰燈代表紀錄(3~4mSv)、綠勾(3mSv 以下)可以一目了

然，快速發現異常，節省時間。對於離職的輻射工作人員，可以提供在職期間的輻射劑量紀錄證明。 

結論： 經詢問佩章管理者，在收到佩章後會先進行佩章數量核對(約 5 分鐘)、紙本劑量數值確認(約 40 分鐘)、紙本掃描

留存(約 10分鐘)、寄發通知信件。經使用 Power BI做管理，只要每月收到劑量檔匯入資料庫(約 3分鐘)，查看有劑量值人

員是否合理(約 1 分鐘)，大大減少紙本劑量數值確認時間。1.使用 Power BI，讓歷年個人輻射劑量資料視覺化，方便輻射

佩章負責人管理與追蹤，減少人員作業時間(約少 90%時間)，增加管理機動性。2.目前儀器設備大都已經數位化，期待未

來對病患產生的醫療輻射劑量也可以做有效的管理。 

 

運用 PDSA 品質管理循環降低腹部 X 光重照率(以東部某醫院為例) Poster 038
OT-038 

鄭仰恩 1   黃舜中 1   高祥霖 1   徐蓓 1   傅曉凡 1   王慧菁 1  

1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腹部 X 光檢查為一般 X 光檢查中較為常見之檢查，但在臨床攝影中，常因擺位不佳、攝影條件錯誤、異物

假影等原因導致影像品質不佳而重照，2019 上半年度統計發現腹部 X 光重照件數逐月上升，平均重照率 15.5%，於是進

行 PDSA(Plan-Do-Study-Act)品質管理循環。 

材料與方法： 此專案分為以下六個步驟進行：  
(1)現況分析  
(2)主題文獻查證與成員腦力激盪產出原因魚骨圖  
(3)透過實地查檢進行真因驗證  
(4)衡量指標與對策擬訂  
(5)真因對策 PDSA  
(6)成效評估 

結果： 腹部 X 光重照率  
(1) 對策前資料(1~8 月)平均重照率為 15.5%，標準差 0.9%；對策實施(9~11 月)平均重照率為 13.0%，下降幅度超過兩個標

準差(13.8%)，達目標值。 (2) 測試 6 位放射師實行對策一、二結果，皆有降低因擺位不佳及操作錯誤造成之腹部 X 光重

照率；對策三實行結果，亦有降低因異物造成之重照。 

結論： 1. 採行對策，並於 12 月全面實行對策內容，且每週持續監測腹部 X 光重照率。 2. 重照一位病人約多花費 26.5 秒

之檢查時間，2019 年 1~8 月平均重照件數 191 件，自 9~11 月實行對策，平均重照件數降為 165 件，約減少 689 秒的重照

時間，進而降低病人等待。 3. 經此品質改進活動，以有效達到降低重照率的目的，除了能提升檢查正確性，同時亦降低

病患接受額外劑量與病人等待，符合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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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CC 手法降低 0-6 歲嬰幼兒胸腹部 X 光之重照率  Poster 039
OT-039 

王慈汶 1   楊淑君 1   邱貞菱 1   鄭淳宜 1   謝維根 1   陳玟諠 1   胡晉瑋 1   王添豪 1 

1東元綜合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從放射生物學理論來分析，器官組織的放射敏感性與細胞分裂活動成正比，嬰幼兒正處於生長發育期，細
胞分裂活躍，較成年人敏感得多，而年齡越小越敏感。若在一般 X 光攝影過程中，嬰幼兒身上配戴的物品使影像出現假
影、因躁動而造成影像模糊，或放射師擺位不當造成照射部位偏移等因素，導致嬰幼兒需重新接受放射線照射，除增加
放射師工作量、醫療成本，也讓嬰幼兒接受額外的輻射劑量。 

材料與方法： 本次使用兩台 TOSHIBA 天井式 X 光機配合 Standing Bucky、Table Bucky 以及無線 DR 影像接收板，每日
共有 8 位放射師輪值三班負責執行一般 X 光攝影，以 QCC 手法，針對 0-6 歲嬰幼兒一般胸腹部 X 光之重照率設計登錄表
登記重照次數及原因，統整後從中圈選真因並擬定對策後實施。三項對策：對策一、使用貼紙、氣球等小物吸引嬰幼兒
注意，對策二、製作”固定嬰幼兒姿勢”海報，對策三、製作”嬰幼兒身上常見異物”海報。實施後，將有效對策列入標準
作業規範。 

結果： 統計 108 年 4 月份 0-6 歲嬰幼兒一般胸腹部 X 光之重照率為改善前數據，108 年 8 月中至 9 月中為對策實施後數
據。改善前總照射次數為 142 次，重照次數為 14 次，重照率為 9.8%，其中以部位偏移(42.86%)為最多，其次為影像模糊
(21.43%)、異物(14.29%)、模式錯誤及劑量不當。針對部位偏移、影像模糊、異物等主要原因擬定三項對策，對策實施
後，對策一重照率為 2.44%（P<0.05），對策二重照率為 4.44%（P<0.05）及對策三重照率為 0%（未達統計顯著），對
策實施後總照射次數為 176 次，重照次數為 4 次，重照率為 2.3%，降幅率為 76.5%。重照率由 9.8%大幅降低至 2.3%。 
改善前的照射次數平均為 1.0986，標準差為 0.322；對策實施後的照射次數平均為 1.0227，標準差為 0.14946，而 spss t test 
的結果顯示，對策實施前後的照射次數有顯著的下降（P<0.05）。 

結論： 重照率的降低，不但減少 X 光管球的耗損，延長 X 光機使用年限，也提升了放射師的工作效率。另外，改善中、
後比從前收到更多的表揚單及好評回饋，可見家屬滿意度也有所提升。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體外異物影像重照事件  Poster 040
OT-040 

謝忠倫 1   廖昱琳 1  

1埔基醫療財團法人埔里基督教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降低或維持一般 X 光影像重照率一直都是各家醫院放射科長久努力目標，在數位化時代，重照不會增加太
多成本，但不能因患者不會知道被重照而不去做。影像重照原因有很多，運用柏拉圖分析影像重照 80%原因，前三名為
擺位不佳、體外異物及病人移動或憋氣不佳，經討論及經濟效益評估後，針對體外異物做改善，發現體外異物原因在於
櫃台引導人員、病患及放射師間溝通理解力不足造成，本文以根本原因分析(RCA；Root Cause Analysis)體外異物造成影
像重照事件。 

材料與方法： 2018 年總重照率為 6.97%，其中體外異物佔 1.81%，重照第 2 位，改善及資料收集期間 2019/01-12 月，成
員組成櫃台引導人員及放射師共 5 位，經組員討論及效益評估後，發現體外異物原因在於溝通理解力不足造成，改善成
本最低，利用原因樹找出造成體外異物未移除而導致影像重照之相關因素解析，找出近端原因。最後具體的規劃及改善
行動針對櫃台人員不懂醫囑部份進行教育訓練及製作醫囑表格對照表，對病患說明、講話速度及適時變換語言(台語、英
文、越南文及印尼文字卡)，當下請病患移除飾品及口袋物品選擇進行禮儀訓練。病患部分製作體外異物宣導海報張貼於
等候區；放射師接獲醫囑單後，請病患看著海報確認身上異物是否移除，擺位時，做最後確認。 

結果： 體外異物造成影像重照率由 2018 年的 1.81%至 2019 年的 1.03%，下降了 0.78%，用成對樣本 T 考驗呈現 P 值
0.018，P<0.05，代表所實施的改善手法對體外異物重照改善有顯著差異。 

結論： 本研究只執行 1年，須長時間的不斷的持續循環進行，因此往後會持續進行追蹤並改善。其實只需要成員多注意並且將
其變成習慣，自然有效的降低因溝通不足的人為因素重照狀況，減少病人不必要輻射暴露，使重照率維持在最佳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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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品管圈(QCC)手法提升移動式 X 光機(Portable)床邊攝影品質  Poster 041
OT-041 

王雅君 1   王瑞雄 1   呂孟珊 1   鄭建成 1   陳來發 1   許昭禹 1  

1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對於生命跡象不穩定的重症病人，前往床邊攝影是極為重要的服務，運用品管圈(QCC)手法來改善攝影品質，
可降低工作人員及病人所接受的輻射劑量，亦可降低人力成本。

材料與方法： 收集 108年 6月 3日至 108年 6月 16日，急診、住院病房攝影總檢查數為 208例，重照數為 22例，重照率為
10.58%，以重照原因進行層別法分析，影像擺位不佳為重照現象。經圈員討論此難易度，並參考同儕文獻，目標設定降至
3%。影像擺位問題為魚頭，影像切到、手未挪開、影像斜位三大項為中骨繪製魚骨圖。依據 108 年 6 月 24 日至 108 年 7 月
7 日，以三現原則進行真因驗證調查，總檢查數為 242 例。調查結果以五項真因列出十項對策擬訂，選定其中八項對策進行
循環式品質管理(PDCA)。 

結果： 群組一：影像切到之三項真因，實施對策有(1)前去床邊攝影前，先查看舊片，判斷病人胸廓大小。(2)宣導遇體型壯
碩，片匣可直式改橫式擺放。(3)於片匣有效範圍外黏貼紅色膠帶，使放射師更清楚片匣有效範圍。(4)設置明顯點對點標
誌，確認管球水平狀態。(5)利用水平儀確認球管水平，避免球管左右傾斜。群組二：手未挪開之真因，於移動式 X 光機上
備有約束帶，床邊攝影時若遇躁動病人，將暫時給予約束，避免影響檢查結果。群組三：影像斜位之真因，實施對策有(1)
先向經驗豐富同仁收集病人身體傾斜處理方式，彙整後以繼續教育訓練方式向同仁分享。(2)加強宣導於床邊攝影擺位完
成，必須再次確認病人身體有傾斜情況。統計 108年 11月 4日至 108年 11月 17日改善後的結果，總檢查數 246例，重照數
7例，重照率下降至 2.84%，降幅 73%。改善前每月重照例數約 50例，改善後例數約 14例，平均每月減少 36例數，大幅減
少額外重照的輻射劑量。 

結論： 對於片匣有效範圍黏貼紅色膠帶，同仁發現若將片匣放於床單下，則無法看到邊界。故嘗試使用較薄之泡棉黏貼，
以利同仁以視覺、觸覺方式辨識邊界。此次改善大幅提升床邊攝影品質，也降低全體輻射風險，相對減少耗費工時、醫師
等候判讀時間，給予了病人更好的就醫品質。 

 

使用品管圈手法降低門診 CT 未到檢率  Poster 042
OT-042 

蔡振國 1  楊鈞為 2  邱筱文 1   沈怡君 3  翁翊翔 3 林芯宇 3 楊惠媚 4  

1郭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2高雄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 
3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4郭綜合醫院心導管室 

背景及目的： 放射診斷科執行電腦斷層檢查前，患者及醫護人員皆需事前準備，若病患排檢後未到檢，會有人力、物力
的資源浪費。本研究為南部某地區醫院使用品管圈手法降低門診 CT 未到檢率，讓排檢時間能有效利用的經驗分享。

材料與方法： 收集 106 年 1 月至 107 年 5 月之門診 CT 未到檢人數進行分析，以放射科品管圈 QCC（Quality Control 
Circle）手法為使用工具，取前 4 大未到檢原因實施品質管理對策 PDCA（Plan-Do-Check-Act)，目標設立為門診病患執行
電腦斷層未到檢率小於 2%。統計 107 年 7 月至 107 年 9 月實施後的未到檢率進行比較，以評估 QCC 執行成效。

結果： 對策實施前 17個月平均 CT未到檢為 3.98%，實施後 3個月未到檢率分別為 0.95%,0.47%,0.56%，均小於設立目標 2%。

結論： 對策實施後整體未到檢率有明顯下降，使作業流程更加順暢。到他院檢查部分有時還是無法成功說服病人，需多
收集病人原因，並列點做出對應方案。若能請資訊組提供檢查前一天簡訊通知服務，可大幅減少打電話的時間與人力。
透過醫品圈活動解決科內問題，可使放射科 CT 排檢運作更順利。

 

降低門診 X 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率  Poster 043
OT-043 

簡志遠 1   吳嘉壽 1   黃湘文 1   邱靖芳 1   李濬澤 1  

1阮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等候時間」是近幾年來消費者意識抬頭下所被關注的話題，本計劃以檢查等候時間 4 分鐘(引用 2018 年本院 X
光檢查等候時間測量結果平均值)為域值，針對影響門診 X 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之原因進行探討與分析，並以顴客需求為導向

來尋求改善，以求降低門診 X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率，藉以提升病人受檢之便利性。 

材料與方法： 圈員透過腦力激盪、三段評價、收集改善前數據期間 2019/03/18~23，總檢查人次 1286 人，延遲人次 246 人，延

遲 率 19% ， 分 析 出 造 成 門 診 X 光 檢 查 等 候 時 間 延 遲 率 要 因 ， 並 設 定 目 標 值 ： 延 遲 率 降 低 為 9% 。 
◎門診 X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率分析 5大要因： 1. 病人多  2. 項目多 / 困難  3. 沒聽清楚更衣指令  4. 標誌不明  5. 聽不清楚幾號攝

影室  ◎其改善計劃為  (1)新增號碼機分流系統  (2)製作擺位輔助標誌  (3)優化更衣海報、多媒體系統  (4)製作字體適中、顏色鮮

豔標誌  (5)多媒體自動叫號系統經執行改善計劃，收集改善後數據期間 2019/08/12~17，總檢查人次 1039人，延遲人次 82人，延

遲率 7.89%。 

結果： 經 108 年 6 月 1 日至 108 年 7 月 13 日執行以上之改善計劃，經統計數據發現改善後門診 X 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率為

7.89% ，相較於改善前延遲率 19%，其最後活動達成率 111% ，進步率 58% ；效果維持，延遲率持續低於目標值 9%以下。 

結論： 本次計劃執行後，降低了本院門診 X 光檢查等候時間延遲率，也確立「科內」門診 X 光攝影作業流程的標準化，無形

成果則是圈員們團結以「病人為中心」做為出發，全員共同設定目標，全力達成目標，加上效果是持續的，其成就感更是不可

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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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品管圈(QCC)手法降低髕骨 X 光影像廢片率  Poster 044
OT-044 

林子謙 1   吳昭儀 1   李玉燕 1   劉泓佶 1   林志展 1   吳玉眉 1   莊仁賓 2  

1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放射科 
2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外科 

背景及目的： 髕骨 X光攝影檢查為診斷膝關節退化病變重要的攝影技術之一。運用品質圈(QCC)手法，利用品質管理分析方式

分析原因，並進行檢討改善以降低影像廢片率。提供醫師優質醫學影像，使其在臨床診斷上得到最佳的診斷資訊。 

材料與方法： 本次蒐集門診、急診、住院病人髕骨 X光影像，統計 108年 11月至 108年 12月的檢查共 152例，廢片影像有 49
例。改善前總比例為 32.23%。其中針對影像廢片率進行分析，依據 80/20 法則繪製柏拉圖找出擺位方式及儀器操作兩大原因。

評估圈員執行能力後，期望目標值由改善前 32.23%降低至 16.11%。由圈員進行會議討論分析後找出各項原因，並繪製出魚骨

圖。依據實際執行狀況進行真因驗證。調查分析結果後以兩大對策進行四項對策擬定、執行 PDCA、後續檢討與改善並標準化。 

結果： 對策系列一：對於擺位方式之兩項真因中，實施對策有(1)利用輔具協助病人進行擺位(2)利用約束帶幫助病人維持適當

姿勢。對策系列二：儀器操作之兩項真因中，實施對策有(1)修正攝影條件提高對比度(2)利用影像後處理系統進行影像調整。統

計 109年 3月至 109年 4月改善後結果，影像廢片率降為 15.12%，降低比例 53%。此次圈活動將擺位程序及攝影條件修訂歸入

標準化作業程序書中，期許放射師同仁執行檢查時能按標準作業流程提高攝影品質。 

結論： 根據此圈會活動後，圈員可經由標準擺位作業及調整攝影條件可使病人影像品質上升，廢片率下降。本次活動針對影像

廢片率進行改善，提升影像品質以提供醫師臨床診斷需求，使病人就醫品質及安全性能夠更加優化。 

 

利用醫療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降低影像醫學科非侵入性檢查異常事件件數  Poster 045
OT-045 

賴威凱 1   吳忞靜 1   陳虹吟 1   黃振廷 1   紀茹晴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大林慈濟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病人應在安全的醫療環境中接受診療，醫院則必須提供正確有效的診療，來改善病人健康。而病人安全首要步驟
為病人辨識，但臨床中發生重大醫療疏失，最終原因即是未執行病人確認。依據個案醫院的病人安全八大目標中，「提升醫療
照護人員間的有效溝通內之病人辨識錯誤/未辨識」在影像醫學科有兩件異常事件發生。故欲運用醫療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
析（Healthcare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HFMEA）來檢視非侵入性檢查流程之完善，降低病人辨識不完整率、提升病
人安全。 

材料與方法： 依HFMEA 手法，繪製非侵入性檢查流程圖，將次流程展開。再進行危害分析，經團隊定義嚴重度分級，得出 22
個失效模式、31個潛在原因後進行決策樹分析，選定 4個失效模式、5個潛在原因，採取 3個行動方案。 更改報到方式：修改
資訊系統，使書記使用獨立不重複的檢查序號來報到。 新增人工叫號：書記報到時留予病人號碼牌，並在檢查單上註記號碼。
放射師拿檢查單叫病人須同時叫號碼與姓名。 調整檢查流程與新增小骨人圖示：書記報到時加蓋小骨人印章。放射師與病人核
對檢查部位後，圈選小骨人圖示。最後核對儀器端與檢查單資料後再執行檢查。 

結果： 修改檢查流程：先與病人核對身分與檢查部位再於儀器端刷資料，可避免放射師未注意儀器端資料與病人不符造成錯
誤。新增小骨人圖示，可提醒放射師核對檢查部位。 執行行動方安案改善後，5 個潛在原因之危害指數皆下降，且無異常事件
發生。並於檢查前發現醫師開單錯誤有 30人次，有效防止醫療疏失。 

結論： 使用 HFMEA 檢視檢查流程，有效降低非侵入性檢查異常事件發生。 調整資訊系統,，使用檢查序號報到，有效防止人
為疏失。 新增小骨人圖示做視覺輔助，提醒同仁核對檢查部位，可於檢查前發現檢查部位有誤，有效防止醫療疏。 未來可更
新資訊系統，直接在檢查單標示有圈選檢查部位的小骨人圖示，使病人在診間就可與醫師討論檢查項目，落實醫病溝通。 

 

降低放射科交班不完整率  Poster 046
OT-046 

余家齊 1   李心天 1   邱顯順 1   顏宏達 1   孔德芯 1   梁翔喬 1   高宏昇 1  

1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交班是放射科人員每日臨床例行的工作，本科曾因發生臨床交班疏漏、不確實及不詳細，而延遲病人檢查之進行
或無法及時處理突發狀況；期間醫院方面亦因處理病人抱怨或院內問題耗損時間及精力，因此期望藉由此次研究，尋找交班不
完整的原因並進行改善。 

材料與方法： 研究小組條列 29項重點交班事項，改善前資料蒐集時間為 2019年 5月 5日至 2019年 5月 18日，每日早中晚班
各交班一次，收集數據期間所有之樣本數為 1218 份，交班不完整率達 8.21％，分析發現本科未交班不完整原因包括：(1) 交班
內容認知與習慣不同；(2) 標準規範不完整；(3) 未安排在職教育課程；(4) 評估無一致性；(5) 缺乏指引單張，小組人員以上述幾
個主要原因，繪製柏拉圖並做真因分析，設定目標值為 3.21%，最後擬定改善對策並於科內公告實施。藉由修訂交班作業規範
及交班本內容、增設交班圖卡輔助交班及在科會中宣導交班流程後，可有效降低放射交班不完整率。 

結果： 改善後資料蒐集時間為 2019年 8月 19日至 2019年 9月 1日，收集數據期間所有之樣本數為 1218份，交班不完整率由
8.21％降低至 3.2％。達成率為 100.2%，進步率 61.02%。

結論： 正確完整的交班，可節省接班者重新評估病人、工作環境、機器的時間，提供病人連續性和安全的照護，若執行方式正
確且有效率，並不會增加交班人員之負擔。此次推行專案過程中，藉由修訂「增修交班本細項」、「教育訓練」及「交班流程
宣導」等解決策略作為交班的準則及依據，可確實降低交班不完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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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科病患檢查自動報到系統之相關探討  Poster 047
OT-047 

胡宛穎 1   楊奇則 1   陳鏗鏘 1   杜俊元 1   王基誠 1    鄭旭萌 1  

1台北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 在醫院看診的病患，有些需要在放射科檢查。各診間同時前來放射科檢查病患人數過多，造成在登記櫃檯前常常
有排隊人龍出現。在經過排隊等待時間，完成登記報到，再前往更衣並等待叫號，最後進入檢查室開始檢查。這一步步的行政
作業，使得病患等待檢查時間有增加的現象，為此引進自動報到系統機器，使用電腦讀卡（健保卡）或病人的HIS單(門診開立
之檢查單)單號報到，省去排隊等待人工報到時間。本研究利用自動報到系統是否降低病患檢查等待時間。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使用自動報到系統前 107年第一季至三季，使用自動報到系統 107年第四季至 108年第四季門診攝影
室等候檢查時間數據比較。本院以病人等候時間閾值小於 15.0分鐘為基準，比較自動報到系統對於病患檢查等待時間的差異。

結果： 使用自動報到系統前之病患等候時間為 17.8±3分鐘；使用自動報到系統後之病患等候時間為 10.4±0.5分鐘。數據上可以
得知，病患等候時間有大幅減少。 

結論： 根據前面的結果，得知自動報到系統對於病患的等候時間是有大幅減少的；針對自動報到系統使用前後病患等候時間相
差約有 7.4 分鐘(進步率約 41.6%)，因此能夠有效分擔工作人員的負荷與提升整體效率；而針對病患而言，自覺等待時間也相對
降低。自助報到機在臨床使用上還是有其限制，例如病人對機器的不信賴感，機器沒有辦法像病患更衣室位置及穿衣說明。因
此可以增設工作人員引導，貼上標示告知病患，或是請病患至放射科櫃台詢問等都可以有效解決問題；隨著時代進步，電子化
普及，但是傳統人力報到櫃台還是有相對的重要性，我們理應透過與病患的互動，使用自動化報到系統來截長補短，打造一個
舒適，友善，效率，專業的醫療檢查環境。 

 

COVID-19 篩檢區胸部 X 光設備設置與改善  Poster 048
OT-048 

林恩賜 1,2   張奇斌 1   王魯發 1   張寶源 1   杜興洋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2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 COVID-19 篩檢站執行 Chest X-ray ，檢查流程耗時很長，最初使用手動式 CR 片匣升降架因為需要因應病
人身高而重複調整片匣高度，且容易因為擺位時病人直接接觸鉛柵板造成擠壓，導致 X 光射束與鉛柵板角度無法垂直，
造成影像出現鉛柵假影，在機緣之下發揮慈濟延續物命的精神，利用報廢數位式電動升降 CR 攝影儀改裝成可放置 CR 片
匣兼具電動升降功能的電動式 CR 升降台。 使用電動式 CR 升降台後降低篩檢站 Chest X-ray 的檢查時間、降低感染風險
並解決因病人擠壓鉛柵板導致 X 光射束與鉛柵板角度無法垂直的問題。

材料與方法： 1.移動式X光機廠牌為GE，型號Marquette AMX4+，報廢CR電動升降台廠牌為FUJI，型號為FCR Velocity 
U，手動 CR 片匣升降架與自動 CR 片匣升降台鉛柵板 grid ratio 皆為 10:1。 2.將報廢 CR 電動升降台內部機械結構全數拆
除，保留電動升降功能(可腳踏控制)及內置鉛柵板，並將鉛柵板後方用丈量好的木板壓條及螺絲固定在片匣箱內製成 CR
電動升降台。 3.模擬不同身高病人在擺放片匣及病人擺位情況，比較手動式 CR 片匣升降架和電動式 CR 升降台的操作時
間。 4.因為鉛柵板安裝在升降台內，病人不會與鉛柵板直接接觸，避免因病人擠壓造成鉛柵板與 X 光射束角度產生差
異，確保 X 光射束與鉛柵板角度垂直。 

結果： 1.在模擬連續拍攝不同身高的病人，對於擺放片匣及病人擺位情況下，電動式 CR 升降台操作較手動 CR 片匣升降
架節省約 50%的操作時間。 2.電動式 CR 升降台不需手動調整高度，可由腳踏控制片匣上下移動，減少與病人接觸的機
會，降低感染風險。 3.因為鉛柵板安裝在升降台內，可以確保 X 光射束與鉛柵板角度垂直。 

結論： 電動式 CR 升降台排除了病人直接與鉛柵板接觸造成擠壓，確保 X 光射束與鉛柵板角度垂直，在對不同身高病人
擺位及置放片匣情況下，電動式 CR 升降台操作時間相較手動式 CR 片匣升降架節省了約 50%的操作時間，除了上述優點
外，使用電動式 CR 升降台也直接減少了醫事放射師在 COVID-19 篩檢站與病人接觸的時間，降低感染風險。 

 

東部某醫院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設置戶外篩檢站經驗分享 Poster 049
OT-049 

傅曉凡 1   黃舜中 1   鄭仰恩 1   潘翠華 1   王慧菁 1  

1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防疫期間需執行胸腔 X 光檢查，針對較低風險之疑似個案設置戶外篩檢站，利用
現有設備規劃相對應之檢查流程，使作業人員可合理的運用適當隔離防護裝備。

材料與方法： 一．機器設備與環境規劃  1. 運用移動式Ｘ光機、DR 板，與科內 X 光側位攝影輔助架結合，並於輔助架上
標記身高公分刻度，以便擺位與拍攝。 2. 設置網點與電源，由輻射防護人員進行輻防測試，周圍使用移動式鉛屏進行輻
射防護。 二．工作人員隔離防護裝備 1. 非拋棄式防水隔離衣及防護面罩(取代一次性使用之隔離衣與面罩)、拋棄式防護
髮帽、外科口罩(取代 N95 口罩)及手套。 2. DR 板以紅感垃圾袋包覆，再利用大型塑膠袋將移動式 X 光架與 DR 板套住。 
三．檢查流程： 1. 設定病人資料  2. 詢問個案身高並調整 X 光架高度。 3. 裝置 DR 板並套上塑膠袋隔離。 4. 檢查空間地
面標示病人等待位置及照相位置，並張貼檢查示意圖給病人參考，使放射師可以口述方式引導個案至照相位置及調整病
人擺位(請往左/右站或身體往前等口述方式)，避免觸碰病人。 5. 檢查結束後請個案回等待區並上傳影像。 6. 清潔儀器與
卸除並清潔防護裝備。 

結果： 資料統計自 4/6 至 5/31 止，戶外篩檢站共進行約 40 例疑似個案之胸部 X 光攝影，檢查過程可達成不碰觸病人之目
標，僅用口述指引擺位，平均一位個案完成檢查與影像上傳時間約為 3 分鐘，人員穿戴與卸除防護裝備花費時間約為 10
分鐘，能快速完成檢查。 

結論： 本院新設立戶外篩檢站，使用現有設備進行架設，在疫情期間能有效的為 COVID-19 疑似個案進行檢查，並且能
夠合理降低工作人員接觸之風險，也相對減少醫療防護裝備損耗(可重覆使用性之裝備取代拋棄式裝備)，能將寶貴的醫療
資源留給更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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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採取相關措施經驗分享—以中部某醫院為例  Poster 050
OT-050 

練淑君 1 莊明春 1 張正昂 1 邱毓慧 2  

1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放射科 
2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感染管制室 

背景及目的： 自 109 年 1 月起疾管署(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監控及
相關措施，本院身為網區及縣市應變醫院，根據疾管署防護裝備指引，配合院內感管人員針對人員防護加強訓練，隨著
疫情進展，針對檢驗場所、隔離動線、防護裝備、檢驗流程、人力調配等，希望藉以本院自身經驗互相交流。

材料與方法： 以本院為例，依勞基法的排班機制，急診（一天三班）28 天需 84 個人次，診斷科人數共 18 人，三班輪值
人數常規 7人，負壓病房 20床，加護病房負壓 2床，急診負壓 1床。設有急診(住院)X光室 1間，門診 X光室 1間，急診
CT 室 1 間，門診(住院)CT 室 1 間，三班人員工作內容以移動式胸部 X 光及急診 CT 為主。疫情初期(1/15-3/9)：由三班人
員以移動式 X 光機，穿著全套防護裝備，於急診負壓室進行胸部 X 光檢查，遇疑似或高度懷疑採單一隔離動線至負壓隔
離病房診治。疫情中期(3/10-6/2)：移動式 X 光機固定於戶外篩檢站，若患者自行到院，由三班人員穿著防水隔離衣等相
關防護裝備，利用定點 X 光機進行胸部 X 光檢查，單一路線到負壓隔離病房診治；另外 1922 專車到院者，單一路線至負
壓隔離病房，三班人員特定時間穿著全套隔離裝備，進行胸部 X 光檢查，此階段加作肺部電腦斷層檢查。有肺部電腦斷
層檢查時，由急診(住院)檢查室人員協助，皆隔離動線管制，原急診或住院檢查患者移至門診檢查室(X 光及 CT)受檢。
6/3 後戶外篩檢區撤離，疑似病患恢復到急診隔離室受檢，方式比照疫情初期。

結果： 相關檢查以三班人員 7 人為主，急診及門診 X 光室人員各排定 1 人依順位遞補協助，109 年 1 月至 5 月急診篩檢
484 人次，隔離病房 147 人次，共篩檢 631 人次。109 年 3 月至 5 月電腦斷層共檢查 168 人次，疑似患者 132 人次，解除
隔離 36 人次。急診患者 X 光及電腦斷層受檢等候時間平均約 12 分鐘及 28 分鐘，各增加 14 分鐘及 22 分鐘，門診(住院)
患者增加 X 光及電腦斷層受檢等候時間平均各 24 分鐘及 10 分鐘，急診 CT 室檢查後的除汙及淨空時間平均約 20-35 分
鐘，導致病患等候時間增加。人員加班部分，藉由二線人力支援，每月平均約 15 小時。

結論： 結果顯示隨著疫情發展機動調整檢驗場所、隔離動線、防護裝備、檢驗流程、人力調配有其必要性，但疫情中期
防護裝備調整及增加肺部電腦斷層檢查，對於人力不足的中型醫院，在人力調度上更為吃緊，裝備調整亦增加工作人員
心理壓力。電腦斷層檢查後的除汙及淨空時間也間接擠壓原本受檢者的受檢權益，所幸疫情逐漸趨緩，藉此經驗分享以
期互相交流。 

 

以合理抑低為原則，建置 COVID-19 篩檢站  Poster 051
OT-051 

莊容慧 1   邱曉芬 1   高乃迪 1   張美琪 1   白思敏 1   林大全 1   章怡君 1  

1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臨床上表現主要為咳嗽、發燒及呼吸困難，而重症患者可能出現病毒
性肺炎；運用胸部 X 光檢查為初步篩檢，然因疾病具高傳染性，需使用移動式 X 光機設置於專用篩檢站。本研究評估照
射立姿(PA)胸部使用移動式 X 光機在暴露的過程中所產生二次射線、散射線所造成輻射空間劑量的分布情形。執行攝影
的醫事放射師因穿著隔離防護衣具而無法在套上鉛衣，實驗結果測得的空間輻射劑量最低點作為放射師操作位置。

材料與方法： 使用 120*190 公分鉛當量 3.0mmpb 鉛屏風共 4 座以口字型擺放包覆，使用移動式 X 光機 SHIMADZU 
Evolution 搭配 CXDI-710 數位影像板，使用 80KVp，8mAs 為測定條件，以受檢者為中心 2.5 公尺鉛屏風後為周長，偵測
前方(A、a)，左方  (B、b)，後方(C、c)，右方(D、d)各 2 點且每點照射 2 次，以游離腔(SURVEY METER 型號
INOVISION451)量測計讀，紀錄數據。研究結果求出各點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結果： 前方 A 點:5.45±0.67uSv/hr、a 點:4.65±0.13 uSv/hr，左方 B 點：2.38±0.13 uSv/hr、b 點:3.58±0.13 uSv/hr，後方 C
點:2.05±0.42 uSv/hr、c 點:1.15±0.14 uSv/hr，右方 D 點：4.12±0.17 uSv/hr、d 點:3.62±0.35 uSv/hr。 其中 c 點量測劑量與其
他各點具有顯著差異(P＜0.005)，因此 c 點規劃為放射師操作最理想的位置。

結論：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途徑尚未明確，減少被感染的風險與與篩檢者接觸機會，可以建置 PACS 無線網點、使
用遙控器曝光裝置取代線控、曝光 c 點量測劑量與其他各點低，主要原因除了 X 光在暴露的過程中所產生二次射線、散
射線所造成輻射空間劑量的分布不均與 X 光球管跟效應(Hell effect)有關，同時也驗證體外輻射防護的三原則為屏蔽、距
離、時間。 

 

新型冠狀病毒肺炎戶外篩檢胸部 X 光檢查流程—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例  Poster 052
OT-052 

李國齊 1  陳威霖 1  李元凱 1  

1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因新型冠狀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各家醫院設置戶外篩檢站執行檢查，其中胸部 X 光是篩檢及診
斷的一部分，醫事放射師需在保護病人安全前提下執行工作，並且盡可能減少接觸篩檢病人，以避免感染，因此需擬定
一套完整的作業流程，透過移動型 X 光機（Portable）完成戶外胸部 X 光檢查。

材料與方法： 回溯自 2020 年 2 月到 4 月戶外篩檢胸部 X 光人數，病人面向 Standing Bucky，胸部緊貼 CR 板，SID180 
cm，Tube 拉至定位後鉛屏蔽放置 Tube 兩側，最後利用 Excel 統計成功率，檢查流程為：1.放射師至急診室著防護裝備；
2. CR 板套防塵袋放置 Standing Bucky；3.放射師先在候診區量病人肩膀高度；4. 調整 Standing Bucky 上緣至病人肩膀上 5
公分；5. 請病人臉面向 Standing Bucky；6. 執行移動型 X 光機（Shimadzu MobileArt Evolution MX7）Exposure（照完請病
人回候診區）；7. 拿取 CR 板消毒及脫裝；8. 走室外回放射科。此流程為醫院感控小組、放射科及急診小組共同討論設
置，而戶外胸部 X 光環境及設備已由原子能委員會委託輻射防護檢測公司通過執行。

結果： 2020 年 2 月到 4 月戶外篩檢胸部 X 光人數共計 259 人，僅有一張影像錯誤重照，成功率為 99.6%，顯示此檢查流
程及相關設置能讓醫事放射師檢查精準及快速，並且盡可能減少與篩檢病人接觸時間。

結論： 新型冠狀病毒肺炎（COVID-19）需透過胸部 X 光來進行診斷，此疾病會透過飛沫及接觸傳染，且尚未有藥物或
疫苗可治癒，醫事放射師在執行檢查時需先花十五分鐘左右穿著防護衣再執行檢查，完成檢查後還需要脫除防護裝備及
消毒機器，因此為了避免感染及加快檢查速度，且盡可能減少接觸篩檢病人，並在保護病人安全前提下完成檢查，各醫
院放射診斷科需擬定一套完整的作業流程，以提升醫院戶外篩檢流程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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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手法探討急性闌尾炎之診斷  Poster 053
OT-053 

黃詩華 1,2   周銘鐘 2   高郁雯 1   周銘鐘 2  

1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一般影像診斷科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 急性闌尾炎是腹部最常見的急性外科疾病。根據醫生進行初步血液檢查、尿液分析診斷急性闌尾炎可能有
點困難。於是會在評估後。針對懷疑為急性闌尾炎患者進行電腦斷層掃描及超音波檢查，影像學目的為幫助急診醫生區
分病患是否為闌尾炎，影像能夠作為附加診斷，減少診斷不確定性。本研究希望以實證手法搜尋並評讀高證據等級文
獻，探討電腦斷層掃描及超音波對於高度懷疑為闌尾炎患者進行具有高診斷價值的檢查。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Acute appendicitis、computer tomography、CT、ultrasound、sonography、echo、Sensitivity、
specificity。關鍵字於 Cochrane、PubMed、Embase、Trip 搜尋，選擇文章是 Systematic Review、Meta Analysis、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剔除重複的文章及文章不符合題目，共搜索到 2 篇 Systematic Review 文章，
並將 2 篇文章以 CASP 評讀工具進行評讀。 

結果： 第一篇文章顯示超音波檢查敏感性為 86%、特異性為 94％。在電腦斷層中，敏感性為 95%，特異性為 94%。第二
篇文章顯示超音波敏感性為 83.1%、特異性為 90.9%。在電腦斷層中，敏感性為 89.9%、特異性為 93.6%。 

結論： 本研究以實證手法搜尋兩篇文獻，經過嚴格評讀，兩篇 Systematic Review 證據等級皆為 Level 1，證實電腦斷層確
實有很高的診斷準確度且能夠及時提供影像以供急診醫師診斷。依據GRADE精神，強烈建議可以進行電腦斷層，檢查之
敏感度雖然高，但若患者為兒童或孕婦需要考慮檢查所導致的劑量，最後患者還是須配合醫師安排，才能使自己獲得最
大醫療幫助。 

 

從實證醫學觀點探討使用化痰藥 Acetylcysteine 能否有效預防顯影劑腎病變  Poster 054
OT-054 

王盈惠 1  陳惠琴 1  

1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顯影劑的使用在臨床上是非常普遍的，注射顯影劑可能引發過敏反應或腎臟損傷，在注射顯影劑前中後給

予適當的預防與處置，可望降低顯影劑腎病變的發生率。臨床上除請受檢者多喝水多排尿外，亦有醫師建議服用化痰藥 
Acetylcysteine 來預防顯影劑腎病變的方式，本文使用實證醫學的方式探討，服用藥物作為檢查後的預防措施是否為最佳

的決策。 

材料與方法： 以實證觀點來探討臨床上常見服用化痰藥 Acetylcysteine 預防顯影劑腎病變的可行性，執行文獻搜尋，包括
NCBI Databases 及 UpToDATE，選入一篇符合 PICO 及最佳的研究設計 Randomized trial study 進行分析探討 

結果： 經由嚴格的文獻評讀及臨床應用的分析，此文獻的證據等級符合 Oxford centre for EBM :Level 2 acetylcysteine 和
placebo 在試驗最終的 outcome Primary end points(在死亡、需長期洗腎、急性或慢性腎功能損壞) ，及 seconrary end 
points(顯影劑急性腎病變，在 90 天時出現腎臟損害需要洗腎)，p 值皆沒有小於 0.05，沒有達到統計學上顯著的差異。
Primary end point Number Needed to Harm (NNH) = 1000；Contrast-Associated AKI* Number Needed to Harm (NNH) = 250

結論： 經研究證實使用化痰藥(Acetylcysteine)預防顯影劑腎病變是沒有明顯效果的。在顯影劑腎病變中，高風險的病患
若需要做注射顯影劑檢查或治療，醫師須多加評估病人的腎功能、疾病史、顯影劑腎病變的風險等，再確認執行檢查或
治療。並在注射顯影劑後密切觀察有無顯影劑腎病變的發生。對於腎功能正常的病患，建議檢查後多補充水分，讓顯影
劑盡快從尿液排出，降低腎病變發生的風險。 

 

利用實證醫學探討接受骨盆部位放射治療的患者其晚期放射性膀胱炎的機率  Poster 055
OT-055 

陳怡孜 1  王鈞彥 1  顏亨軒 1   李欣樺 1,2   黃志仁 1,2  

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腫瘤部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背景及目的： 有位攝護腺癌的病人來放射腫瘤科進行放射線治療，他擔心放射線治療會導致解尿時會有灼熱感，所以在
治療前詢問醫護人員，所以想探討接受骨盆部位放射治療的患者其晚期放射性膀胱炎的機率。 

材料與方法： 以實證醫學方法分析，設定 PICO，P：骨盆部位腫瘤患者，I：放射治療，C：沒有放射線治療，O：放射
性膀胱炎，運用“骨盆”，“放射治療”，”膀胱炎”，”機率”，”radiation”，"radiation therapy"，” cystitis”，"prostate"等關鍵
字，在 Cochrane library、PubMed、Google 和華藝進行搜尋相關文獻。再依據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Levels of Evidence 評估證據等級。 

結果： 在 Cochrane library 有找到一篇相關的系統性回顧文章，提及如何治療晚期放射性膀胱炎，治療方式以非手術的方
式最多，例如：高壓氧、甲醛或一些藥物等。在 PubMed 有找到兩篇 level2 的文獻，分別探討攝護腺癌與子宮頸癌治療後
晚期膀胱炎與晚期直腸炎的比率，通常會因癌症期別、接受到多少輻射劑量與身體等因素會有些許差異，比率大約在 6%
左右。 

結論： 療程結束後，有機率會發生晚期放射性膀胱炎。但文獻指出晚期膀胱炎可以透過高壓氧或是藥物進行後續的治
療，再加上現今放射線技術愈趨精確，治療範圍可以盡可能縮小，所以未來可望減少晚期放射性膀胱炎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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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同決策經驗分享~ AVM 只能開刀嗎？  Poster 056
OT-056 

蔡明昇 1  葉力仁 1   曾齡儀 1   康博勝 1   郭雯如 1  

1義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療行為，目的是讓病人在執行醫療前，
能共享現有的實證結果，結合病人自身喜好與價值觀，提供病人適當的醫療決策。本次研究在於多數動靜脈畸形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患者沒有充足的治療資訊，所以在醫院張貼有關 AVM 治療的資訊，藉由實證結果查證
非傳統開刀手術的其他治療效果，再藉由微電影讓病人與家屬更清楚其他 AVM的治療方法，藉以提升病人參與治療的自
主性。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收案期間從 2018 年 1 月至 2019 年 12 月止，患有 AVM 並在本院接受治療的病人數，分別為 2018 年
54 人，2019 年 39 人。而 SDM 從 2019 年 1 月始開始導入在醫院並張貼相關訊息，本院拍攝以 AVM 病人視角為主的微電
影，以身歷其境更有溫度的站在病人方的心情進行衛教，再以實證結果提供最新國外文獻，將 AVM治療方式製作海報，
向來諮詢的病人與家屬進行術式優缺點的說明，對於疑慮再給予更專業的回饋，必要時會邀請加馬刀中心主任和神經影
像專科主任，讓其可選擇自身適當的治療方式。

結果： 統計分析發現 2019 年 SDM 導入之後，AVM 病人治療採用加馬刀從 24.1%(2018 年)增加到 28.2%(2019 年)，且
2019 年加馬刀還歷經汰舊換新，停機約 3 個月；而採用血管內栓塞治療也從 3.7%(2018 年)增加到 5.1%(2019 年)，由以上
結果也確認 SDM 可帶給病人更多非傳統開刀手術的治療術式選擇。

結論： 本院自推廣 SDM 多次獲得病人和家屬的讚揚，並在 2019 年院方舉辦的活動競賽獲得輔助短片類季軍，在這樣的
文化推動下，間接讓病安文化從基層萌芽，進而帶動整個醫療環境的改善，創造醫病雙贏的局面。 

 

Discussion on Interactive Forms fo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Radiology PGY Students 
Poster 057

OT-057 

Tzu-Chin Yang1  

1Tungs' 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that the educator prepare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n finishes th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able when teaching.Such a teaching method is not easy to attract the students' attention and it is not easy 
to impress the students. Therefore, we have added an interactive form to the course. Through interactive teaching, we explore whether 
this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concentration and interest in the course, and thu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chose ten course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Five of them use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the other five 
courses were supplemented with Socrative software. One of the analysis methods was the ROC curve in SPSS. Analyze the data of 
two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Another method is to use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method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try to find 
the results that the numbers cannot present. 

Results: Judging from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given by the students, ther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average 
satisfaction score obtained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is 8.9 points, while the score added to the Socrative group is 9.2 points. If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such results, I think that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are not much different for the learner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owever, if we join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e can find that students will have more ideas 
and reactions to the second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to join the Socrative form. 

Conclusi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eachers to evaluate whether teaching is effectiv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two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atisfaction survey, the students' thoughts could 
not be clearly understood, so quantitative data would yield similar data. Interview analysis proves that many students' ideas can only 
be obtained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58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Simulation Training in Critical Responses for Radiological 
technicians  

Poster 058
OT-058 

Cheng-Yu Tsai1   Wen-Cheng Huang1   Hsing-Fen Hsiao1   Chih-Hsiang Ko1   Wing P. Chan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an Fang Hospital,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t has been a trend to evaluate medical students’ clinical practice by stimulation training, in which clinical 
knowledge, skill and attitude can be assessed. For radiological technicians, 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 (DOPS) and mini 
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 are the main tools for evaluating required skills in clinical practice.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lacking in clinical experience, junior technicians usually have a problem in dealing with unexpected critical situations. As a 
result, we utilized a stimulation scenario for trainees to manage unexpected situations. Furthermore, simultaneous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on our technicians can be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Materials and Methods: Our study subjects are technicians with or less than 3-year experience of clinical practic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CT examinations. The simulated scenario is a patient undergoing a CT study having an allergic reaction to contrast 
agent and the trainee is assessed by his/her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designed five items: patient evaluation,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equipment assessment, basic life support technique and handovers of inform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eight trainee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imulation training, by which patient evaluation, equipment assessment and 
handovers of information were judged, with 74%, 72% and 76%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achieving the expected level of 
performance; while lower frequency of achievement by 58% and 37% in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BLS technique, respectively 
was revealed. 

Conclusion: As a radiological technician, it is not only machines and images but also patients’ various emergent situations that 
he/she needs to deal with.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is simulation design was much more impressiv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programs, and was expected more to be participated in according to our trainees. Besides, by performing item-basis 
evaluation forms,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can be fixed; and clinical practice can thus be investigated and improved. 

 

利用 A3 報告書有效提升放射實習學生專業課程授課滿意度  Poster 059
OT-059 

李尉琦 1   丁詩偉 1   楊凱雯 1   李宗憶 1  蔡宜芳 1   陳建成 1   張瓊文 1  

1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掌握現況】 為了瞭解專業課程授課情形會在每堂專業課程授課結束後實施意見回饋與滿意度調查，在實
習結束後發現專業課程授課滿意度偏低，僅為 4.5 分(滿分為 10 分)。A3 報告書有一覽性、架構及主題明確的特性，因此
本圈利用 A3 報告書進行專案改善。 

材料與方法：  
【設定目標】  
對象:108 學年度實習學生四名  
時間:108/2/1~109/1/31  
根據圈能力訂定改善目標為:從 4.5 分提升到 8.1 分。  
目標值=現況值+(現況值 x 圈能力)  
=4.5+(4.5x80%)  
=8.1  
【分析原因】  
本圈從『實習學生』、『臨床教師』、『政策與環境』三方面去分析歸納出真因:  
1.未學到其它課程設計技巧。  
2.未有獨立教學討論室。  
3.教學時間不固定。  
【對策與執行】  
1.院內標竿學習其他單位的教學特色，並派員上課學習教學技巧。  
2.利用 VIP 室進行教學。  
3.制定教學時程表。 

結果： 有形成果： 1.所有專業課程(17 堂；100%)皆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建立課程，不僅跟上 E 化的潮流、增加了互動
性，增加學習的效果。 2.有 8 堂專業課程(47%)改變了教學方式，使本科的教學方式更多元化，符合現今多元化教學的要
求。 3.在專業課程授課滿意度上的表現，分數從原本的 4.5 分提升到 9.5 分，達到提升的目的。 
無形成果： 1.此次活動使用 A3 報告書模式完成，讓圈員在品管圈活動獲得另一個新知。 2.多元化的教學，不僅學生的學
習意願提高，臨床教師也更投入於教學中。 3.圈員藉由這次專案，頻繁地開會討論互相學習，向心力及凝聚力都有明顯
提昇。 

結論： 1.預期由教學負責人負責查核各臨床教師對於各改善措施之執行率與正確性，之後必能落實實施此專案之對策，
同時從實施的過程中，不斷地發掘問題點，並且進行改善，以達到品質改善的最佳成果。 2.利用 A3 報告書簡單與明確的
主題特性，相較於傳統專案改善需要厚厚一疊報告書的方式更可以有效找出原因解決問題，以達成改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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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R Code 問卷意願與年齡學歷之成效差異  Poster 060
OT-060 

林子貿 1   陳東成 1   洪碧慧 1  

1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大甲李綜合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醫院為了提高醫療與服務品質，實行滿意度調查，進而了解病人對服務人員的表現滿意程度，依照問卷反
應情況，進行原因分析檢討與改善。目前滿意度調查表大多以紙本方式，需要存放空間又不環保，也要人力去做資料蒐
集與分析，常發現繳回空白卷或題目漏寫，造成無效問卷。  
現今人手一支手機，利用 Google 表單製作網頁式的滿意度調查表，並且把網址轉換成 QR Code，讓參與填問卷的民眾能
利用手機掃描後，隨時填寫即時傳送，使用方便簡單且環保。

材料與方法： 首先申請 Google 帳號，然後至 Google 表單設計滿意度調查表的內容，把設定好的網頁，將網址複製轉換
成 QR Code，讓使用者直接進入問卷網頁，採匿名問卷，方便填寫，然後張貼在攝影室外顯眼的位置；並同時發放紙本
問卷，比較兩者差異。蒐集 2020 年 1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進行 3 個月放射科病人滿意度調查，共 138 份問卷。

結果： 經統計後，此期間使用紙本問卷調查有效問卷為 76 份，佔 55.1%；使用 QR Code 有效問卷為 62 份，佔 44.9%。
進一步優劣分析，填寫紙本約需 3 分鐘，而使用 QR Code 則僅需 1 分鐘，QR Code 省時、方便、環保，是未來的趨勢，
但是要改變民眾習慣邁向無紙化，還是需要持續宣導與溝通。

結論： 從匿名問卷之『基本資料』統計顯示，使用 QR Code 問卷的性別男性居多，年齡層約在 41 歲至 50 歲，學歷以專
科或大學佔 46%為最多，高中職 33%，國中以下 14%，研究所以上 7%。比起紙本，QR Code 擁有環保、便利性、保存方
便、省人力等優點，經討論後，多張貼 QR Code 的地點，可增加 QR Code 的曝光率，進而提高數據。 

 

運用擬真教學提高放射實習生床邊攝影能力之成效探討  Poster 061
OT-061 

吳斯瑜 1,2   楊馨寧 1   陳懿芳 1   吳惠紋 1   林威庭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2花蓮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 運用擬真教學提高放射實習生床邊攝影能力之成效探討，並以醫事放射師之五大核心能力為教學重點進行
床邊攝影臨床能力評估，使了解其學習成效。 

材料與方法： 研究設計以 11 位放射實習生為研究對象，使用 OSCE 為評量措施，針對放射實習生在床邊攝影的臨床表現
進行形成性教學評估。擬真情境劇本設計主要依據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為主軸進行情境設計，學員在此教案中必須可靈
活運用實習所學之放射相關知識與技能且運用於床邊攝影檢查。除此之外，當進行病患床邊攝影檢查中所遇到的情境阻
礙，學員也需具備團隊溝通能力與其他醫護同仁進行溝通進而排除困難。而評估表單的設計則依據此劇本帶動的動作進
行程式設計評分。測驗結束後再請學員進行回溯性思考並分享與回饋當時事件的處理流程，且提出相對應的處理方式。
測驗結束後請學員填寫滿意度回饋。專家效度與滿意度均使用李克特氏量表（Likert scale）呈現。所有分析研究資料則使
用商用套裝軟體 SPSS 18.0 版進行分析。 

結果： 受測學員的前測與後測成績以 Paired Sample t-test 進行分析，得出其平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60.91±16.4）與
（95.45±12.14），p value <0.001 具顯著差異。其中以專業素養與感染控制進步最為顯著。此外，學員受測滿意度平均達
3.6 分以上。 

結論： 藉由此教學模式，不但可以使學員學習面向充足，而且可讓教師了解教學上需補強之處，以強化臨床教學品質。

 

使用 Plickers 評量工具，建立互動式教學  Poster 062
OT-062 

林大全 1  章怡君 1   周定遠 1  

1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在傳統的教學方式為教師在課後以筆試或口試來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隨著資訊設備和行動網路的普及師
生的互動不再侷限於單向的傳遞；即時反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IRS)乃是透過工具或電子載具，學生即時反
饋給教師的一種教學應用系統。不僅能改善師生間互動方式，更能迅速掌握學生學習狀況進而提升滿意度。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應用於實習學生在放射診斷核心課程，教師們選取國考題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題。於播放電腦與教師
的手機或平板至官網下載註冊 Plickers 作為評量的工具，登錄後在播放電腦 Classes 建立班級學生名單，Library 建置選取
考題。課後評量於無線網路環境中教師的手機或平板登錄後可與播放電腦同步，開啟 Live View 教師逐一播放考題學生以
紙卡作答，使用相機移動掃描即可得知學生姓名與作答情況。課後點選 Reports 統計報告，瀏覽題目作答的狀況、正確率
等資訊可讓教師參考實習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學改進方向。課後實施教學滿意度調查則於實習課程期間第一週及第二週
週五各做一次。教學滿意度調查則分為五大面向，每個面向滿意度為五分使用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計算其滿意度平均
值與標準差。 

結果： 使用 Plickers 評量工具不僅能增進師生互動方式引起強烈的學習動機，聚焦上課的注意力。教師更能立即檢視自
己的教學成果也能看到同學們的反應，針對聽不懂學生進行補救教學。在學生滿意度調查，學生均給於正向回饋。利用
李克特量表得到的滿意度平均分數在五個面向皆為 4.5-5 分第一週和第二週平均滿意度分別為 4.64±0.31 分及 4.62±0.38 分
學生普遍呈現高滿意度且二週間的滿意度平均分數在統計學上沒有顯著差異。

結論： Plickers 缺點在無線網路不靈敏時無法使用，考題也無法讓學生帶回複習。Plickers 效益評估，同學們在上課的氛
圍和學習的動機興趣有明顯的提昇；課堂教師不僅能掌握學生出席狀況、互動式學習同時也能看到同學們的反應也大大
增加了學習的樂趣更能提升教學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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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注射腎盂尿路檢查(IntraVenous Pyelography)中腸氣過多與最終診斷價值的關聯性  Poster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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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有許多來醫院檢查 IVP的患者，因檢查前所需的清腸效果不良及不夠顯著，以至於當下腸氣過多而無法進行接

下來的檢查，必須再次耗費時間與精力，重新預約檢查排程，為避免浪費病人時間做此研究腸氣是否會造成診斷影響。 

材料與方法：  
材料： 
案例採取從 2019/4/2 至 7/3 腎臟因腸氣遮擋的病患 50 例，Cr 值介於 0.1-1.8。  
數位 X 光機 TOSHIBA*1 CR+DR 片  
使用對比劑：omnipaque  
使用劑量：85-100kVp 250mA 70-100mAs  
方法： 
此研究分為兩階段評斷，第一階段將這 50 例 IVP 病患所照的 Plian flim交給兩位放射科醫師做初步評估腸氣狀況經過統
整後，第二階段注射對比劑後再進行完整的靜脈注射腎盂尿路檢查之診斷，將其醫生的評分加以分析後，計算統計學後
得出一個結論。 

結果： 第一階段：50 位病患經 A 醫師及 B 醫師腸氣判讀後，其中 13 例不建議後續檢查另外 37 例可繼續後續檢查。  
第二階段：兩位醫師判讀影像為打藥 10"AP、10''RPO、10" LPO、30"AP 及解尿後之影像，再將 13 例為一族群 37 例為一

族群，利用腎臟 5 分法、輸尿管 3 分法來評分，腎臟 1 分(無法診斷) 2 分(腎盂被遮擋 2/3) 3 分(腎盂遮擋 1/2) 4 分(腎盂被

遮擋 1/3)5 分(腎盂清晰)；輸尿管 1 分(無法診斷) 2 分(輸尿管剩 1/2 可見) 3 分(說尿管清晰)，做一個標準再將數據統整後。

兩位醫師的評價利用統計 P value 計算後，在腎臟 A 醫師的 P 值為 0.1229，B 醫師為 0.1083；在輸尿管 A 醫師的 P 值為

0.1440，B 醫師為 0.2794，P 值數據顯示在腎臟和輸尿管做比較兩者皆為不顯著，檢查前有腸氣並不會影響到後續施打對

比劑後的診斷。 

結論：在上述的研究結果中顯示即使腸胃道中出現腸氣遮蔽不用退件病患，那些需要被退件的病患只要確實有吃瀉藥及

排便順暢皆可進行檢查，不用再多花精力和時間因為腸氣過多而重新預約排程。因此未來病患做檢查時，在 Plain Flim 發

現有腸氣時依舊得以進行後續檢查。此研究未來可再加入更多數據例如:Cr 值、eGFR 值來分析結果。 

 

膀胱斜位照角度選擇與良性攝護腺增生症(BPH)診斷效率之相關性研究  Poster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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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良性攝護腺增生症為好發於老年男性常見的一種疾病，以攝護腺增生為實質改變而引起的一組症候群。隨著台

灣人口結構老化，可預期罹患此症狀的男性人口會隨時間增加。因此若能早期發現早期處理，將能讓病人早期進行預防措施或

醫療處理，進而提升生活品質及降低醫療成本。有鑑於膀胱斜位照是常用於診斷良性攝護腺增生症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膀胱斜位照的角度是否會影響醫師在良性攝護腺增生症上的診斷，並期許得出最佳角度以提升診斷效率。 

材料與方法： 
研究材料:  
HITACHI Radnext 50 X 光機 
材質為泡棉膠的自製輔具  
Centricity RA600(PACS 系統)  
研究方法  
1. 在前來醫院執行靜脈注射尿路攝影的 45 歲以上男性患者中，詢問病患意願並簽署同意書。2. 有簽署同意書的患者，在

注射顯影劑 30 分鐘後，針對膀胱拍三張不同角度的 X 光斜位照，角度分別為 30 度、45 度、60 度。為了避免人為擺位誤

差，在對位調整角度時，使用自製的輔具來校準角度。3. 檢查過後，將影像交由多位醫師判斷並對各角度影像進行評

分，最後將分數做統計分析以得出結論。 

結果：在 28 位同意執行檢查的患者中，將每個患者的各個角度膀胱斜位的影像評分標準進行一致化。看的到 BPH 設為 1
分，看不到的設為 0 分，疑似看的到設為 0.5 分。(如表一) 再將各醫師的評分平均後進行 ANOVA 統計分析。(如表二) 由
ANOVA 分析可得知，F-ratio 分為 0.1 與 0.16，P 值為 0.9 與 0.85，皆不具顯著意義。因此可得知膀胱斜位照角度的選擇

對 BPH 的診斷沒有顯著影響。 

結論： 最終統計上沒有顯著意義，但醫師判片時回饋，45 度的影像比較容易判讀。 在此實驗中，膀胱斜位造影角度的不

同與良性攝護腺增生症(BPH)的診斷品質無顯著相關。而案例的年齡，體型與增生大小等是否會影響影像判讀則有賴後續

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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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procedural Blood Volume Measurement Using C-arm Conebeam CT as a 
Predictor for Treatment Respons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ndergoing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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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In clinical, in order to finding a measurable, reproducible and reliable functional te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for trea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e are using C-arm cone beam CT 
angiography (CBCTA) to provide tissue parenchymal blood volume (PBV) and study the link of tumor response before and after 
tumor emboliz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re are 45 patients with 52 confirmed HCC in total, and undergo medical image (15 for MRI and 34 for 
CT)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all patients are followed MRI or CT after embolization in 1-3 months. The images were performed by 
Siemens Artis® Q system (Siemens AG Healthcare Sector, Forchheim, Germany) and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 workstation (Syngo 
XWP VD20B, Siemens AG Healthcare Sector, Forchheim, Germany). All data were analysed by IBM SPSS 22.0. 
PBV was included two times rotation scans. First time, C-arm rotated for the mask run phase about 6 seconds. And the automated 
power injector would start inject contrast medium immediately about 12 seconds. At the end of 6 seconds, the second rotation scan 
would start to get the fill run phase. Mask phase and fill phase original data would be reconstructed and subtracted, and would present 
a quantitative PBV intuitive color atlas finally. 

Results: The PBV image shows the average blood volume is 156.93mL/1000mL +/- 40.62 before embolization. The PBV are 
declined to 3.19mL/1000mL +/- 1.07 after treatment. PBV chang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01). The result shows in the group 
of PBV > 100 mL/1000 mL reduces blood volume 188.08%, and it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recovery. 

Conclusion: Using CBCTA to provide real-time PBV measuring blood volume change is feasible in TACE for HCC, and it is 
meaningful to measure the tumor blood change after embolization. In our research, PBV can substitute for surrogate biomarker to 
predict early recovery success or failure of TACE. Patient with low initial PBV show low local response rates and further increase 
in blood volume, whereas high initial tumor PBV showed better response to TACE.

 

肝癌栓塞利用 cone beam CT 診斷肝臟替代性血管—病例報告  Poster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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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病患○女士執行肝動脈栓塞術，在數位血管減贅攝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發現肝左葉惡性
腫瘤不是由左肝動脈供應，而是由替代性血管-左胃動脈供應，左肝動脈由左胃動脈供應這個比例大概 4~11%(平均
7.5%)，醫師在治療肝左葉惡性腫瘤時，要避免胃的臟器完整性，故利用 CBCT 做協助。

材料與方法： 血管攝影儀為 GE IGS 540。注射顯影劑總量 8ml，流速: 0.8ml/s，C-arm 轉 200°，每秒轉 40°，注射器比 X-
ray exposure 早 5 秒啟動，導管開口放在疑似供應腫瘤的近端血管，執行 CBCT。

結果： 栓塞術完成後執行 DSA 追蹤，肝左葉惡性腫瘤無血流供應，胃的臟器也保持完整性，栓塞成功。 

結論： 平面 DSA 與 CBCT 最主要的差異，CBCT 在施打一次對比劑就可以提供 3D MIP 血管影像及 Axial view、coronal 
view 影像，供醫師鑑別該血管是否有供應腫瘤還是正常組織，進而減少病人施打對比劑的總量及輻射劑量。 

 
雙下腔靜脈畸形在靜脈數位血管攝影(IV-DSA)合併電腦斷層檢查的診斷價值及應用—

個案報告  
Poster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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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在靜脈數位血管攝影( Intravenous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IV-DSA)中，多是以檢查髂靜脈壓迫症候
群（Iliac Venous Compression Syndrome ，IVCS）為大宗。即髂靜脈受壓引起下肢靜脈的回流障礙，是左髂靜脈(Left Iliac 
Vein)受到右總髂動脈(Right Common Iliac Artery)的壓迫所致，它只發生在左髂靜脈，源於右髂靜脈(Right Iliac Vein)和右
髂動脈(Right Iliac Artery)在解剖位置上並不重疊。因雙下腔靜脈(Double Inferior Vena Cava )畸形可能造成的髂靜脈壓迫症
候群甚為少見，本研究將探討雙下腔靜脈畸形與髂靜脈壓迫症候群兩者間的差異。

材料與方法： 病人為 56 歲男性因左側小腿腫脹數週而就醫，疑似為髂靜脈壓迫症候群而安排血管攝影檢查。使用 GE 
Innova 3131 血管攝影儀執行該檢查，從左、右髂靜脈進入血管並注入對比劑觀察血管狀態。而後病人使用 GE 
DISCOVERY CT 750 HD 電腦斷層掃描儀進行對比劑前/後的電腦斷層檢查，從切面影像及立體繪製(Volume Rendering)來
與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的血管位置做比較。 

結果： 病人的下腔靜脈在血管攝影中可觀察到在 T11-T12 之間已分支為雙側下腔靜脈，並在 VR 中看見左髂靜脈橫跨降
主動脈(Descending Aorta)，而後雙側靜脈又走回左、右總髂動脈之後。另外，病人的左髂靜脈在降主動脈上方，與髂靜
脈壓迫症候群中的位置不一致。在下腔靜脈畸形中，有一種稱做左位靜脈畸形，因左下腔靜脈跨越腹主動脈前方，跨越
段受壓較為明顯，容易出現靜脈壓迫的現象，可另做為一參考方向。

結論： 報告中指出病人雙側靜脈無發現明顯的血管壓迫或血栓形成。由於雙側下腔靜脈位於 L1-L5 水平之間，若在單一
的切面影像上觀察，左下腔靜脈很像腫大的脊椎旁腰淋巴結，但左下腔靜脈在電腦斷層上是連續的影像，在血管顯影的
影像上，可以清楚地分辨。靜脈數位血管攝影合併電腦斷層的檢查方式，能同時了解動脈與靜脈的血管分布與軟組織的
呈現，找出狹窄的原因，也強化醫師未來在下腔靜脈變異上的臨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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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動脈瘤破裂在複合式手術室處理的經驗分享  Poster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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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醫療科技的進步飛快，近來各大醫院紛紛相繼投入建置複合式手術室，以期能提供病人更快速更便利的醫
療環境。因此本院特別引進西門子的 DEFINTION 軌道式 64 切 CT 以及西門子 ARTIS PHENO 搭配 TRUMPf 手術床，以
便在爭分奪秒的開刀房中，為病人爭取寶貴的時間

材料與方法： 日前一位 TYPE B 型主動脈瘤破裂患者由他院轉入本院，VITAL SIGN GCS：E4V5M6，HR：130 次/分，
BP170/104mmhg，診斷為動脈瘤破裂，但他院電腦斷層並未以 DYNAMIC CT 診斷，故病灶處無法清楚顯示破裂情況，而
在動脈瘤已破裂的情況下，時間是非常寶貴的，若是照一般流程先做 CT 再排開刀房將會耗費許多時間，所以我們選擇以
HYBRID ROOM 為病人進行治療。 

結果： 在病人全身麻醉的狀態下，我們先執行 DYNAMIC CT 取得了主動脈 CTA 的影像，這時 TRUMPf 的手術床可以
180 度旋轉，讓病人轉向 CT 側以利檢查的進行。使用自動注射器設定每秒 2.5ML/S, 注射 80ML，TRIGGER 值設在
140HU，MONITORING 在 13S 時達到闟值，因此時病人是全身麻醉的狀態，所以掃瞄時我們可以先讓呼吸器暫停，以控
制痛人的呼吸，這對無法配合吸閉氣的病人來說亦是另一種使用 HYBRID ROOM 的優點。電腦斷層檢查結束後，再將
TRUMPf 手術床旋轉向 PHENO 端以利接下來醫師執行支架置放術。

結論： 使用 SIEMENS MULTI–AXIS ARTIS PHENO C- ARM 透視，輔助醫師將 STENT 移動到病灶處，再將 STENT 張開
固定在病灶處，完成後再經由 CATHTER 注射顯影,確認動脈瘤位置不再出血。混合手術室可以大大縮短病人術前準備的
時間及減少病人因移動而造成病況的惡化，或者是病人轉移時造成感染的風險，尤其在來不及排檢又因病況須急開刀的
患者，更是一大利器！讓檢查到執行手術的流程更加順暢！

 

腎臟動靜脈畸形血管栓塞治療病例報告  Poster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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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腎臟之動靜脈畸形(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AVM) 為一種腎臟少見的血管性異常病變，組成病灶的血管其構
造不同於一般正常腎臟的血管，其管壁缺乏彈性且動靜脈系統間缺乏微血管的緩衝而不正常連結，故易造成破裂。動脈血液未
經過微血管直接進入靜脈回流至心臟會使心臟負荷增大且微血管所支配的組織減少血流供應導致缺氧， 因此藉由血管栓塞術來
治療。 

材料與方法： 83 歲男性先前右邊輸尿管結石，置放引流管將尿液排出，之後因放置人工輸尿管後，將原本引流管拔除，
上午拔除後，發現病人有血尿且血壓降低之情形，接著安排電腦斷層，發現為 AMV破裂導致，因此安排血管栓塞，透過
右側股動脈局部麻醉，使用塞爾丁格技術(Seldinger technique)將導管放至患部血管使用線圈(coil)進行栓塞。 

結果： 因拔除引流管造成腎臟周邊 AVM 破裂出血，導致血壓降低且血尿的情況，栓塞後經過透視攝影確認，已無血管
持續出血，使症狀獲得改善，且無任發現何併發症。

結論： 腎臟之動靜脈畸形不易發現，若長時間不治療，可能導致貧血，甚至因此導致心臟負荷增大引起心衰等問題，過去傳
統開腹腎臟全切除或部分切除手術是唯一處理的方式，但相對傷口大、復原慢且手術風險高；隨著後來放射線技術及儀器的進
步 ，不需要全身麻醉且無手術傷口之經動脈栓塞（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TAE）已成為治療的標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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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多囊性腎臟病是一種遺傳疾病，當生長異常的水泡長滿了腎臟的時候，腎臟組織就失去了功能，造成腎衰竭，
當腎臟無法清除身體的廢物而造成所謂的尿毒症，同時也可能合併高血壓、腎臟囊腫感染、出血、 疼痛、腎結石、肝臟囊泡、
顱內血管瘤等情形。 由於目前無有效治療藥物，現階段治療仍著重在血壓的控制，預防腎功能的惡化與相關併發症的治療，其
中影像導引治療如囊泡減壓引流、出血時的血管栓塞等，都是治療併發症的方法。

材料與方法： 56歲男性自 20歲就確診為多囊腎，有明顯家族病史，三年前因多囊腎造成腎衰竭開始血液透析，病人因發燒、
腰痛及血尿而住院，臨床診斷疑似是多囊腎巨大的囊泡感染、壓迫及出血所造成的併發症，除了持續給予藥物做症狀的控制
外，由於磁振造影中顯示兩邊腎臟佈滿大大小小的出血囊泡(hemorrhagic cyst)，所以照會影像醫學部做囊泡的減壓引流及腎動脈
的血管栓塞。 

結果： 經超音波合併 X光透視導引，將引流管置放在出血囊泡中並量測壓力為 19cmH20(右腎囊泡)及 60cmH2O(左腎囊泡)，並
針對疑似內出血造成出血囊泡的左右腎動脈做血管栓塞，術式完成幾天後安排拔除雙側腎囊泡引流管，並於拔除前測得囊泡壓
力各為 12cmH20(右腎囊泡)及 21cmH2O(左腎囊泡)，囊泡因引流及血管栓塞體積變小，病人主訴腰痛及血尿狀況有明顯改善。

結論： 目前影像導引在多囊腎的應用還是著重在併發症的治療，尤其是巨大的囊泡感染，在臨床抗生素的給予並合併影像導
引的囊泡引流則會提高感染的控制，除了持續的囊泡引流，亦可做單次的細針囊泡抽吸術(aspiration)。此外，很多文獻有提到
多囊腎造成腎臟衰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囊泡的形成與擴大而影響到正常的腎臟組織。因此藉由阻斷囊泡上皮細胞增生與液體分
泌來抑制囊泡的生長是目前多囊性腎臟病治療的主要策略，而腎血管栓塞除了針對囊泡所造成的出血治療，在血管栓塞止血的
過程中也希望能達到阻斷囊泡上皮細胞增生與液體分泌，未來若有針對性的栓塞藥物開發成功，多囊腎應該是可以成為一個良
好控制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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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手術房於 A 型主動脈剝離引發心包膜積血病人之運用  Poster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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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北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利用複合式手術房（HYBRID OR）中（GE Discovery™ IGS 7）的影像工作站（AW）的測量工具，於 A型
主動脈剝離引發心包膜積血病人精準測量其腔壁以及積液程度大小，在結果出來後進行開刀，術中以及術後也能隨時做血管攝
影檢查。 

材料與方法： 45 歲男性，因左胸疼痛以及頭暈伴隨視力模糊，執行電腦斷層檢查。在藥前相時影像疑似主動脈剝離，正要執
行藥後相時，病人因劇烈疼痛而產生躁動，緊急移至複合式手術房做血管攝影。影像顯示病人主動脈剝離（Aortic Dissection）
至右頭臂動脈（Brachiocephalic trunk）開口處，還合併心包膜積液（pericardial effusion），於是使用影像工作站，去量測其真偽
假比值以及左心室肥大（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程度，以利醫師做判斷進而選擇處置方式。

結果： 影像工作站量測到主動脈真腔為12.5正負1.1mm，偽腔為23.5正負1.9mm，比值為0.53；而左心室約為29.4正負2.4mm，
其正常值為 12mm，明顯較一般人肥大。測量的結果可供醫師做支架（stent）放置或是更換人工血管，也利於參考其管壁直徑
準備相關衛材。 

結論： 複合式手術房中的影像工作站，其量測結果除了有利於醫師判斷是否應緊急支架放置外，也能參考管壁直徑選擇人工血
管的長度口徑；對於此類較為危急的病人可以很快決定處理方式。除了可以爭取搶救時間外，也能在術後馬上做血管攝影，減
少病人傷口染污之機率，也能立即達到術後成果追蹤。

 

急診急重症介入性放射線檢查無紙化應用-奇美醫院經驗分享  Poster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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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介入放射學（Interventionalradiology）是放射診斷與臨床治療相結合的新方法，主要區分為血管與非血管兩大類。
介入性放射學是在影像輔助下對於病患實施介入性治療(如動脈栓塞、血管整型、引流、組織切片等等)。介入性放射線檢查之
病患，是屬於中、重症的一群，急診就醫者，更是不可延誤的一群，逐漸數位化的時代，檢查單面臨整合甚至無紙化，時效更
顯重要，面對詭譎多變的急診環境，如何提升病人就醫品質，激發了我們推行無紙化的動力。

材料與方法： 108 年 2 月前，檢查單從開立到送至介入性醫師手裡，需經過三關五人傳送才能完成，中間經手太多，易產生不
可預知的錯誤，檢視 107 年 3 月至 108 年 2 月，共發生 3 件因送單異常，造成病人檢療上的延遲，探討異常原因發現，人工傳
遞易產生錯誤。108年3月與急診部及資訊部成立改善會議，進行申請單無紙化的流程推動，設計[放射科檢查急診預約系統] 程
式，導入試行並搜集相關回饋意見進行整合，將檢查所需相關程式與此程式進行整併連結優化，5 月正式導入[放射科檢查急診
預約系統]作業，進入無紙化時代，程式設計特色:一、將相關程式如(病安訊息、檢驗檢查結果、輸送病人資訊、報到系統) 
等，一併連結至此程式內，方便工作人員執行檢查業務時連動，二、病人狀態以顏色區分(待檢準備中-紅色、完成準備中-綠
色、已完成檢查-黑色)、方便識別 ，三、較緊急檢查項開立時，增加 msn提示設定，四、電子申請單呈現。 

結果： 107年 3月至 108年 2月執行 1343 件急重症介入性檢查，發生 3件急重症介入性檢查申請單傳遞異常事件，108年 5月起
正式導入資訊系統完成無紙化作業，至 109年 4月止，共執行 1430 件急重症介入性檢查，未再發生異常事件。 

結論： 醫療數位化逐漸普及的今天，本文針對術前準備較緊急與複雜的急重症介入性檢查無紙化，分享敝院的經驗，要讓介入

性團隊接受由實到無的長年工作改變，確實有許多層面須思考周律，這一步跨出確實艱辛，故簡化操作複雜性、團隊獲得即時

完整資訊，是順利邁入無紙化里程碑的關鍵。 

 

以 CARTO 3D 定位系統降低治療複雜性心律不整病患之輻射劑量  Poster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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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嚴重的心律不整會導致各種心臟問題或心臟衰竭等併發症，甚至導致心跳驟停、休克、猝死。 目前心電氣燒灼
術主要用於治療心律不整。本研究目的在以更精準定位的三度空間立體電生理定位(本研究使用 CARTO SYSTEM)，評估與傳
統心導管射頻燒灼術（Radiofrequent catheter ablation；RFCA），使用在複雜性心律不整的治療，是否有能有效降低整體輻射劑
量、透視時間及心導管術式的時間。 

材料與方法： 利用 西門子 X光機 (Artis Q system )比較使用傳統心導管射頻燒灼術共計 357位病人及使用三度空間立體電生理定
位共計 74位病人，針對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AF)、心房撲動(Atrial flutter, AFL)及心室頻脈(Ventricular tachycardia, VT)三種病
人，在輻射劑量、透視時間及心導管術式上的時間差異。利用常見的分析軟體 SPSS 比較其相關性。 

結果： 數據分析結果，針對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AF)、心房撲動(Atrial flutter, AFL)的病人使用三度空間立體電生理定位來
根除心律不整，會有較低的Ｘ光照射時間，較低的輻射劑量。在心室頻脈(Ventricular tachycardia, VT)病人上照射時間及輻射劑量
上反而略有增長。使用 3D定位技術對整體治療時間卻沒有縮短，相反的還略有增長，這表示新技術帶來精準的定位，減低了
Ｘ光照射時間，但是新技術的複雜操作方法，同樣帶給操作人員的不便。

結論： 與傳統心導管射頻燒灼術比較，針對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AF)、心房撲動(Atrial flutter,AFL)的病患，在臨床上使用三
度空間立體電生理定位，確實能降低整體輻射劑量、透視時間，但並無顯著降低心導管術式時間。如果能降低病人之輻射劑
量，更能嘉惠更多病人如孕婦及孩童早期治療等受限於輻射劑量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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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IVUS 於心導管影像上之成像切面位置  Poster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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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隨著台灣人口老齡化，心血管疾病患者日益增加，心導管手術也隨著越來越多複雜性病灶而進步，由傳統
冠狀動脈介入治療術(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逐漸引進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和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等輔助儀器來提升治療效果。 實驗發想來自於手術中，醫師使用 IVUS輔助，於血管分岔處置放支架。
發現心導管機影像呈現的 IVUS 探頭前端已經進入分岔後分支，IVUS 影像呈現的卻仍是主支的影像。遂引發我們想確認
IVUS 成像位置的念頭。 

材料與方法： （一）PHILIPS Allura Xper FD 10/10 （二）VOCANO IVUS （三）Eagle eye IVUS catheter （四）Micro 
catheter(guideliner 7Fr) （五）鉛尺。步驟一： 將 IVUS 導管放入 guideliner 中直至 IVUS 前端突出於開口，並將機構前端
泡入水中 ring down，完成 IVUS 準備工作。步驟二： 緩緩將 IVUS 導管往後退，退至 IVUS 影像中出現 guideliner 即停
止，使 IVUS 成像切面與 guideliner 開口切齊，將 IVUS 後端與 guideliner 固定，再將 guideliner 開口切齊鉛尺刻度固定。
此處鉛尺不僅提供我們量測基準點，更提供了心導管機 calibration必要的長度參考。步驟三： 對整個機構進行Ｘ光攝影，
量測導管機上之影像。 

結果： 根據量測結果得知，IVUS 成像切面大約位於導管機影像上 IVUS 探頭最前端往後 1.9mm。 

結論： 隨著材料科學的進步，各家廠商都將支架的尺寸區分的越來越精細，在量測上這 1~2mm 的長度差異，就可能讓醫
師選擇不同長度的支架。近一步改變治療方針，甚至是影響病人的預後狀況。期望此實驗能提供動力，促使放射界夥伴
們更了解各自操作使用的儀器，提供更優質的影像供醫師診斷治療。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of Thalassemia- Case Report 
Poster 075

CT-001 

Yu-San Zhang1  Chien-Chuan Chen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Lee's Medical Corporation Dajia Lee's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alassemia i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hemoglobinopathy that characteristic presenting symptom is 
microcytic anemia. We can directly find out if we have thalassemia by blood testing. Also, we can find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of 
thalassemia as this article present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28-year-old man underwent enhance CT scan on the 160 slice TOSHIBA MDCT scanner and X-ray after 
car accident. We find the typical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of thalassemia on these examinations. Then we sort out these CT imaging 
(including brain, chest and abdomen) and X-ray (hand and foot) after confirming the patient with thalassemia. 

Results: Brain CT apparently shows diploic space widening in axial view and X-ray shows “hair-on-end” appearance. There is 
bulbous expansion of the osteopenic posterior ribs and para-osseous soft-tissue masses on chest CT. Patient with thalassemia major 
need frequent transfusion that causes iron to deposit above a certain level, heterogeneous regions of high-density liver parenchyma 
showed on CT. For lengthening the lifespan of red blood cells and reducing the need for transfusions so we find out the post-
splenectomy on abdomen CT. The visualized skeletal structures are osteopenic on hand and foot X-ray imaging. 

Conclusion: Except blood testing, we can find out the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of thalassemia through X-ray , CT and other 
examinations. It might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medical imaging.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ose Optimization from Poisson Noise Simulation CT 
Lumbar Spine Ra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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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usage rat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in clinical medicine continues increasing, people have gradually 
paid their attention to radiation dose. How to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to maintain the effective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study is to simulate the low-dos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radiation dose of CT lumbar spine 
radiography.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lect 4 groups of standard patient images as the reference image of lumbar spine before optimization. The 
parameters are 140KV, 170mAs, CTDI 17mGy. The images of 80%, 60% and 40% of the original dose were simulated by adding 
Poisson noise and scored by three radiologists. Scoring of image quality according to a mod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guidelines on 
image quality for computed tomography (EUR 16262) and diagnostic radiographic images (EUR 16260). Each reviewer scored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rom 1 to 5. There are 7 items with Image evaluation: Sharp reproduction of the disc profile, cortex, trabecular 
bone, intervertebral foramina, pedicles, intervertebral joints, spinous, sacroiliac joints and gastrointestinal gas.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s from three radiologists as below: 40% is 3.75; 60% is 4.25; 80% is 4.39. The images of 80% original 
dose with the highest image score. 

Conclusion: It is not appropriate for low-dose studies to use human trials to select scanning parameters. The study is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ALARA, according to Poisson noise images to simulate low-dos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radiation dose of 
CT lumbar spine ra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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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Liver Lesions using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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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Liver cancer is a leading causes of cancer death.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fer learning (TL)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to identify lesions findings 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raining set of liver CT examinations that comprised 73 patients of malignant lesions (n=341 slices), and 
65 patients of benign lesions (n=328 slices) in our institution were obtained. CNN was trained by abdominal radiologists 
interpretation. Before using the input data to CNN after liver segmentation, they were original images and augmented images 
including enhancement and scaling as training set. The testing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five-fold cross-validation.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c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benign groups by Student’s t-test (61.7 vs. 
58.5 years, P value=0.11). At baseline, TL model achieved 85.3% accuracy, 89.1% sensitivity, 81.4% specificity, with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0.929. TL with augmented model achieved 87.2% accuracy, 90.3% sensitivity, 
84.1% specificity, with AUC of 0.935. 

Conclusion: In this preliminary study, the developed scheme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diagnostic sugges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利用電腦斷層工作站後處理之影像去輔助腎臟腫瘤病人的治療  Poster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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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在現今放射醫療技術中，影像導引技術的進步是與日俱進，在以往腎臟腫瘤病人由於血管供應腫瘤下其手
術術式不外乎部分腎臟切除，或是全腎切除。但是這類的術式需要精準地呈現腎臟內血管的走向，以及立體的相對關
係，故此篇研究是運用後處理工作站之 3D 影像和傳統電腦斷層影像去做疊加，進而能更精確呈現該病人之腫瘤位置和血
管供應相對情形，減少未供應腫瘤而被切除血管的狀況。 

材料與方法： 收集本院 108 年 1 月到 109 年 1 月共 50 例腎臟腫瘤病人的 Ren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利用 GE AW Workstation 重組 3D 影像後和其 CTA 影像做疊加。 

結果： 疊加後之影像，清楚呈現出腎臟腫瘤位置及供應腫瘤之腎血管分枝，進而可以讓腎臟科醫生去評估規劃手術術
式，切除帶有腫瘤部份之腎臟組織，而非整個腎臟的切除，可以讓腎臟癌病人保留較多之腎臟功能。 

結論： 運用此技術，可以精準輔助腎臟腫瘤病人的治療方式。 

 

電腦輔助偵測系統於阿茲海默症應用分析  Poster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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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在過去阿茲海默症臨床診斷中，多靠臨床失智量表(CDR)及醫師問診，在阿茲海默症中，越早開始治療效
果越好，但當有意識到症狀時已較為嚴重，當家族裡有阿茲海默症病史，可以藉由例行檢查如:CT 及 MRI 提早發現阿茲
海默症的症狀，可以提早治療，且在腦部影像中，萎縮程度難以定義。除了人工圈選外，若能利用電腦來幫助醫師，在
臨床上應可以更客觀及快速判斷腦萎縮程度。 

材料與方法： 本院 CT 影像使用儀器設備為 TOSHIBA Activon 16 CT 掃瞄，掃描劑量 KV 134 、mA 230掃描方式 Helical， 
Thickness 5mm，使用中原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針對它院 CT 影像所開發阿茲海默症電腦輔助系統進行測試，第一步驟使
用 CDR 得分 0、0.5、1 、 2+及各為 5 組，共 20 組 CT 影像作為測試組進行系統測試，將測試結果進行原因分析；第二步
驟使用 image J 影像處理軟體將不同醫院各五張 CT 影像之腦實質與腦脊髓液圈選 ROI 分析其平均灰階值並將其結果依比
例計算得出新閥值(如圖一)；第三步驟使用新閥值進行系統效能測試。 

結果： 根據第一步驟測試結果系統準確度、靈敏度、特異性分別為 25%、50%、0%，因此使用此系統原先設定閥值 90測
試會造成系統評估效能不佳，故由第二步驟之方法計算出本院與它院影像之腦脊髓液平均灰階值分別為 83 與 102，並以
比例得出新閥值為 73，第三步驟以 30 組測試組測試系統效能之準確度、靈敏度、特異性及 Kappa.值分別為 86.7%、
88.2%、84.6%及 0.820。 

結論： 因各家醫院 CT使用劑量差異及上傳 PACS能窗不同造成影像平均灰階值不同，間接影響系統閥值之使用並造成評
估效能不佳，因此建議未來各醫院使用此電腦輔助偵測系統時先將頭部 CT 影像使用 image j 影像處理軟體分析平均灰階
值找到新適用閥值，並以此閥值進行阿茲海默症與腦萎縮之分析以得到最佳系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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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冠狀動脈電腦斷層攝影的最適化掃描延遲時間與對比劑劑量  Poster 080
CT-006 

鍾倩如 1   王泰祥 1    廖達興 1  

1怡仁綜合醫院醫學影像中心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探討以更有效計算冠狀動脈電腦斷層攝影的掃描時間與對比劑劑量，同時參考升主動脈 Housfield 
Unit 值所產生 的時間強度曲線峰值與受檢者的 BMI 值,來計算出適合的掃描延遲時間與對比劑劑量。 

材料與方法： 1. 我們分析 106 年 10 月至 109 年 6 月共 100 例執行冠狀動脈電腦斷層掃描的受檢者。 2. 使用 GE Optima 
CT660 /128 切電腦斷層掃描儀及自動注射器(OptiVautage Mallinckrodt)一起使用。 使用 15ml 對比劑和 20ml 生理食鹽水,流
速 5ml/s 。3. Timming Bolus 使用掃描參數 Axial Thickness(mm)&Number of Image per Rotation:10&1i,Rotation Time(s):1, Prep 
Group(s):5 。4. 將所檢查的資料依受檢者的年齡、BMI、Peak 與 HU 紀錄並加以分析。 

結果： 每位受檢者的 BMI 範圍從 19~30(kg/m2),我們將統計結果做了一個表格提供對照參考,將 Y(掃描延遲時間)數據算出

來,在參考我們的紀錄表格適時調整掃描延遲時間與對比劑劑量。例如：Peak5, BMI 19 與 27, HU105 使用的掃描延遲時間

與對比劑劑量 BMI 19 為 22 秒與 75C.C.,BMI 27 為 22 秒與 85C.C。 

結論： 2018 年發表的「利用時間強度曲線 Housfield unit 值計算出適合冠狀動脈電腦斷層攝影的掃描時間與對比劑劑量」

中,只參考單一數據是不足的,因為同一個峰值, BMI 高與低不應該使用同一劑量,就峰值 5 舉例,建議延遲秒數為 19 秒,顯影

劑劑量為 65cc,而 BMI 29 的顯影劑劑量應該要比 BMI 20 還多。 

 

可變式螺距技術執行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於主動脈剝離之評估  Poster 081
CT-007 

廖書柏 1,2   黎俊蔚 2   吳萬福 1  

1長庚醫院嘉義分院放射診斷科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 電腦斷層血管攝影為快速診斷主動脈剝離和術後追蹤主動脈疾病的影像工具。20%的 A 型主動脈剝離會影
響到冠狀動脈，而主動脈根部常因心跳產生移動假影。研究目的是比較可變式螺距技術與傳統螺旋掃描於主動脈剝離之
影像評估。 

材料與方法： 回溯收集 10 位接受可變式螺距技術掃描和傳統掃描的病患。使用之電腦斷層掃描儀為佳能 640 切電腦斷
層，可變式螺距之掃描參數為:0.5 mm X 160、pitch factor: 0.125 /0.569，rotation time: 0.275 秒，傳統螺旋掃描參數為 0.5 
mm X 80、pitch factor:0.813、rotation time:0.5 秒。影像品質分析由兩名具電腦斷層資歷 15 年以上之放射師進行評估，分
別量測主動脈根部、主動脈弓、腹主動脈之 HU值，並給予影像分數(1分為影像模糊、2分為尚可和 3分為清晰)，使用微
軟 EXCEL 軟體分析資料。 

結果： 可變式螺距掃描在主動脈根部、主動脈弓、腹主動脈三個區域之 HU 值分別高於傳統螺旋掃描之 HU 值:32.18%、
24.7%和 26.11%，且影像分數平均值分別爲為 2.9±0.3、3和 2.9±0.3；而傳統螺旋掃描之影像分數分別為 1.2±0.4、2.7±0.21
和 2.9±0.3。結果顯示可變式螺距技術在主動脈根部的影像分數(2.9±0.3)優於傳統螺旋掃描(1.2±0.4)且有顯著差異
(p<0.05)，其餘兩個區域之影像分數則無明顯差異(p> 0.05)。

結論： 可變式螺距技術在主動脈根部的影像分數明顯優於傳統掃描方式，因此應用可變式螺距技術執行電腦斷層血管攝
影在診斷主動脈剝離外，對於主動脈根部之剝離範圍和瓣膜疾病時亦能提供較清晰的影像作為術前評估。 

 

縱膈腔脂肪瘤-病例報告  Poster 082
CT-008 

黃微儀 1   李基訓 1    林新傑 1  洪嘉亨 1   李慧怡 1    陳名聖 1    鄭則有 1 

1西園醫療社團法人西園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脂肪瘤是普遍存在的良性腫瘤，通常位於皮下，特別是在上背部，頸部和肩膀區域。但是很少會位於身體
深處部位，因此在縱隔腔中非常罕見。它們的大小往往比皮下脂肪瘤大，另外也與多個皮下脂肪瘤不同，胸內脂肪瘤通
常是單個病變，很少有多發性胸腔內脂肪瘤的案例。儘管它們通常本身並不對生命造成立即的危害，但深處脂肪瘤在臨
床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們可能類似於惡性腫瘤，或者在極少數情況下會轉變為惡性脂肪肉瘤。 

材料與方法： 個案為 62 歲女性，此次接受低劑量胸部電腦斷層(LDCT)檢查主要是為了健康檢查，主訴有經常咳嗽、咳
痰狀況。電腦斷層檢查使用條件為 Slice thickness：0.5mm，0.25mm overlapping，rotation time：0.5s，Radiation dose：
0.29msv 

結果： 氣管隆凸下間隙有縱膈腔脂肪瘤(49.1 x 62.8 x 22.2 mm)。胸部 CT 掃描顯示大且低密度腫塊病變，其衰減值極低
[CT 密度約-110 HU]。 

結論： 脂肪瘤是良性腫瘤，被認為是成人最常見的良性腫瘤之一。但罕見於胸腔內，如出現則會在縱隔腔，支氣管或肺
中。常見的主訴為胸痛、呼吸困難和吞嚥困難。縱隔腔脂肪瘤通常生長緩慢，並可能達到相當大的尺寸才會引發症狀。
參考其他縱膈腔脂肪瘤案例報告只有極少數產生症狀。也很少在有症狀時發現它們。大多在胸部 CT 掃描和/或 MRI 例行
性檢查偶然發現，並可由影像檢查進行評估。良性的脂肪瘤在 CT 上具有特異的表現，典型的脂肪瘤為邊界規則清楚的均
質低密度腫塊，瘤內脂肪 CT 值通常為-30～-190HU。此外也可藉由 CT 來精確的了解病兆位置、大小以及和附近組織器
官的相關性。 脂肪瘤是良性腫瘤，通常不建議手術。然而，鑑於即使在穿刺活檢後脂肪瘤和分化良好的脂肪肉瘤之間也
難以區分，因此手術切除可能是一種有效的選擇。或者腫瘤影響相鄰結構功能引發症狀，則應當進行完整的切除手術，
復發率低。或者還可以考慮採用更為保守的方法，進行影像追蹤檢查以排除病變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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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DSCT 影像分析評估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病患的影像亞型  Poster 083
CT-009 

范芳郡 1,2   林虹圻 1,2   鍾逸翔 1,2   許家培 1,2   梁月玲 1,2   許文憲 3,4   林俊宇 1 ＊     

1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臺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3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4臺北市立萬芳醫院淋巴血管外科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針對髂靜脈壓迫症候群（iliac venous compression syndrome ）的病患利用透過骨盆腔動靜脈立體影像重建技
術，藉由靜脈血管攝影（IVDSA, Intravenous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配合雙能電腦斷層立體攝影 (DSCT, Dual Sourc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影像合成出動脈及靜脈的 3D 立體影像，可以清楚顯示骨盆腔及後腹腔動靜脈血管病灶的詳細解剖位
置，配合病患的臨床症狀，可提供醫師更完整的術前評估。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中我們收集 60位經臨床醫師診斷懷疑髂靜脈壓迫症候群（iliac venous compression syndrome ）的病患先於血
管攝影室放其導管於股總靜脈,在到 DSCT 進行掃描 3D 血管攝影，進而將這些病患數據進行分析。使用設備為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且用自動注射器施打對比劑，每秒鐘打 3ml，總藥量大約為 100ml，攝影條件使用 Dual Energy Mode
再利用 TeraRecon Workstation (軟體版本 ver.4.4.11)重組動脈靜脈成 3D VR以利臨床醫師術前評估及診斷。 

結果： 本研究結果以臨床案例 60 例為分析目標，其中女性 50 位，男性 10 位，發現患有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的男女比例為 84%
的女性患者 16%為男性患者，其中受輕微壓迫的患者約為 58%，較為嚴重的患者靜脈會增生進入 spine 裡的患者佔 30%，因此
透過分析此相同症狀病患的臨床影像找出其相關性。

結論： 依據影像數據分析結果發現藉由 3D 立體攝影可以清楚看見其動靜脈血管壓迫情形，並經臨床醫師輔助診斷分出壓迫的
嚴重程度。以臨床案例 60例為分析目標(女性 50位，男性 10位)，發現患有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的男女比例為 16:84，其中輕微壓
迫者約為 58%，較為嚴重的患者靜脈會增生進入 spine 裡的患者佔 30%，透過此 3D 影像分型及討論可以清楚辨 May-Thurner 綜
合症（MTS）的壓迫程度及治療參考依據。 

 
案例報告—植入永久性導管（Permcath）合併上腔靜脈症候群（SVC syndrome）之電腦

斷層探討  
Poster 084

CT-010 

沈雨婕 1    劉書瑜 1    陳品辰 1   陳怡臻 1   黃慧敏 1   戴美華 1    許志清 2  

1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影像與核子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上腔靜脈症候群引起原因大多伴隨腫瘤壓迫形成，其嚴重程度與側支循環（collateral circulation）有密切相關，僅
少數因放置中心導管合併血栓造成。擷取早期動脈相（early arterial phase）有助於顯現側支循環系統，而此案例為探討植入永久
導管而引起上腔靜脈症候群的電腦斷層掃描參數及施打顯影劑留置軟針位置之差異。

材料與方法： 42 歲女性，因長期洗腎放置永久導管後，主訴呼吸急促、水腫。臨床懷疑上腔靜脈症候群，開立電腦斷層檢
查。檢查部位為施打顯影劑之頸部與胸腔電腦斷層動脈相與靜脈相檢查。考量解剖位置與心肺循環特異性，因此特別注射留置
軟針於右手 20G，採用 GE Revolution CT，參數設定如下：helical mode、120kVp、350mA、Rotation time 0.5秒、採用 Smart Prep手
動模式偵測、ROI偵測位置於 hilum 圈選位置為升主動脈、閾值設定 150H.U ，monitor delay 14秒、diagnostic delay(D.D) 8秒，顯
影劑流速 2.5 c.c./s ，顯影劑注射總量依照體重乘以 1.3倍。

結果： 結果顯示對於疑似上腔靜脈症候群患者使用右側上肢注射顯影劑能清楚顯現側支循環，使用手動偵測（manually 
trigger）有利於彈性調控病患差異性，超越閾值後可觀察臨近血管增益，若有明顯阻塞，需等待側支循環回流再掃描。配合顯
影劑流速調控適當 D.D，取得較佳上腔靜脈顯影。

結論： 運用顯影劑注射位置和參數調整，使影像無論在狹窄處抑或是側支循環；相較左手施打有更優異的臨床意義，從左手施
打雖能診斷 SVC 狹窄，但只能顯現左側支循環。又因左側也有可能因爲壓迫或先天異常而形成旁路，此代償效應並非 SVC 狹
窄所致。所以，若能從右手施打能將側支循環影像作為診斷 SVC狹窄工具。以此技術下配合手動偵測及適當D.D，讓上腔靜脈
動脈相之顯影增益提高易於辨認狹窄處。最後，對於右手上肢禁治療之患者依然有限制性。

 

幼童誤食水晶球利用電腦斷層影像判讀—病例分享  Poster 085
CT-011 

陳麗萍 1   魏毓芬 1  徐嘉偉 1   梁家溱 1   魏琇如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本篇主要探討急診幼童的病人，在術前可以利用電腦斷層在短時間內建講出立體影像，由重組 MPR（多平
面重組）影像呈現出整個解剖面，讓影像將有助於醫師診斷。

材料與方法： 幼童因多日嘔吐、腹脹緊急送到急診就醫，到急診 X 光室接受 X 光腹部攝影。再利用電腦斷層 Workstation 
Volume Rendering 功能，利用電腦斷層取得之原始資料(Raw data )，藉由 Volume Rendering 軟體得到各個不同角度之影
像，藉由 Volume Rendering function，經 10 至 15 分鐘影像後處理之過程將可得到可左右，上下傾斜任意角度之 3D 立體
影像提，供急診及臨床醫師更多的訊息，增加診斷之準確性

結果： 於術前術中可規劃模擬出立體重組影像與各切面影像，為醫師計劃最佳的手術路徑，並在術中能即時更正路徑規
劃與導航，避免傷害到周圍的神經組織血管等重要器官組織，不僅可節省傳統手術的 X 光輻射劑量，且可以大大提高病
人手術安全、準確定位、減少病人風險及併發症的發生。

結論： 彩色 3D 及傳統 MIP 影像，讓影像不再只是單純黑白兩色，提供門診及臨床醫師更多的資訊，更能提供病患較完
全、高效率且為非侵入性的檢查也可與其他醫療技術搭配，以增加手術效率與精確性，像是輔以電腦斷層重組技術，可
幫助評估嚴重程度及手術傷口計畫，則可以更精確地定位位置，並縮小傷口、縮短恢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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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影像應用於身體組成分析之經驗分享  Poster 086
CT-012 

徐嘉偉 1   陳麗萍 1   魏毓芬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儘管腰圍測量及身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BMI)已普遍做為肥胖程度的評估方式,但卻無法提供身體組
成訊息,所以無法分辨出骨骼肌肉組織,皮下脂肪組織或內臟脂肪組織之間比例及差異性,而這些比例及差異性在臨床診斷
上卻有診斷的意義,透過電腦斷層影像進行後處理分析,可以準確定量各身體組成的面積範圍,進一步去定義肌肉減少症
(Sarcopenia)及內臟肥胖(Visceral Obesity,VO),提供給臨床更多的診斷價值。

材料與方法：材料:1.飛利浦 Ingenuity 128 Slice 電腦斷層掃描儀(PHILIPS Ingenuity 128 Slice CT Scanner)。2.Fiji (Fiji is just 
image J ,Windows 64 bit)分析軟體。方法:1.先取得注射對比劑前第三腰椎軸狀面水平之腹部電腦斷層影像,影像下載後並轉
換成醫療數位影像傳輸協定(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DICOM)格式。2.將電腦斷層影像匯入 ImageJ 
操作介面,如圖 1。3.分別以- 29 HU 至+ 150HU 的衰減閾值測量第三腰椎總骨骼肌範圍(Total Skeletal Muscle,TSM)、以- 50 
HU 至- 150 測量內臟脂肪組範圍(Visceral Adipose Tissue,VAT)、以- 190HU 至- 30HU 測量皮下脂肪組織範圍(Subcutaneous 
Adipose Tissue, SAT)。 

結果：依照上述方法建議,輸入衰減閾值後可得到相對應的組織面積(圖 2-圖 4),但 VAT 必須注意在內臟脂肪及內臟器官部
分,分析軟體常會有圈選誤差,必須要手動修正該有的範圍,當圈選範圍無誤時,最後可以得到相對應的測量範圍結果。最後
總骨骼肌面積(cm2)除以患者的身高平方(m2)來計算骨骼肌肉指數 Skeletal Muscle Index , SMI),依照國際肌少症診斷界定值
去定義是否有肌少症,VAT/SAT≧0.4 定義為內臟肥胖。

結論：臨床上常因為病患身體過多的體液或腹水造成 BMI 值過高,或體重不變情況下身高會因為年紀增長而逐年下降,這
些都不是肥胖造成,但卻使得腰圍測量及 BMI 值與實際病患身體狀況不一致。此篇經驗分享是希望提供給臨床醫事放射師
一個評估身體組成方式。對於病患而言,可靠的身體組成評估方式可以做為合理的營養評估,並且有利於臨床提出更全面診
斷及治療建議。 

 

利用衛教影片提升病人對電腦斷層之檢查認知  Poster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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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隨著科技日新月異，電腦斷層儀器越來越進步許多疾病都能透過斷層掃描檢查出來，但是許多做檢查的病
人卻對整個受檢過程完全不清楚，以至於在檢查時會覺得緊張。因此藉由拍攝衛教影片，讓病人掃描 QR code 可以回家
線上觀賞影片。 

材料與方法：本次收集 108 年 7-9 月門診電腦斷層檢查的病人，以問卷調查，無記名方式進行。根據經驗法則將病人不清
楚的問題歸類為「預約報到流程、檢查前注意事項、檢查流程、注射顯影劑過程、顯影劑的副作用、檢查後注意事
項」。問卷總共發出 100 份，有效問卷為 85 份，有效回收率為 85％。

結果：問卷回收顯示觀看衛教影片前，病人對注射顯影劑過程、顯影劑的副作用、檢查後注意事項的檢查過程都不太清
楚，觀看後對檢查認知都有明顯上升；而 60 歲以上的比率並沒有明顯上升，有可能是因老人家並不太會使用手機。因此
製作衛教影片能大幅提升民眾對電腦斷層檢查流程的須知。

結論：電腦斷層檢查已經廣泛應用在醫學影像檢查中，平時在排程檢查時也沒有多餘的時間能詳細解釋整個檢查流程，
因此透過衛教影片讓病人更清楚電腦斷層檢查流程，在檢查前能先做好心理準備讓檢查過程更順暢。 

 
運用電腦斷層診斷莖突過長症候群（Eagle’s syndrome）之多層面重建與三維重組影像

討論—案例分析  
Poster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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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Eagle’s syndrome 為骨化莖突過長和伴隨臨床症狀表現，許多文獻指出莖突（styloid process）大於 25mm 即
可判定莖突過長，有些則是定義大於 40mm，然而如何精準量測莖突距離於多層面重建影像為本次案例探討重點。臨床透
過觸診扁桃體窩來進行確診，而在正常情況下，無法觸及莖突，進而使用電腦斷層重組進行確診，因此本案為討論多層
面重組之冠狀切與矢狀切最大強度投影影像（MIP）及三維空間重組之準確性。

材料與方法： 53歲男性，在 2003年確診舌癌進行放射治療，追蹤數年轉至頭頸口腔腫瘤門診，因吞嚥困難、頸部疼痛等
症狀初步懷疑 Eagle’s syndrome 而執行頭頸部施打顯影劑電腦斷層檢查，將三維影像、最大強度投影影像（MIP）冠狀
切、矢狀切使用同一工作站及軟體進行分析。並量測各組影像的莖突（styloid process）長度。 

結果： 結果顯示本案兩側莖突使用矢狀切量測之長度均高於冠狀切。右側莖突矢狀切量測長度高於冠狀切 4.44%，左側
則是 2.27%，然而，三維空間影像量測顯示均高於矢狀切與冠狀切重組影像。其中右側莖突三維空間量測與冠狀切差異
13.3%、左側 13.6%；與矢狀切差異右側 8.5%，左側 11.1%。

結論： 以此案例在不同重組切面下進行量測時，建議使用最大投影強度（MIP）冠狀切與矢狀切較能獲得精準數據，尤
其在定義 Eagle’s syndrome，莖突長度介於文獻參考值（大於 25mm）時，較具臨床價值。然而，三維重組經過不同工作
站及螢幕測試後，因像素轉換、螢幕解析度（DPI）及選擇重組切面角度等因素，準確性與差異性比其餘兩者高。故較不
建議使用於判斷臨界 25mm 正負 10%以上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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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之個案在核酸檢測連續三採陰性後之電腦斷層影像分析與探討  Poster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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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今年度新型冠狀病毒引起之新冠肺炎（COVID-19）於全球爆發，許多文獻指出不應將電腦斷層檢查作為診斷
COVID-19的必要篩檢過程。 2020年 3月 16日，有美國-新加坡專家小組發表了 CT影像不應屬於 COVID-19 標準診斷工具。雖
有爭議，但CT影像仍被一些人用作替代診斷的測試工具。在本院，COVID-19的確診隔離人數在三月達到高峰，並於四月中後
陸續解除隔離。解隔後之個案，臨床會於出院前安排一次電腦斷層掃描檢查。本篇文章意在探討 COVID-19 預後對肺部可能造
成之影響及案例分享。 

材料與方法： 本次共收集八人，年齡 29至 66歲，兩位女性、六位男性。經過核酸檢測（PCR test）為陽性且確診為 COVID-19
病患，經支持性治療後，再由核酸檢測連續三次陰性，執行不施打顯影劑胸腔電腦斷層。機型均採用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AS電腦斷層掃描儀，helical mode，120kVp，150mAs，rotation time 0.5秒，偵檢器組置：128x0.6mm，Pitch:1.2，自動管
電流調控技術開啟。採集各確診病患之電腦斷層影像，分析判讀核酸檢測三採陰性後之肺部變化。 

結果： 結果顯示這八位雙側肺部有病毒性肺炎相關變化，包含 ground glass opacity(GGO)且其中一例合併有肺纖維化。且影像中
病兆皆位於雙側肺部肋膜下方。

結論： 本次研究發現確診之個案經由連續三次核酸檢測陰性之病患，影像顯示仍有病毒性肺炎相關變化，初步推斷核酸檢測採
集檢體爲咽喉部分區域，結果雖顯示陰性不具傳染力；但影像顯示肺臟仍有相關變化，因肺泡內有些許積水，且未完全排出。
同時也不能排除肺臟深處含有少量病毒，導致感染後之肺部侵犯區域對肺臟造成傷害無法在短時間內復原。雖然目前無法從醫
學現有技術與經驗證實。但經過本次研究探討後對於確診病患的肺臟後遺症肯定是存在的。最後，未來將會持續追蹤以上案例
的放射學影像檢查。 

 

雙能量電腦斷層於顱內「動脈內取栓術」術後應用  Poster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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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目前最有效的治療方式，是在發病 3小時內施打靜脈血栓溶解劑，若確認有顱內大血管阻塞則
可在 8 小時(後循環中風為 24 小時)內進行顱內動脈取栓術。動脈取栓術後如併發顱內出血，術中顯影劑易與出血點重合導致在
影像上不易判讀。針對經動脈取栓術後雙能量電腦斷層、核磁共振與一般電腦斷層三種檢查作為醫師滿意度調查。 

材料與方法： 研究時間自 105年 2月至 108年 12月收案對象為經動脈內取栓術後 40個案數；經雙能量電腦斷層(GSI mode)、核
磁共振(T1、T2、DWI、SWI)與一般電腦斷層(常規brain)檢查，影像由兩位放射科醫師對檢查時間、檢查結果、檢查過程風險與
便利性等四項目依李克氏量表評分，1至 5分表示非常不滿意到非常滿意之方式來進行評分。研究結果分析應用SPSS 18成對樣
本 T檢定。 

結果： 滿意度平均數分別為雙能量電腦斷層 4.33±0.17、核磁共振 3.27±0.76 與一般電腦斷層 3.85±0.89。統計結果中檢查結果為
雙能量電腦斷層4.25±0.12、核磁共振4.53±0.16而一般電腦斷層2.63±0.13。雙能量電腦斷層及一般電腦斷層檢查時間、過程風險
與便利性的分數皆＞4，核磁共振的檢查時間 2.54±0.11、過程風險3.24±0.14與便利性 2.82±0.12。T檢定運算出P-value＜0.05，雙
能量電腦斷層與其他兩項檢查具有顯著性差異。 

結論： 雙能量電腦斷層使用雙射源 80、140 kV 之影像達成能量頻譜並進行影像處理將顯影劑屏蔽以凸顯出血的區域，檢查結
果與核磁共振有相近的成效，一般電腦斷層則難以辨別。核磁共振檢查結果良好但儀器的強磁場使病患身上許多儀器無法進入
檢查室，並且術後病患狀況較不穩定核磁共振檢查時間相對電腦斷層久，無疑提高了病人安全風險。雙能量電腦斷層檢查時間
以及便利性皆與一般電腦斷層相同，但檢查結果卻能與核磁共振相比擬，對於病患這是一種更為安全、準確及快速的選擇。

 

使用稀釋對比劑於雙能掃描模式執行下肢 CTA 檢查  Poster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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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執行電腦斷層血管攝影術(CTA)，為了呈現動脈血管的影像，需注射足夠對比劑，對於腎功能不佳或糖尿病患
者，腎臟會是極大負擔，如何能減少對比劑量，為本研究目的。含碘對比劑因為 k-edge absorption效應，在低管電壓下其影像會
與周遭組織有較高對比，因此，將對比劑以生理食鹽水稀釋為各種濃度，並觀察不同濃度在不同的 Dual Energy MODE 下，HU
值與對比劑濃度曲線的變化。將其結果運用於臨床。

材料與方法： 本院使用的對比劑為 OMNIPAQUE(350mg/ml) 與 Optiray(350mg/ml)，準備 20 支 10ml 空針，分別將對比劑和生理
食鹽水以 10：0與 9：1…以此類推的比例稀釋，分成兩組各 10支樣本。掃描設備為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DE 
Mode掃描模式 80kVp/140kVp(影像加權比重 6:4)；100kVp/140kVp(影像加權比重 6:4)，來掃描此兩組樣本，再利用後處理工作站
TeraRecon分析。 

結果： 統計20支等比例稀釋後的對比劑樣本，發現在100kV下，稀釋到 50% 與100%對比劑的樣本HU值無明顯誤差；在80kV
下，稀釋到 30% 與 100%對比劑的樣本 HU 值無明顯誤差。將觀察的現象，應用於 50 位下肢 CTA，採用對比劑濃度 50%來執
行，發現在腳踝處軸位上的足背動脈，HU值依然有 250以上，利於 3D VR重組與診斷。

結論： 我們觀察HU值與對比劑濃度曲線變化時，發現 100kV下，50%對比劑濃度與 100%對比劑的HU值無明顯差別。本院下
肢 CTA 採用 DE Mode (100kV與 140kV)搭配 100ml對比劑，將實驗觀察結果應用於臨床後，發現只需使用 50%對比劑(50ml對比
劑與 50ml生理食鹽水)，即可以將血管末梢看清楚並不影響 HU値；甚至使用 DE Mode (80kV與 140kV)的 CTA，可以使用 30%
對比劑，在血管的 HU値也應會有良好的呈現，這是可以嘗試運用的方向，進而降低病人的對比劑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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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心臟支氣管分支在 CT 上影像病例報告  Poster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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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先天副心支氣管(Accessory Cardiac Bronchus)是支氣管分支中的一種罕見先天性異常，其發生率為正常人的 0.09
％~0.5％，，通常此類型患者大多無症狀，且多是偶然發現。但若由於反覆感染、膿胸、咳血而造成惡性變化，則使得支氣
管分支變成有症狀。症狀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分泌物的累積所引起,進而導致炎症、感染、咳血。因此，當異常支氣管形狀為
長型或有副葉型時，更容易發生併發症﹔而短型的支氣管較傾向於無症狀，因此無需治療。本院在為健檢客人做低劑量肺
部電腦斷層時，發現有此異常心臟支氣管之罕見變異，藉由此特殊病例來探討其發生原因及其在影像上之表現。

材料與方法：本篇個案為 57 歲之男性做健康檢查，本身有高血脂、攝護腺肥大、胃潰瘍等疾病史，之前從未吸菸且對酒精
過敏，於接受低劑量肺部電腦斷層(Low Dose CT) 檢查時偶然發現有先天副心支氣管(Accessory Cardiac Bronchus) 罕見異常使
用之儀器:Toshiba 640CT。 
掃描參數:kV:100kV、mA:80mA、radiation dose:0.42mSV、slice thickness:5mm 、0.25mm  overlapping 

結果：經由低劑量肺部電腦斷層掃描並利用了 MPR 及重建 3D 立體影像顯示右中間支氣管內壁近端三分之一處有支氣管異
常，診斷為先天性副心支氣管(Accessory Cardiac Bronchus)之罕見變異；另外兩側肺部並無小結節；並於主動脈瓣膜上發現鈣
化，研判有主動脈狹窄之可能，建議此客人回心臟科門診做後續追蹤。

結論：先天性副心支氣管(Accessory Cardiac Bronchus)於胸部 X 光影像上通常是無法見到，肺部電腦斷層為其診斷的主要方
式，在影像上可見支氣管處有異常分支並往心臟的內側與下方延伸。由於支氣管變異通常無明顯症狀，因此無需治療。若
有反覆感染的症狀，患者可採手術切除。儘管先天性副心支氣管(Accessory Cardiac Bronchus)本身不是病理性的，但偶爾會與
臨床症狀和併發症相關。對於從事電腦斷層放射科技術師應認識到正常的支氣管解剖結構以及發育性支氣管異常，進而幫
助醫生建立正確的診斷。 

 

Low Extremity CTA 調整檢查步驟使對比劑使用適量化  Poster 093
CT-019 

李梅鳳 1  鄭仰恩 1  彭曉筠 1   郭柏如 1 

1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Low Extremity CTA為電腦斷層動脈攝影中對比劑使用量較大之檢查，容易造成病人有較大之身體負擔。在此
研究中，我們將透過調整檢查之步驟，先對於病人之掃描「範圍」與「時間」，進行對比劑之劑量計算與調整，進而適量
化對比劑之使用。 

材料與方法： 在使用 Toshiba Aquilion 64進行 Low Extremity CTA檢查時，原檢查方式為固定使用 90ml對比劑。在本研究方
法中，將先設定病人掃描範圍，再依據掃描的「範圍」與「時間」進行對比劑劑量計算，再依計算出之對比劑劑量，進行
後續檢查動作，以達適量化之目的。計算公式為：（掃描範圍時間+延長顯影時間 6秒) x 注射速率。原預設公式：掃描範圍
時間 x 注射速率，其所需範圍成像的 CT 值會較低；故以緩衝 2 秒、4 秒、6 秒、8 秒顯影時間再掃描作測試，實證結果經醫
學影像科醫師確認，6秒為最佳之 CT 值。 

結果： 在實驗期間，共 20例 Low Extremity CTA病人使用本方法進行檢查，調整後之對比劑劑量介於 68ml~87ml之間(原本
為 90ml) 。檢查結果產生之影像，經醫學影像科醫師確認後，均能使用於臨床判讀。

結論： 本研究方法經實際案例進行實測後，Low Extremity CTA檢查對比劑之使用量，平均能降低約 15ml，且不影響檢查之
影像品質，將能夠減少對比劑對病人身體之負擔。

 

吐氣相肺部電腦斷層攝影技術用於提升小支氣管之診斷率  Poster 094
CT-020 

邱柏勛 1  張勝昌 1  許元昱 1  周嘉豪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慢性阻塞性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氣喘(Asthma)、咳血(Hemoptysis)為小支氣管
疾病(Small airways disease)之一。 臨床上常用電腦斷層攝影(CT)診斷，攝影技術主要靠吸氣相和吐氣相進行比較，在吐氣相
常有細小支氣管狹窄或阻塞造成影像上產生變化。 若只做吸氣相會因支氣管擴張而無法正確診斷，本研究為了證實吐氣相
對診斷有幫助，收集 COPD、Asthma、Hemoptysis 為主的患者進行吐氣相，並將診斷出有小支氣管疾病的患者和先前做過只
有吸氣相 CT的診斷結果比較，再統計診斷率。 

材料與方法： 收集 2019.10~2020.04有或疑似 COPD、Asthma、Hemoptysis和相關肺部疾病之病患，完成吐氣相共 95人。年
齡範圍 32~98 歲平均為 67±13 歲，使用 64 切的 MDCT(Lishtspeed，VCT，GE)，攝影參數條件為，120kV 和自動 mA 偵測。 
做吐氣相前先進行吸氣相以便比較，影像由放射科醫師診斷，結果紀錄在影像報告上，再利用 PACS系統查詢患者之前有無
做過一般胸腔電腦斷層再將其診斷報告進行診斷率的計算。

結果： 95 位患者有 26 位診斷出細小支氣管疾病。其中 61 位 COPD 患者中被診斷出 13 位，診斷率約為 21%，22 位 Asthma
患者中被診斷出 7位，診斷率約為 32%、3位 Hemoptysis患者中被診斷出 1位，診斷率約為 33%，其他原因的患者共 9位被
診斷出 5 位，診斷率約為 56%。26 位小支氣管疾病患者中，有 18 位先前做過一般肺部 CT 攝影其中有 4 位在報告中有診斷
出小支氣管疾病。 

結論： 26 位確診病患中之前有做過一般胸腔 CT 檢查只有 4 位被發現有小支氣管疾病，另外 22 位因吐氣相才被診斷出小支
氣管疾病，所以本研究能證實做 CT時若能對肺部小支氣管疾病的特徵給予吐氣相攝影將有助於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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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管電壓(80kV)運用於下肢電腦斷層血管攝影其影像品質及輻射劑量探討  Poster 095
CT-021 

黃俊峰 1  巫佳樺 1  陳英豪 1  劉冠育 1  

1衛生福利部彰化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因 CT 檢查的便利性，幾乎已成為國人醫療輻射最大的來源，降低醫療輻射是醫事放射師終身課題，在不
影響檢查品質的前提下儘可能地降低輻射劑量，以降低受檢者輻射致癌風險。降低管電壓是 CT 檢查降低輻射劑量的方法
之一，本研究應用低管電壓於下肢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探討其影像品質及輻射劑量。

材料與方法： 蒐集自 2018 年 10 月至 2019 年 9 月執行下肢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檢查共 20 例，13 例使用 120kV 管電壓(A
組)；7 例使用 80kV 管電壓(B 組)。Noise index、對比劑施打速率、總量等條件皆相同，採用 Bolus tracking 技術。20 例中
已剔除膝膕動脈 CT 值量測低於 200 及對比劑總量低於 90ml 的案例。記錄並分析血管顯影程度、訊號雜訊比(SNR)、對比
度雜訊比(CNR)及輻射劑量(DLP)，並由一位影像醫學專科醫師針對 B 組影像進行影像品質評價(評價項目：血管顯影程
度、雜訊)。 

結果： 1.B 組於股動脈、膝膕動脈 CT 值較 A 組平均提升 55.31%(P< 0.01)、37.84% (P< 0.01)。 2.B 組於股動脈 SNR、CNR
較 A 組平均提升 69.25%(P<0.01)、82.87%(P<0.01) 。3.B 組於膝膕動脈 SNR、CNR 較 A 組平均提升 44.7%(P<0.05)、
49.1%(P<0.05) 。4.B 組平均 DLP 明顯低於 A 組 28%(P< 0.001) 。 5.所有分析的案例中，影像品質皆合乎專科醫師診斷標
準。 

結論： PAOD 患者血管常於膝關節以下發生阻塞，會造成顯影不佳情況，故本研究以膝膕動脈 CT 值>200 以上者為研究
對象，避免因為血管阻塞造成顯影不佳。研究中無依照對比劑濃度進行分類，因有國外研究指出對比劑濃度對影像影響
無明顯差別。本研究雖樣本數不多，但國外已有眾多成功案例。管電壓 80kV 運用於下肢電腦斷層血管攝影其影像品質符
合診斷標準，相較於 120kV 能降低約 28%輻射劑量並且可強化血管顯像程度。

 

電腦斷層掃描中心位置偏移及 bowtie filters 對影像的影響  Poster 096
CT-022 

劉棕萌 1  陳鴻達 1  蘇峰毅 1  陳東明 1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電腦斷層掃描儀 bowtie filters 蝴蝶結過濾器最佳假定為患者的等中心 isocenter 掃描，已經研究了患者定位
誤差對輻射劑量和圖像質量的影響，過往研究主要在單一物質圓型、橢圓型假體探討，本文以擬真 CT 值擬人 PH5 腹部
假體討論，中心位置偏移造對影像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電腦斷層掃描儀對於擬人 PH5 假體，以固定管電流模式掃描，於等中心上向至+90mm-向下-
110mm，以 10mm為間距，共掃描 21次。通過在相同的圖像水平上手動放置感興趣的圓形區域肝 S3、S1、S6區及 IVC，
計算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探討對於影像之影響結果。

結果： SNR 隨病人位置定位誤差及 bowtie filters 共同影響下，不管在肝左葉外上部區域 S3，肝右葉後方區域 S6 及 IVC
位置，距於等中心點愈低(-90) SNR愈低，距於等中心點愈高(+90)SNR愈低，假體在較高位有比在低位SNR更差的趨勢，
例如 S3 區低位(-90)的 SNR 為高位(+90)的 1.404 倍。S6 區低位的 SNR 為高位的 1.792 倍，對比雜訊比與 SNR 都相同趨
勢。 

結論： SNR 隨病人位置定位誤差及 bowtie filters 共同影響下，結果導致在不同區量測其結果顯示，影像質量有相同趨
勢，由於 bowtie filters 蝴蝶結過濾器最佳假定為患者的等中心 isocenter 掃描，除了患者定位誤差對圖像質量的影響外，
bowtie filters 更對影像質量造成影響。 

 

利用電腦斷層偵測腦下垂體中風-案例分享  Poster 097
CT-023 

林詩文 1  

1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現今電腦斷層於急診應用上已經非常普及，對於影像診斷，快速、精確、客觀判讀又方便取得。本文提供
罕見的腦下垂體中風(pituitary apoplexy)之案例分享

材料與方法： 腦下垂體中風(pituitary apoplexy)，有別於一般的腦中風。它是特別指因腦下垂體腫瘤發生出血栓塞或壞
死，導至鞍內壓力上昇，造成了臨床症狀急遽惡化，如頭痛、嘔吐、脖子僵硬、畏光。視力受損、神智不清、甚至失
明、荷爾蒙失調、死亡等。本院急診一名男性患者，頭部劇烈疼痛，經醫師診斷疑是顱內出血，故送往電腦斷層室檢
查。電腦斷層頭部掃描條件為 120kVp 、300mAs 、管球旋轉一圈速度 0.8 秒、切面厚度 5mm、掃描間距為 0.938:1、掃描
範圍(SFOV)25 cm 、後處理重組 3mm 之冠狀切面影像。

結果： 經電腦斷層檢查初步排除自發性動脈瘤破裂的可能性，但是在腦下垂體處有一中度衰減訊號病灶。周圍腦下垂體
CSF 空間狹窄，經 CT Number 值測量平均為 46HU、SD 為 4.13 ，證實為腦下垂體出血。腦下垂體 CSF 空間狹窄則是因為
因血塊關係產生的 Mass effect。 

結論： 文獻報告中指出中風患者當中約僅有 0.6–10%發生腦下垂體中風的機率，其中腦下垂體腫瘤引起的腦下垂體中風
佔 60-80%。然而電腦斷層檢查已經成為急診診斷應用上的一大利器，不僅僅方便且快速又安全，常常用於急重症的病患
當中。電腦斷層多切面的重組是有利於判斷腦下垂體窩附近蝶骨結構造成的部分體積效應(Partial volume)及射速硬化
(Beam hardening)所產生的假影影響。CT Number 值的測量更能有效突顯血塊於 CT 當中的 X-ray 射束衰減特性，增加其確
診性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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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劑量電腦斷層掃描分析醫療工作者肺部結節之篩檢  Poster 098
CT-024 

曾威錡 1  徐世美 1  陳百璽 2  

1新竹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2新竹馬偕紀念醫院胸腔外科 

背景及目的： 肺癌是高侵襲性且預後不佳的惡性腫瘤，它是國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大多數的肺癌都是由肺結節發展
而來的，肺結節亦可形容是肺癌的原生父母。藉由低劑量電腦斷層掃瞄（Low Dose Lung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
得知是否有肺結節存在，並評估肺結節發展狀態及影像學分析做為預防醫學上早期肺癌篩檢依據已行之有年。本次分析
對象為高齡醫療環境工作者，其原因為醫療環境被認為是空氣含菌量多及疾病傳染程度較高的空間，其可能導致工作
者、病患及家屬染病。 

材料與方法： 使用西門子 128 切雙能量多切電腦斷層掃描（128 Slices, Dual-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DSCT, Somatom 
Definition, Siemens Healthcare, Germany），軟體搭配 Toshiba Vitrea Core 及電腦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Mavis Visia Lung CAD 5.4 版本進行分析。採回溯性資料收集，取樣時間從 103 年至 106 年。取樣條件為年齡五十歲以上
的院內工作者曾接受 LDCT 檢查，包含臨床業務執行及第二線工作人員。收集範圍包含：性別、結節數、結節尺寸及結
節型態，而後進行分析。 

結果： 期間共 109 位受檢者參與並進行總數 130 次的 LDCT，其中 54 位（49.5%）受檢者在肺部放射學影像分析中是具
有陽性結果，進一步研究結節評估結果為實質性結節（Solid Nodule）46 人（85.2%），其中<0.6 公分:41 人、0.6 公分-0.8
公分：4 人，而＞0.8 公分：1 人；毛玻璃狀結節（Ground-Glass Opacity, GGO）8 人（14.8%）其中＜0.5 公分：4 人、0.5
公分-1 公分：4 人。 

結論： 目前臨床研究多為針對一般民眾的大規模肺癌篩檢，與其他研究比較後發現本研究分析之醫療工作者罹病率與一
般民眾統計結果相異，本研究在肺結節的初步發現高達 49.5%，研究結果遠高於一般民眾的分析。初步分析其原因認為本
研究受限於取樣時間過長、年齡須 50 歲以上且族群限定醫療工作者，導致結果收集數量太低；收集資料僅限影像判讀分
析，尚無法針對個人過去的疾病史及危險因子列入討論。但不管是一般民眾或醫療工作者，LDCT 均已肯定能達到早期預
防肺癌的出現。因此強烈建議工作者應參考此次研究結果，定期接受篩檢，勿輕忽自身健康，更能早期發現，早期治療。

 

運用電腦斷層專用頭部固定器改善受檢病患非自主躁動之運動假影  Poster 099
CT-025 

吳之蘭 1   吳哲維 1   林大全 1  

1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電腦斷層腦部檢查常面臨病患非自主性躁動的狀況，常規電腦斷層配備固定輔具多為魔術氈綁帶無法有效
固定躁動病患頭部，導致降低影像的品質且增加病患輻射劑量，本研究運用電腦斷層專用頭部固定器藉以降低病患躁
動，提升整體檢查過程之影像品質與安全性。 

材料與方法： 研究時間自 108 年 1 月至 108 年 12 月，經 GE Discovery CT750HD 電腦斷層檢查，收案對象為非自主躁動
因素無法配合檢查之病患，使用輔具各 118例。影像收集共 238 例，由 2位放射科專科醫師針對病患運動假影、頭部影像
兩側對稱性、影像判讀清晰度與影像品質不良率等共四個項目進行影像評比；2 位資深醫事放射師針對病患重照率與檢查
時間進行評比。依李克氏量表（Likert scale）評分法，採 1 至 5 分表示非常不滿意到非常滿意之評分方式來進行影像品質
評分求出二組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其結果使用使用變異數檢定分析。 

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與實驗組在運動假影、頭部影像兩側對稱性、影像判讀清晰度與病患輻射等四個項目中未使
用輔具之對照組評分為 2.20±0.16、3.40±0.16、3.13±0.17 及 3.83±0.12；而使用電腦斷層專用頭部固定器之實驗組評分為
4.73±0.16、4.50±0.16、4.68±0.17 及 4.20±0.12；病患重照率與檢查時間進行評分未使用輔具之對照組評分為 3.28±0.13、
3.46±0.17；而使用電腦斷層專用頭部固定器之實驗組評分 4.23±0.16、3.89±0.17。p-value<0.05，其統計結果使用輔具具有
顯著性的差異。 

結論： 研究結果得知，非自主躁動因素病患若搭配輔具可改善受檢者頭部擺位之穩定度有效地提升影像品質減少病患接
受之輻射劑量，進而提升診斷專科醫師影像判讀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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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Double Test Bolus 技術於小腿 Free Flap 的檢查  Poster 100
CT-026 

林虹圻 1  許家培 1  梁月玲 1   范芳郡 1  謝立群 1  鍾逸翔 1 

1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游離皮瓣( Free Flap)是利用顯微手術將組織連同血管一同取下縫補至需要重建的位置，如何能使影像呈現
豐富小腿血管助於臨床開刀之選擇為本研究之首要目的。Bolus Tracking 是偵測對比劑達到閾值(非最大濃度)時啟動掃
秒，技術上必須考慮參考點位置和達到閾值後須延遲多久時間，然而 Test Bolus 是能精準觀察到對比劑達到最大濃度所需
的時間。因此 Test Bolus 比起 Bolus Tracking 更能明確掌握對比劑最大濃度值。搭配計算身體任意兩點 Test Bolus(以下稱
Double Test Bolus)最大濃度時間，如此可以精準掌握病人生理血液流速，來獲取清晰均勻影像。 

材料與方法： 使用設備為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攝影條件為 Dual Energy Mode (100KV 與 140KV)，總
對比劑量 90C.C。第一個 Test Bolus 放在腰椎第四節腹主動脈處，第二個 Test Bolus 放在膕動脈處，若遇左右腳流速不同
則取較慢血流的時間為基準。兩次參考點掃描條件皆採用每秒鐘打 4ml 共注射 10ml 對比劑。將第一個與第二個點時間差
和距離演算出來後即可推算出膝蓋到腳踝的時間，將其設為掃描時間，並採用每秒鐘打 4ml 共注射 70ml 對比劑全部打
完。最後再利用後處理 TeraRecon Workstation 來分別進行分析重組。 

結果： 分析病人在血管軸位上，脛前動脈(Anterior tibial artery)、脛後動脈(Posterior tibial artery)、腓動脈(Fibular artery)都
能量測到值大於 300HU 以上，以利於血管取樣的選擇。 

結論： Double Test Bolus 技術藉由距離與時間和流速的相關係，能明確觀察到生理流速，藉由選取近端較大血管(腹主動
脈與膕動脈)以方便置放 ROI，來監測生理流速，搭配調控掃描時間即能在一次掃描過程中將遠端的小腿血流豐富呈現，
在建立 VR 時提供給臨床醫師開刀能更具有完整性。 

 

自發性冠狀動脈剝離案例分享  Poster 101
CT-027 

林宥辰 1    林恬敏 1   呂文瑋 1    侯貴圓 1 

1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 自發性冠狀動脈剝離是指冠狀動脈血管壁之內、外夾層裂開，血液滲透進其中，而形成血栓，導致動脈狹
窄，限制血液流動，是一種罕見的冠狀動脈疾病。

材料與方法： 案例為 46 歲男性，本身無任何異狀或心血管疾病，安排健康檢查進行冠狀動脈電腦斷層造影，使用 320 排
偵檢器電腦斷層及雙管注射器進行掃描。經由醫師診斷，雖然心臟冠狀動脈總積分為零分，心血管疾病風險低，但影像
中發現右冠狀動脈末端有一段長度約 2.7 公分的血管剝離，造成小於 50%的 true lumen 壓迫，另在剝離的近端疑有局部
intramural hematoma 或 thrombus 形成。 

結果： 自發性冠狀剝離好發於中年女性，主要臨床表現為心絞痛、心肌梗死，部分患者可表現為猝死，也有極少數患者
是沒有任何症狀，而在冠狀動脈造影中被發現。治療方式除了改變生活習慣以外，還以藥物治療、心導管手術或冠狀動
脈繞道手術居多。 

結論： 自發性冠狀動脈剝離是一種罕見心血管疾病，正確的臨床檢查可提高此疾病的治癒率，若未及時發現恐失去寶貴性命。

 

腦靜脈竇栓塞之急診病例報告  Poster 102
CT-028 

蕭智丞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腦中風大部分都是動脈血管出問題，但腦內的靜脈血管系統也會現病變，如靜脈炎、靜脈竇栓塞等，也能
導致中風症狀。吾提出腦靜脈竇栓塞病例報告，探討影像學表現診斷方式。

材料與方法： 案例為 48 歲女性，病患頭痛已兩週，打電腦手不靈活，上班時昏厥約 3-5 分鐘後才清醒，送至急診治無貧
血和黃疸徵象，心跳規則無雜音、腹部柔軟無壓痛，肢無水腫現象。神經學檢查評估顱內壓有上升症狀況，神經傳導上
下肢正常，經急診醫生評估因癲癇排除腦部疾病安排腦部血管電腦斷層(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CTA)，住院
後給予症狀治療及腦部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結果： 案例 CT 在未施打對比劑發現栓塞的腦靜脈(cord sign) ，CTA 影像特徵在額葉左側額葉有約 8 mm 的顱內血腫、威
利氏環的 CTA 沒有顯示出腦動脈瘤，靜脈期相時顯示上矢狀竇（Superior sagittal sinus，SSS）充盈缺損有低密度的空的
三角形(empty delta sign)。MRI 在 MRA (3D TRICKS)注意到 SSS 和雙側皮質靜脈部分血栓形成。 

結論： CT 在臨床使用切片厚度較厚，MRI 在切片厚度薄且軟組織可看得更精細可發現更多病灶。檢查時間較短的 CT 可
排除急性腦血管疾病顯示出血及梗塞是很有用的，MRI 在靜脈竇栓塞 T1-weighet 和 T2-weighet 會顯示高訊號，信號會取
決於血栓形成時間。經以上結論患者使用 MRI影像效果優於 CT，但考慮首次檢查的病患，因為不能判斷是缺血還是出血
病灶，CT 在檢查時間較短優於 MRI，醫生首選 CT 用於腦血管疾病檢查。影像檢查的優先順序:1.未施打對比劑 CT。2.打
對比劑 CT 及電腦斷層靜脈掃描。3. CT 陰性可執行 MRI T1WI 打對比劑及 Gradient echo sequences、T2*跟磁振血管造影。
4.MRI 結果不確定時下一步進行數位血管攝影檢查。

 

74



上腸繫膜動脈血栓於電腦斷層下案例探討  Poster 103
CT-029 

許家礎 1   高佳宏 1   黃琪雯 1  

1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急性腸繫膜缺血（Acute Mesenteric Ischemia）為外科腹部急症，俗稱「腸中風」。AMI 依照病因的不同主
要分成四大類:1.動脈栓塞(Arterial embolism) 2.動脈血栓(Arterial thrombosis) 3.靜脈血栓(Venous thrombosis) 4.非阻塞性腸系
膜缺血(Non-occlusive mesenteric ischemia)。隨社會平均人口老化，腸系膜缺血發生的機會有增加的趨勢，臨床症狀依缺
血發生的速度、腸道受影響的範圍，其症狀也大不相同。AMI 的死亡率居高不下，主要是因為無法早期診斷和缺乏明顯
的臨床症狀，唯有靠臨床醫師的高度警覺性，特別是年齡 50 歲以上，有心肌梗塞病史、心律不整、鬱血性心臟衰竭、低
血壓或敗血症的病人，才能早期發現早期治療。 

材料與方法： 個案為 78 歲女性，臨床症狀為急性腹痛就醫，經急診臨床醫師評估，安排了腹部電腦斷層的檢查(施打顯
影劑)。使用儀器為 GE Bright Speed 64 切電腦斷層，掃描方式為 Helical，切片厚度:5mm，Rotation Time:0.8s，打藥速率
為 2ml/s，對比劑總量為 100ml，得到軸向(Axial)影像，經過後處理重組得到冠狀(Coronal)切面的影像和 MIP 的影像，檢
視影像後發現 SMA 未顯影區段。 

結果： 放射診斷科報告指出，SMA 因血栓引起阻塞，造成小腸有瀰漫性擴張，迴腸和十二指腸腸壁增厚且有水腫的現
象，懷疑迴腸缺血。因未即時的發現，導致病人的迴腸缺血性壞死。最後經由手術將壞死的迴腸全部切除。 

結論： 檢查 AMI 目前的方法有電腦斷層和血管攝影檢查，但因為血管攝影檢查為侵入性檢查，所以通常會以電腦斷層為
前線檢查。要如何提升電腦斷層對臨床上的診斷幫助，可以藉由 CTA 的影像來更清楚顯示出血管的狀況，來幫助臨床醫
生判斷。至於血管攝影部分可針對早期 AMI 尚可治療的階段，施打血栓溶解藥物治療，把握黃金時期。 

 

兩個巨大冠狀動脈血管瘤伴有廔管至肺動脈之案例分享  Poster 104
CT-030 

章文嘉 1  章芳雅 1   林智晴 1   徐世美 1  

1新竹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分享一心律不整之女性患者執行多層次心臟冠狀動脈檢查( Cardiac CTA)，發現其結果為嚴重且巨大
的冠狀動脈血管瘤伴隨廔管連通至肺動脈。在 CT 影像中實為特別且罕見的醫學影像故提出分享。多數冠狀動脈血管瘤患
者均合併高血壓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根據文獻指出此疾病死亡率極高，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可望對患者能早期發現
提早治療。 

材料與方法： 儀器使用雙球管 128 切 CT( SOMATOM definition seimens, Germany)搭配 spiral mode，雙管自動注射器對比
劑( ultravist, )50c.c，生理食鹽水 50c.c。其使用條件為 100kV 合併自動管電流調控，掃描 0.5 秒以及組像厚度為 0.75mm。
根據儀器預測之最佳舒張/最佳收縮期分別以秒數及百分比重組共四組檢查影像。經確認後選用 Best Systolic 350ms 之影像
可最完整表現病灶。並以此進行 3D VRT 及 Curve MPR 之後處裡。 

結果： 經檢查後動脈瘤共兩個，尺寸分別為 26.1×26.2mm 及 18.1×16.1mm。起點為左前降枝和合併廔管聯結肺動脈。 

結論： 此個案因胸悶 2 個月至本院就醫，在 CXR 已發現心臟異常。考慮患者年紀之故，因此以 Cardiac CTA 做為診斷首
選。過程中，由於病患的心律不整導致影像出現模糊，所幸在 Systolic phase 仍能組像完整且邊緣清晰之病灶。目前患者
經醫師評估後以藥物控制病情並持續追蹤。 

 

運用電腦斷層 3D 重組功能，重現創傷患者患部結構影像 Poster 105
CT-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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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電腦斷層攝影是目前醫學影像中，可以直接呈現 3D 結果的第一線檢查；對於急診創傷患者，檢查除了非
侵入性外，還可以合併對比劑的使用，針對體內是否有創傷後出血的情況發生。本研究運用電腦斷層提供之 3D 掃描的結
果，重組出 3D 的 VR 影像，讓臨床醫師可以即時判讀結果，也可以提供後續手術的相關導引。 

材料與方法： 使用 GE Revolution CT 電腦斷層掃描儀，本法使用螺旋式掃描法(spiral scan method)，按照患處骨頭的大小
給予不同的切面厚度，用以提供更佳的影像解析度(例:胸腹部 1.25 mm，四肢及顏面骨 0.625 mm)。 

結果： 案例中除包含了許多開放性骨折的 3D 重組影像之外，也包含了許多細小骨裂位在病人的肋骨、髖關節....等較不
明顯的解剖部位，因 3D 重組的影像而呈現出更詳細的影像訊息供臨床醫師診斷，也讓骨科醫師在手術前有更多的資訊去
評估病人適合的手術方式。 

結論： 電腦斷層在臨床上的應用一般只須利用軸狀面、矢狀面及冠狀面便能做到疾病的診斷。少數解剖部位的疾病則需
要靠多種角度去輔助醫師做診斷及治療的應用，一般電腦斷層的 3D 影像除了用在腦部血管的診斷之外,近年來骨科醫師
也常利用此技術去了解病患骨折的程度、術後鋼釘的位置或回診時的復原狀況。本次討論便是希望利用電腦斷層的 3D 重
組功能，去呈現臨床上一些特殊疾病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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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and Vessel CTA 於經導管主動脈瓣膜植入術(TAVI)之應用  Poster 106
CT-032 

黃鈺雯 1  惲純和 2  謝豐全 1  李應湘 3  李君儀 4  鄭天榮 1  羅子修 5  

1馬偕紀念醫院淡水院區放射診斷科 
2馬偕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3馬偕紀念醫院心臟內科 
4馬偕紀念醫院心臟外科 
5美敦力醫療產品 

背景及目的： 主動脈瓣膜狹窄為老年人常見心血管退化性疾病，對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患者而言，以開心手術置換人工主

動脈瓣膜是唯一選擇。隨著心導管醫療技術及醫材科學進步，經導管主動脈瓣膜植入術 TAVI 因其侵入性低，為病患提供一

個更安全的治療法。選擇適宜的手術途徑是經導管進行主動脈瓣膜植入術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病患在術前須先安

排 Heart and Vessel CTA 檢查，評估主動脈瓣膜狹窄程度及動脈鈣化情形並測量動脈血管直徑藉以確認導管置入途徑以及適

當的導管。 

材料與方法： 檢查前請病患含一顆 NTG，約 2-10分鐘後執行 Heart and Vessel CTA。使用 Toshiba Aquilion ONE Vison 電腦斷

層掃描儀及 MEDRAD dual syringe injector；對比劑及生理食鹽水注射量各為 50ml 及 30ml；注射速率為 4ml/s。採用

BolusTracking方式進行，ROI Trigger定位在 Descending Aorta 200HU。當顯影劑濃度達 200HU時先掃描一組 Heart CTA，掃

描範圍從 Bronchial bifurcation至 Pericardium；緊接著再掃描一組 Aorta CTA，範圍從 Thoracic inlet至 Femur中段。 

結果： 檢查後將 CTA 影像重組並選擇適當的 Diastolic phase image，再精密準確的測量 Annulus ；Sinus of Valsalva；ST 
juction ；Ascending Aorta等部位直徑大小及 Aorta CTA影像測量股動脈各段直徑。手術團隊依據各項測量數值選擇適當支架

瓣膜及導管。 

結論： TAVI提供主動脈瓣膜狹窄患者另一項低風險手術選擇。精密的 Heart and Vessel CTA準確提供導管置入的途徑，及依

據 CT影像所量測的主動脈瓣膜狹窄程度和主動脈血管長度直徑，來選用適當的支架瓣膜及導管。 

 

胸部挫傷引發嚴重瀰漫性皮下氣腫與縱膈腔氣腫之病例報告  Poster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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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皮下氣腫(subcutaneous emphysema)與縱膈腔氣腫(pneumomediastinum)是指氣體聚積在皮下組織與縱膈腔中
所造成的病變，一般繼發於胸、肋骨骨折伴有張力性氣胸之病患，而既有慢性阻塞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相關病變之患者發生皮下氣腫的程度會較為嚴重。臨床診斷皮下氣腫除了觸診，還會配合胸部 X 光檢查，
當懷疑合併有其它病變時，才建議加做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材料與方法： 病例報告：本病例為一名 76 歲男性，早上因修冷氣自 2 至 3 階高的梯子跌落，因感到腰背疼痛自行到國術
館推拿拔罐，下午開始出現臉、頸部腫脹與呼吸困難等症狀，晚上由家屬陪同至本院急診就醫。經醫師診視後懷疑皮下
氣腫與氣胸(pneumothorax)，即安排胸部 X 光檢查；後因患者病況較為複雜，遂再安排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當日入住
加護病房進行後續治療，於 6 日後出院轉門診追蹤治療。 

結果： 胸部 X 光影像顯示其頸、胸及腹部皆有瀰漫性皮下氣腫，並有縱膈腔氣腫之徵兆，多根肋骨骨折與氣胸。胸部電
腦斷層掃描檢查影像顯示，除原已確認之病況外，氣腫已擴散至深層組織，並確認縱膈腔氣腫、左肺氣胸、右肺氣血胸
(hemopneumothorax)與肺氣腫(pulmonary emphysema)等問題。 

結論： 皮下氣腫於無併發症的情況下通常不需外科減壓手術治療，經保守治療約 3 至 5 天即可緩解，約 7 至 10 天可完全
復原。若皮下氣腫併發至縱膈腔氣腫、呼吸道阻塞、心包積氣(pneumopericardium)等更嚴重之狀態，則可能危及生命，需
留院觀察與持續監測心臟和呼吸系統狀態。此患者於胸部挫傷後並未先到醫療院所就醫檢查，而是選擇到國術館推拿拔
罐，此舉不僅無法解決挫傷所造成的疼痛，更可能因為推拿拔罐對受傷部位所施加的外力，使病況加劇致使氣腫擴散惡
化，對身體造成更大的傷害，本病例即為最佳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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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頸部攝影運用器官劑量調控技術之評估-假體研究  Poster 108
CT-034 

林世民 1  林招膨 2  

1天主教耕莘醫院安康院區放射科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技放射技術 

背景及目的： 國內近年來推動醫療輻射曝露品質保證制度，更積極顯示輻射劑量的重要性，由於當下各大儀器廠商，針
對電腦斷層的輻射劑量以及多排偵測器為推廣，大多數以多排列數偵測器為目標，反而使得輻射劑量之重要性更加以浮
出檯面。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添加碳活化劑之光激發光劑量計(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osimeter, OSLD)作為該項電
腦斷層診療技術檢查劑量量測工具。方法：將頭頸部擬人型侖道假體(Rando phantom)平放於 CT 掃描床頭架內，按照臨床
工作中頭頸部電腦斷層 CT 掃描方式擺位。使用該設備具有的輻射劑量調製技術（自動管電流調控技術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和器官劑量調控掃描技術（Organ Dose Modulation ODM ) 

結果： 以固定參數（120 kV，200 mAs）的輻射劑量為參照，當使用 120 kV + 自動 mAs + ASIR 功能時，CTDIvol 變數不
大，眼晶狀體和甲狀腺的器官劑量降低幅度分別為 14.1％和 9％。 以固定參數（120 kV，200 mAs）的輻射劑量為參照，
當使用自動 mAs + ASIR +ODM 功能時，CTDIvol 降低幅度分別為 40.8％，眼晶狀體和甲狀腺的器官劑量降低幅度分別為
40％和 26.4％，以 120 kV + 自動 mAs + ASIR 的輻射劑量為參照，當使用自動 mAs + ASIR +ODM 功能時，CTDIvol 降低
幅度分別為 32％，眼晶狀體和甲狀腺的器官劑量降低幅度分別為 22％和 16％。

結論： 不同掃描技術的組合可對受檢者的輻射劑量和輻射敏感器官的劑量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對影像質量的影響也較
大。頭顱區域掃描時 ASIR 的作用很小，但 ODM 技術可有效降低眼晶狀體量; 頸部掃描時運用器官劑量調控時均能對降
低輻射劑量發揮顯著作用。天主教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107 年研究計畫 CTH107B-2A30 經費補助。 

 

CT 影像中使用 RAPID 系統分析 ASPECTS 於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差異  Poster 109
CT-035 

黃郁評 1 林家緯 1 陳東明 1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腦中風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與失能的主要原因，也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 2-4 位；急性腦中風的患者中，缺
血性腦中風的比例又高於出血性腦中風。臨床上用 CTA 看血管阻塞位置，CT-Perfusion 來判定有無可拯救區域(penumbra)
區域。本研究在探討 CT 影像中使用 RAPID 系統分析 ASPECTS 於臨床上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應用。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GE Optima CT660 128-slice CT，先做一組 Brain non-contrast CT 確認是否出血，若確定無出血再
接著做 contrast CT，使用含碘對比劑 Omipaque 120ml 加生理食鹽水 20ml，其中 Omipaque 40ml 以 3.0ml/s 的流速注射入患
者身體中做 CT-Perfusion（本院為降低檢查門檻及增加檢查成功率，決策使用 20G 以上 IV cath 以 3.0ml/s 的流速做注
射），剩餘 100ml（Omipaque 80ml+生理食鹽水 20ml）以 2.5~3.0ml/s 的流速注射做 CTA，並將影像上傳 RAPID 系統作
分析，得到的 ASPECTS 再來分析各病患之間的差異。

結果： 一般來說，正常人的 ASPECTS 為 10，缺血性腦中風患者的 ASPECTS 則常常小於 8，ASPECTS 越小，表示仍存
活的腦組織越少。 

結論： 缺血性腦中風的患者，如果在黃金 6 小時之內，有機會可以做溶血術或取栓術來救可能因缺血而發生腦水腫的區
域，黃金 3 小時內打 t-PA，黃金 6 小時內可做 IA；臨床上除了使用 CT-Perfusion 與 CTA 來判定使否做 IA 的依據之外，
ASPECTS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參考依據。 

 

極罕見游離肺之影像病例報告  Poster 110
CT-036 

何雅婷 1   劉家成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游離肺 (Pulmonary sequestration)是先天肺部發育異常疾病，可分為肺外游離肺 Extralobar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ELS) 及肺內游離肺 Intralobar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ILS)。肺外游離肺(ELS)好於新生兒，因症狀明顯較易
診斷；肺內游離肺(ILS)以成人居多，近八成是肺臟除了有肺動脈供應血流，還多了另一條胸主動脈分支的血管。60 多歲
女性咳血逾十年，長期被以支氣管擴張來治療，一次電腦斷層檢查發現左下肺葉病灶，追蹤近兩年又增至一倍大，同時
咳血次數增加，伴隨肺部反覆發炎感染，還必須住院抗生素治療，在病情未見好轉之下，轉至本院胸腔外科以電腦斷層
攝影被診斷出肺內游離肺(ILS)。 

材料與方法： 個案於 108 年八月接受胸部電腦斷層攝影檢查，使用 TOSHIBA TSX-305A 640 切電腦斷層掃描，設定條件
120 kV、Auto mA(40-55)、Scan time 5.5 sec、Thick 3-5 mm ，自動注射器打入藥物對比劑 Ultravist 370 流速 3ml/s 總量 
70cc，藉以觀察肺動脈血管走向。在正常人肺部血液均來自肺動脈，一般游離肺之胸主動脈則多出一條血管進入肺臟形
成游離肺，但發現個案胸主動脈進入腹腔中的左胃動脈卻出現異常分支，並在腹腔繞了一個髮夾彎，經由橫膈膜鑽回胸
腔進入肺臟，此異常血管位在左下肺與橫膈膜中間，因而被診斷為 (ELS)。

結果： 電腦斷層影像發現左胃動脈多出來的異常血管延伸至肺臟，又因動脈血壓血流大，進而產生咳血、喘、肺部反覆
發炎等症狀，外科胸腔採單孔式胸腔內視鏡微創手術，替個案切除左下肺葉，過程歷經四小時，手術傷口僅約 4 公分，
出血少且恢復快，咳血症狀消失。 

結論： 大多游離肺案例的血管是從胸主動脈而來，此個案極為罕見，是異常由左胃動脈供應到肺臟形成的游離肺；游離
肺國際案例近十年僅約一百例，本院肺內游離肺(ILS)之特殊案例為國內第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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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案例分享—主動脈再次剝離復發(re-dissection)  Poster 111
CT-037 

曾佩怡 1   馮馨儀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主動脈剝離是一致死率很高的心血管疾病，它起因於主動脈血管壁的中層受損後，加上血管壁內層破裂，使
得血液流入血管內層與中層間，因此形成『假腔』。由於假腔的形成，主動脈的管腔一分為二，造成血液大量流入假腔，
使血液無法正常輸送到全身，而導致各類器官缺血性症狀；又由於假腔的外圍不是完整的血管壁結構，因此較為脆弱，容
易破裂造成死亡。然而，主動脈剝離的病患是有可能發生再次剝離的現象的。

材料與方法： 一 53 歲男性病患，高血壓病史，三年前曾發生主動脈剝離，經治療出院後，陸續有回門診追蹤其病況。此次
因胸痛轉進成大醫院，經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此病人主動脈再次剝離復發。利用電腦斷層檢測主動脈剝離，並使用電腦斷
層之 Flash mode CTA(High pith)，減少 motion artifact。 檢查前須具備 18號 IC，水溶性含碘顯影劑 90CC+生理食鹽水 50CC，
每秒 3.5ml的施打速率。 

結果： 電腦斷層檢查(含顯影劑)時發現，在降主動脈舊主動脈剝離處，有新形成 B型主動脈剝離，形成多管腔，造成血液供

應異常，確診病人發生主動脈再次剝離復發(re-dissection)，進而緊急治療。 

結論： 依資料顯示，病患發生主動脈剝離後，在 5 年內約有 6-9%病患可能發生再次剝離復發(re-dissection)，或因主動脈剝
離 有 關 的 死 亡 。 然 而 若 發 生 主 動 脈 再 次 剝 離 復 發 ， 情 況 更 危 急 ， 其 死 亡 率 也 會 提 升 。 
參考資料：Comparison of Outcome in Aortic Dissection with Single False Lumen versus Multiple False Lumens: CT Assessment(From 
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gasak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7-1 Sakamoto, Nagasaki 852-8501, Japan.) 

 

掃描時間對腹部電腦斷層顯影成像上的差異  Poster 112
CT-038 

林可文 1   趙睿景 1   李懿蒼 1 

1義大大昌醫院醫學影像科 

背景及目的： 對比劑(contrast)在電腦斷層影像中非常重要的地位，對比劑能夠使身體組織影像更清楚。在執行腹部電腦斷層
對比劑掃描時，我們希望對比劑能夠均勻地分佈在動靜脈腔內，使身體組織器官的分界有更清晰的顯現。而要達成此目
標，需要考慮到諸多不同的因素。本篇討論的重點是在儀器條件固定下，使用固定對比劑，在相同的手推對比劑注射速率
範圍內，找到最佳的掃描時機，使電腦斷層影像品質提升。

材料與方法： 硬體設備: 使用 GE Optima CT 660進行掃描。研究對象:實驗組為 30位，男性 12位，女性 18位，對照組為 30
位，男性 19位，女性 11位，平均年齡皆 56歲。紀錄自開始注射對比劑至開始掃描的間隔時間。掃描參數: 掃描範圍由橫膈

膜上至直腸。對比劑與注射參數:相同護理師手動注射對比劑，使用 20 號靜脈注射留置針，注射對比劑量為 100C.C。圈選

ROI: Region of Interest(ROI)圈選在影像上五個位置進行測量。五個位置為動脈位置相對應的靜脈，分別是 IVC、Renal V.、
IVC bifurcation、External iliac V.(左右各一)，單位為 Hounsfield Unit(HU)。 

結果： 實驗組的掃描間隔時間平均約 91秒，相較於對照組的間隔時間平均約 75秒，延遲了大約 10~15秒再開始掃描影像，

比較相同解剖位置的 ROI HU值比較可以發現，雖然在下腔靜脈上半部附近的 HU值差異不大，但靠近下腹部處的 iliac V.的
HU值相較起來實驗組的 HU是較高的，影像上的呈現分佈也較均勻。 

結論： 研究使用的掃描時間方法，相較於以往注射完對比劑後便開始掃描的方式，本研究的方式能夠得到的影像對比劑分
佈較為均勻，有效的提升影像顯影的效果。當然對比劑的分佈不僅要考慮的受檢者本身體型、血管、心跳，也要考慮到血
流流體速率、留置針放置位置、對比劑種類等因素，往後能夠朝其他的變因做更多的研究來改進影像收集的時機，使影像
品質能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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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留置針監控系統改善對比劑滲漏風險之應用  Poster 113
CT-039 

陳祥元 1   楊伊玄 1   吳茂昌 1   陳建誠 1   姜義成 1   蔡辰昊 1   吳子寬 2  

1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影像診療科部 
2桃園長庚紀念醫院影像診療科

背景及目的： 本院於 2019年下半年有 52.9%(25326/47805)的病患進行 CT對比劑的注射，希望利用不同硬體的改善，降低對

比劑外漏之風險。 

材料與方法： 回溯性收集 2019 年 7 月至 12 月使用 320CT(未配置監看系統)，執行 CTA 掃描的病患 1446 人（男性 865 位，
女性 581位；平均年齡 58.6 ± 13.0歲），另一同型 CT(配置監看系統)，執行 CTA掃描 485人（男性 294位，女性 191位；平
均年齡 56.4 ± 10.6歲），使用相同注射器 Mallinckrodt / OptiVantage injector，對比劑 Omnipaque350 mgI/ml 60-100 c.c.，Flow 3-
5 ml/sec，生理食鹽水 20-50 c.c.，病患均使用 18號 IC，將滲漏風險、藥量進行成對 t檢定分析。 

結果： 未配置監看系統的滲漏率為 1.936%(28/1446)、配置監看系統的滲漏率為 1.855%(9/485)，(p=0.986>0.05)，未配置監看
系統的漏藥量為 74.48 ± 16.6 c.c.、配置監看系統的漏藥量為 46.6 ± 13.2 c.c.(p<0.001)，依滲漏風險等級區分 0-30 c.c.為 1級風
險、31-60 c.c.為 2 級風險、61-100 c.c.為 3 級風險。未配置監看系統的滲漏風險為 2.58 ± 0.42、 配置監看系統的滲漏風險為
1.55 ± 0.36。 

結論： 無論是否有進行監看，對比劑的滲漏率並無明顯差異。但在滲漏的藥量上兩者卻有顯著差異(p<0.001)，透過監看系

統若發現滲漏造成皮膚腫起時，便可立即暫停注射，反觀當無監視系統時，一但發生滲漏，當察覺影像無對比劑時，往往

已將對比劑全部注射入皮下組織。所以在執行 CT掃描時，利用手部靜脈留置針監看系統來預防滲漏是有效的。 

 

肝臟三相電腦斷層早期與晚期動脈相之影像品質差異  Poster 114
CT-040 

許哲維 1 許元昱 1 詹正義 1 張勝昌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107 年衛福部統計肝癌為 10 大死因之一，其死亡率高居第二名，臨床上常以電腦斷層診斷，肝臟三相電腦
斷層(Liver Tri-phase CT)為主要使用技術。肝臟三相電腦斷層分為動脈相(Arterial phase)、門脈相(Portal phase)、靜脈相
(Hepatic venous phase)，根據 Robin 的文獻指出，其將動脈相區分為早期動脈相(Early-arterial phase)和晚期動脈相(Late-
arterial phase)，而本院於 2019 年調整檢查方式，將動脈相由早期動脈相改為晚期動脈相，本研究比較早期和晚期動脈相
對於肝癌患者的影像像素值差異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收 2018/01-2019/12 於本院執行肝臟三相電腦斷層後確診肝癌之病例共 110 例，分為兩組，一組執行
早期動脈相，另一組執行晚期動脈相。病患注射對比劑為體重 x1.5ml，上限 120ml，流速為 3ml/s。使用 Smart prepare 技
術，早期動脈相定義為 HU 值達閥值後即做掃描、晚期動脈相則定義為達閥值後 18 秒掃描，得到之影像皆與未注射對比
劑之影像作比較，選取肝癌位置 ROI=150，比較兩者之像素值差異，差異越大影像對比更加明顯 

結果： 經檢查後，我們選取 ROI=150 的範圍，計算其平均的像素值並與其未打對比劑前相同部位像素值做差異比較。結

果發現早期動脈相的平均像素差異為 19.04，最小差異為 0.13，最大差異為 45.23。晚期動脈相的平均差異為 36.13，最小

差異為 5.35，最大差異為 82.14 

結論： 肝癌主要為肝動脈供應，由於兩組延遲掃描的時間不同，使得肝動脈內對比劑濃度會有差異。結果顯示晚期動脈

相的像素值差異較早期動脈相的像素值差異更大，對於影像上的判讀更加明顯。晚期動脈相影像所得的影像差異與早期

動脈相相比有更大的像素值差異，其對於肝癌有較好的影像品質 

 

探討電腦斷層掃描下脂肪肝 CT 值與肝脂肪含量的關係  Poster 115
CT-041 

呂昕穎 1  

1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影像診療科 

背景及目的： 脂肪肝（Fatty liver）是一種臨床文明疾病，收集 34 位病患的影像進行分析，設定兩項參數：個人相對肝臟
脂肪比率 (〖 RFR〗 _i"ndividual" )、集體肝臟脂肪比率 (〖 "RFR" 〗 _"reference" )，來呈現脂肪肝嚴重程度。 
結果顯示，脂肪肝（Fatty liver）肝臟平均 CT 值約 30HU，小於正常肝臟 55HU 與脾臟 45HU，呈現均勻暗黑色。CT 值相
差越大，對比辨識度越高，體現臨床診斷的依據。此外，對比兩種參數，無論位於哪一年齡階段，〖 "RFR" 〗
_"reference" 在偵測肝臟脂肪含量方面均比 RFR_individual 高出 5%-10%的靈敏度。

材料與方法： 研究 34 位腹部影像腹部 CT 檢查，利用 MDCT, TOSHIBA, One Aquilion 擷取影像獲得無注射對比劑之影像

後，利用 ImageJ 對所有影像進行分析。計算肝實質之平均 CT 值，CT 值計算相對脂肪比率（Relative fat ratio, RFR）。 
（Region of interest, ROI）圈選並得到肝臟之平均 CT 值後，利用公式計算出相對肝臟脂肪比率 " ) 

結果： 針對樣本中 CT 值與臨床診斷的差異，選出肝臟 CT 值約為 10HU、30HU 以及 50HU 之影像與正常肝臟 CT 影像作

對比，通過對比進一步探討 CT 值與 CT 影像的關係，找出臨床診斷的依據。 

結論： 通過計算 RFR_individual 和 RFR_reference，可以反映出肝臟之相對脂肪含量，而在兩者之間，在脂肪含量之偵測

上，RFR_reference 比起 RFR_individual 較為靈敏。研究發現在 CT 值和一般臨床診斷中對於脂肪肝（Fatty liver）之診斷

有一定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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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醫學影像評估隱匿性骨折之診斷價值—病例報告  Poster 116
CT-042 

楊玉雯 1  楊晴琇 1  王基誠 1  

1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骨折(Bone Fracture)是常見的外傷之主因。其中隱匿性骨折(Occult Fracture)的診斷是當前臨床骨科診療過程
中的難點之一，且容易造成誤診。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醫學影像對隱匿性骨折之診斷價值。

材料與方法： 一位 75 歲女性，因車禍發現嚴重膝部挫傷及疼痛至本院急診就醫，經急診醫師初步評估疑似膝部變形
(Deformation)安排 X 光檢查(儀器:Toshiba DST-1000A)，由於無法精確診斷骨裂位置與大小，再安排執行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掃描評估骨折缺損範圍，以利手術治療之評估。

結果： 經 x 光影像上可看見病患左外側腓骨(Left Lateral Tibial Plateau)呈現骨裂(圖一)，電腦斷層之軸狀面(Axial View )骨
折最大直徑 2.32mm、冠狀面(Coronal View)骨折最大直徑 2.45mm、矢狀面(Sagittal View)骨折最大直徑 1.87mm(圖二)，3D 
Volume-Rendering Technique (VRT)影像上顯示左側近端腓骨及脛骨位置有明顯骨折(圖三)。

結論： 臨床上，急性骨折病患目前以 x 光檢查做為初步診斷工具，但 x 光為二維影像，對於骨折落在關節處位置可能因
角度關係，可能導致無法即時正確評估判斷病灶而造成誤診。進而利用電腦斷層(Computed Tomography)檢查，影像後處
理技術來重組該骨折處的多切面及 3D 容積重建技術(3D Volume-Rendering Technique)影像，透過 3D 影像觀察到急性骨折
的情況，有益於提供臨床醫師診斷的價值。 

 

利用 SMAR 有效提升下腹腔影像診斷率  Poster 117
CT-043 

黃薇儒 1   何俊德 1  

1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由於髖關節置換術(hip replacement, HR)在 CT(Computed Tomography)下腹腔影像會有嚴重假影，造成診斷
困難，嚴重情況下甚至會誤診，對病患後續治療造成極大威脅。因此，利用 SMAR(Smart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技術對
影像的疊代重建只針對影像中的金屬像素而不會影響非金屬影像，讓醫生診斷下腹腔影像進而判斷腸道內是否有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外漏。 

材料與方法： 本院使用 GE Revolution HD 64 切電腦斷層，從 109 年 1 月 6 日至 109 年 6 月 30 日止，共收集 30 例全腹部
CT 掃描有施打對比劑和 HR 的病患。掃描時，開啟 SMAR 技術來減少 HR 假影，並使用 AW VolumeShare 7 軟體 Refornat 
Coronal view、Axial view、Sagital view 做比較。使用條件為 Helical mode、Thickness 5mm、Interval 5mm、SFOV Large 
body、DFOV 35cm、Pitch 0.984:1、Rotation time 0.5s 。

結果： 未使用 SMAR 技術時，在 Axial view、Coronal view、Sagital view，發現因 HR 假影，造成下腹腔的影像因嚴重金
屬假影而無法判讀；然而使用 SMAR 技術時，經由 AW VolumeShare 7 軟體運算後，能去除 HR 假影，使影像上更能讓醫
生判斷下腹腔腸道內是否有對比劑外漏及增加下腹腔血管重組的準確性。

結論： SMAR 技術是目前 GE 的 CT 中最先進去除金屬假影的重建技術，已廣泛使用在臨床中。可以讓病患不用因裝設人
工金屬植入物，降低假影而造成影像上判讀的不便，它只需進行一次性掃描，在不增加輻射劑量前提下，經由軟體後處
理可獲得去除金屬假影的影像，使醫生得到更良好的影像判讀，進而提升下腹腔影像診斷率。 

 

電腦斷層對比劑漏藥 TRM 應用之經驗分享  Poster 118
CT-044 

張勝昌 1  許元昱 1  

1台北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注射對比劑的電腦斷層檢查，各家醫院皆採用多切面的電腦斷層進行掃描，短時間內注射固定劑量的對比
劑，因而增加漏藥的風險，降低漏藥的風險已成各院放射部門的病安指標。本院從 104年至 108年電腦斷層注射對比劑檢
查有 63150 例，漏藥異常共有 47 例，發生率為 0.074％。我們希望應用團隊資源管理(TRM)的方法來降低漏藥異常的發
生，期間從 108 年 10 月至 109 年 5 月。 

材料與方法： 1. 電腦斷層(CT)注射對比劑的檢查個案，個案來源有門診、急診、住院、健診。 2.  3c.c.注射空針、生理食
鹽水、IV Lock、病人輸液導管。 3.靜脈留置針確認表 4. 漏藥追蹤表 5. 漏藥衛教單張 6. Ulrich 自動注射器 

結果： 104 年至 108 年電腦斷層注射對比劑檢查有 63150 例，漏藥異常共有 47 例，發生率為 0.074％。應用團隊資源管理
(TRM)的方法來降低漏藥異常的發生，從 108 年 10 月至 109 年 5 月，此段期間注射對比劑檢查共有 8212 例，漏藥異常共
有 5 例，發生率為 0.061％，改善了 18.2％，TRM 方法中領導要素前測為 73.20，後測為 87.88，增加了 14.68； 互助要素
前測為 74.06，後測為 87.31，增加了 13.25 

結論： 1. 本次研究的住院病人於執行注射對比劑檢查前，必會經由放射科護理師做 IV 生理食鹽水測試，若有任何不適即
會重 ON IV，以降低漏藥異常發生。 2. 本科使用 Ulrich 自動注射器，它注射對比劑的機制是在第一階段先注射 20cc.的生
理食鹽水，第二階段再注射對比劑，第三階段再注射 40cc.的生理食鹽水。此機制可以在有效再次確認留置針位置是否有
漏藥。 3. 護理師對於漏藥的個案給予漏藥的衛教，並將資料登記於「漏藥追蹤表」，通報院內「病安通報」，以利追蹤
個案漏藥部位恢復情況。 4. 本單位CT注射對比劑的檢查，所施打對比劑的速率依部位不同，一般檢查為2cc.至3cc./sec。
上述的漏藥案例的統計皆是自動注射器注射對比劑所發生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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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降支冠狀動脈伴隨冠狀動脈肺動脈廔管及心肌橋之電腦斷層—病例報告  Poster 119
CT-045 

林威良 1   陳盈元 1   陳思穎 2 

1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 
2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背景及目的： 心肌橋(Myocardial bridge)是最常見的冠狀動脈先天性異常之一，最常見於左前降(LAD)約有 70%-80%發生
率。冠狀動脈廔管(Coronary arteriovenous fistula)意指冠狀動脈與其他靜脈或是心臟腔室結構之間有任何連結交通，非常
罕見發生率僅約 0.002%。據我們所知左前降支同時伴隨廔管及心肌橋之前還未被報告過。

材料與方法： 60 歲男性因為左胸痛並且輻射狀痛至肩膀及手臂，伴有心悸及心律不整。來本院心臟內科門診，並安排冠
狀動脈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檢查，利用 Dual-source CT scanner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Siemens Medical Solutions, Erlangen, 
Germany)及 Power injector (Mallinckrodt Optivantage Injector CT)分別使用 test bolus technique 及注射速率為 6.5 mL/s 總共打
65mL 顯影劑(350 iodine mg/mL, Omnipaque; GE Healthcare)檢查。

結果： 冠狀動脈造影顯示 RCA 優勢為供應後側支及後降支的主要血管，LAD 近端有斑塊存在但無明顯管腔內狹窄，但
有一條廔管從 LAD 近端注入肺動脈幹，伴隨一廔管分支同時供給血流至升主動脈。同時，在 LAD 中段有心肌橋存在，
左心室壁無發現任何低密度 CT 值缺損；檢查總輻射劑量 DLP 為 617 mGy * cm。

結論： 冠狀動脈異常在臨床上為無症狀，但可能伴隨心肌缺血或猝死等毀滅性的併發症。電腦斷層是目前臨床首選評估
冠狀動脈異常或是排除心肌梗塞的非侵入性醫學影像檢查。

 

運用因素分析及工時業務量探討臨床績效評估-以電腦斷層業務為例  Poster 120
CT-046 

林世杰 1  李政翰 1  

1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舊式業務績效的工作評價方式，多半以統計每日檢查總數量為主，其不考量各檢查項目的複雜性或檢查單開立來
源，但如此可能造成工作評價結果出現不公平的現象。此外，由於各工作點的機器性能及業務目標皆有所不同，理論上在評核
各工作點的業務績效方式也應有所不同，但大多數醫院卻往往用同一套評等標準來衡量不同工作點的業務執行績效。本研究目
的嘗試以工時業務量統計觀念及運用因素計分法的工作評價方式來提升業務績效評等的公平性。 

材料與方法： 研究統計 2018 年 1 月至 10 月之 A、B、C、D 四個電腦斷層工作點業務量。應用因素計分法將 105 種電腦斷層檢
查業務項目訂定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原則。評估基準的定義方式，以下列順序做分類計分：1. 不打藥檢查項目為 1 分；2. 打藥
檢查項目為 2 分；3. 檢查單開立單位為 ICU 一律 2 分；4.具複雜性檢查項目為 3 分；5. 具複雜性並佔用 1小時以上檢查時間為 4 
分。研究並導出工時業務量統計之運算公式，並重新定義分析出四個工作點之時間因子。

結果： 以舊式總量評估結果統計圖表中可見 B 工作點每日業務量分別為 A、C、D 工作點的 2、2.3 與 4.8 倍。如將總量評估導
入新定義工時業務量之時間因子並進行運算分析，圖表中可見其 A 工作點放射師業務量為分別為 B、C、D工作點的 1.6、1.4 及 
2.2 倍。最後統計方式再加入因素計分法進行分析，於圖表中結果發現過於高估 B 工作點之業務績效，且更公平的呈現出每個
工作點之運用效能。 

結論： 在醫療上，理想的績效評估原則，不僅可以用來衡量工作量、人員貢獻度和檢查儀器的運用效能，更重要的是可以讓醫
護人員對自己的付出與得到的回報比例感到公平，以減少醫護人員產生過勞的不良觀感。

 
 

縮短急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 CTA/CTP 檢查時間  Poster 121
CT-047 

王姵涵 1  石明憲 1  馮馨儀 1  林美吟 1  王唯勳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美國心臟/中風學會(AHA/ASA)指引建議在治療急性腦中風病人時，應儘快接受腦部影像學檢查，作為介入治
療選擇時的必要參考。由於急性腦中風病人若要接受介入性治療有黃金時效期之限制，因此臨床單位常對 CTA/CTP 檢查有
急迫要求，造成電腦斷層室人員控台的壓力；期望透過此次改善對策的進行，達到縮短急診急性腦中風病人 CTA/CTP 檢查
時間，進一步提升工作效率及後續病人照護品質。

材料與方法： 本院 CT 小組透過會議共同探討造成 CTA/CTP 檢查時間過長之原因，歸納出檢查過程中可能發生之問題點，
並利用 PDCA手法介入改善。 (一)等候送檢時間太久:1.修改中風群呼簡訊提醒模式 2.規劃送檢專責分機 (二)病人於檢查過程
中無法配合:1.加強固定方式 2.送檢同時備妥鎮靜藥物 (三)放射師不熟悉檢查及後處理流程: 1.簡化 CTA/CTP Protocol2.簡化後
處理程序並辦理教育訓練 

結果： 為配合本院中風中心品質指標收案政策:急診中風三小時病人須於到院 25分鐘內接受電腦斷層檢查；改善前統計資料
顯示 Brain CTA/CTP>75 分鐘之比例為 40%，CTA/CTP 整體檢查時間(含等候送檢)約為 21.5 分鐘；介入改善後，顯示 Brain 
CTA/CTP>75 分鐘之比例降為 7.3%；CTA/CTP 整體檢查時間(含等候送檢)下降至 15.39 分鐘，接受實作教育訓練後之組員後
處理時間由受訓前 9.81分鐘下降為 5.2分鐘。 

結論： 急性中風積極治療目的是希望及時打通血管，提升復原機率及改善預後；透過修改中風群呼簡訊提醒模式、統一專
責送檢分機、送檢同時備用鎮靜藥物、簡化 CTA/CTP 檢查 Protocol 並安排教育訓練等介入改善對策，目前執行成效良好，
不僅可避免錯失介入治療之黃金時機、改善檢查室常規排檢病人等候時間過久的情況，並且減輕臨床工作人員的負擔；
CTA/CTP整體檢查時間雖有微幅下降，但急診鎮靜藥物備妥率僅 66.7%，仍需持續溝通宣導，進一步達成共同改善醫療品質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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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分析電腦斷層檢查對比劑用藥安全—以南部區域教學

醫院為例  
Poster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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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軍高雄總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透過品管活動增強放射師與各職類別團隊合作，共同解決問題，提升病人安全與健康為目的；本次採用醫療照
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進行風險管理方案，改善電腦斷層檢查對比劑給藥流程，評估流程及改善行動的成果，達到 HFMEA之
目的，強化病人安全及檢查效益。 

材料與方法： 依據 HFMEA 模式的五大步驟進行現況分析，包括 1.確立團隊成員(醫師、護理師、放射師) 活動計畫擬定＆團隊
任務分工 2.繪製流程圖(檢查主要流程 13項，檢查細部流程 27項 3.確認潛在失效模式原因 4.執行危害分析:(1)進行失效原因風
險分析與決策樹分析、 RPN ≧8 ，共 11項需採取行動之方案 (2)為單一弱點 不可控制且偵測 ，共 5項需採取行動之方案 (3) 由
團員腦力激盪提出 16項建議改善的措施 5.提出改善方案及結果評量(1)改善 16項須採取行動方案(2) 提出四項對策—增進 double 
check及作業查核表修訂檢查 SOP及人員教育訓練落實檢查流程查核及衛教單張製作加強電腦斷層檢查標準作業(3)改善行動流
程改善及標準化 11項教育訓練 3項工具輔助 2項 

結果： 1.有形成果 (1)改善後異常通報件數(率)、目標達成率、進步率。主目標 :異常事件通報發生件數：達成率：66.67% 進步
率：66.67% 次目標:造影劑滲漏發生率:達成率：75% 進步率：75%(2)改善前後危害分數比較：改善前 11項需採取行動之方案，
危害分數總分為 68分，改善後危害分數總分為 34分，整體改善率: 50%。(3)附加效益：整體滿意度: 91.53%2.無形成果全體圈
員共 10人經此次品管圈執行前後對於自我評價、溝通協調、腦力激  
盪、 團隊精神、發掘問題評分均有 29%以上的正向成長。

結論： 導入 HFMEA手法作為醫療行為降低失誤的預防，增加病人的對比劑給藥安全，及提升病人安全的醫療服務品質；未來
仍應持續進行系統性監控，以提供病人安全的就醫環境及放射師安定的工作環境。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mination and Hearing 
Abnormalities in Newborns 

Poster 123
MR-001 

Tzo-Chin Y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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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rate of pregnant women receiv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uring pregnancy has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noise generat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s very high in decibels, and will such noise affect the fetus in pregnant 
women, and then give birth Newborns with sexually impaired hearing are the subjects we most want to understand.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a case-by-case approach. The source of data was a pregnant woman who 
had undergon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a central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from 2015 to 2019, and the newborns who were 
successfully delivered in the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re were 18 cases (n = 18) that met during the five years of 2015-2019. Of these 18 cases, 17 
newborns had normal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and the remaining 1 It is because the newborn has other problems with new natural 
abnormalities, so in the hearing part,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hether it is caused by the examination. 

Conclusion: At present, many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looking for whether pregnant women do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ll affect the fetus, and most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t much relevant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re is.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are also P> 0.05, which means that the abnormalities of the newborn and pregnant women have no positive 
correlation after undergo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in PAOD: Performance of NATIVE SPACE and TOF 
Techniques 

Poster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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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2D TOF and NATIVE SPACE technique for the detection of significant 
peripheral arterial occlusive disease using non-enhanced techniq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two patients (mean age 66 ± 15years) with PAOD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2D TOF and 
NATIVE SPACE of the lower extremity were performed using a 3 T (Siemens Skyra ) MR scanner. In each patient, image quality 
and the degree of stenosis severity were assessed in segments by two radiologists. Methods were compared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correlated for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Of 132 arterial segments, 12 were considered non-diagnostic on the Native SPACE images. There were no TOF imaging 
segments considered to be non-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OF than for Native SPACE. TOF stenosis 
sensitivity (83.9%)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ative SPACE (86.2%). TOF had better specificity (96.2%) than Native 
SPACE (88.0%), P?=?0.0042. In comparison with TOF, Native SPACE proved less robust for imaging of the abdominal and pelvic 
segments. 

Conclusion: 2D TOF and NATIVE SPACE offers an alternative to contrast-enhanced MRA for the evaluation of symptomatic 
chronic lower limb ischemia, particularly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odinated or gadolinium-based contrast agents is 
contraindicate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Native SPACE and TOF are sensitive for 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stenosis, and 
that 2D TOF may be advantageous due to improved specificity and image quality. Non-contrast Angiography of the Arteries and 
Veins ( NATIVE) ;Sampling Perfection with Application Optimized Contrast by using different flip angle Evolution(SPACE) ; Time 
of Flight( T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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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on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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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For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how to find a way to evaluate kidney condi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in these days. Syngo NATIVE is an MR angiography technique for visualizing vessels of the body without the use of contrast 
agen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on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on renal arte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ve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 routine kidney examination and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were performed without any contrast agent. The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took about 5 minutes without 
breathhold but respiratory triggering. MIP images of renal artery were reconstructed based on it in Siemens manetom Aera 1.5 
Tesla. . 

Results: MIP imaging of renal artery and artery branches were clear to assess on all patients. It' easy to distinguish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renal artery. 

Conclusion: Non-contrast NATIVE TrueFISP sequence can be a useful sequenc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condition of renal artery , 
not only for those patients who went through renal transplant but also some patients who can not afford the risk of contrast medium 
injection. It' suited for patients with known allergies to contrast agents or renal dysfunction. 

 
MRI imaging on Lymphoma Metastasis to Vertebral Body Hemangioma: Collision 
Tumor Causing spinal stenosis?  

Poster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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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Primary lymphoma of bone (PLB, non-systemic involvement within the first 6 months from diagnosis) 
accounts for less than 6% of non Hodgkin lymphomas (NHLs). Recently, the WHO classification also recognized multiple bone 
involvement as a primary bone lymphoma if visceral or lymph node involvement does not exist.We presnt a case of a 70-year-old 
woman suffered from vertical lymphoma a pre-existing atypical L2 vertebral body hemangioma reported by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70-year-old woman was evaluated for low back pain with bilateral lower limb soreness since last week, 
prior to MRI suspected L2 pathologic fracture. We use 1.5T MRI(Toshiba Vantage Titan) on T2W: TR=3724 msec TE=96 msec , 
T1W: TR 450=msec TE 12=msec and STIR(Short-TI Inversion Recovery): TR=6211 msec TE=80 msec inversion time=160 msec 
images to prove L-spine vertebral fractur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howed a change in the apperance of L2 hemangioma. 

Results: The prior sagittal MRI on 2019/01/14 revealed an incidental L2 nodular lesion with coarse vertical striations and hypointense 
signals on T1-weighted images, hyperintense signals in T2 and fat-suppressed images (STIR). The features are suggestive of a 
vertebral hemangioma. The current sagittal MRI on 2019/08/21 showed a change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supposed L2 hemangioma, 
with Genant grade 2, moderate biconcave compression fracture of L2 vertebral. Current MRI revealed L2 pathological fracture 
probably due to bone metastasis, with epidural extension, causing severe spinal stenosis. Finally, L2 pathology reported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with no evidence of hemangioma in tissue. 

Conclusion: Hemangioma mistaken for a metastasis on imaging and resected without prior embolization could result in significant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Collision tumors (tumor-to-tumor metastasis) are rare, with the majority of reported cases occurring 
intracranially. In the spine, to our knowledge, only 5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all involving renal cell carcinoma metastases to spinal 
cord hemangioblastomas. All of these cases were in patients with Von Hippel Lindau syndrome, and none involved the osseous 
spine. Base on MR imaging this case was early-stage lymphoma missed diagnosis as hemangioma or metastases to a pre-existing 
hemangioma. We suggest use CT combine PET/FDG scan for uncertain case of hemangioma to different diagnose from early-stage 
lymp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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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ultrafast wave-CAIPI T1-weighted MPRAGE imaging 
in pediatric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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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iemens Healthcare Ltd.,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MRI is essential in modern-day clinical neuroimaging. However, undesirable patient motion can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especially among pediatric cases. Pediatric brain tumors are rare, and patients often 
require prolonged scan times. Therefore, reducing MRI scan time can improv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avoid poor imaging. Recently, 
wave-CAIPI acquisition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imaging quality between 
conventional T1-weighted MPRAGE images and wave-CAIPI T1-weighted MPRAGE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2 pediatric patients aged from 6 to 14 years old, diagnosed with brain tumor underwent 3T MRI scans 
including both the conventional T1-weighted MPRAGE and wave-CAIPI T1-weighted MPRAGE sequences with a 64-channel head 
coil. The scan times of sequences were 4min 40sec and 1min 33sec, respectively. ROI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ignal intensities of 
white matter, grey matter, head of caudate and putamen, respectively.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data with 
SPSS 18.0. 

Results: The two sequences showed significant paired correlations (p < 0.05). Wave-CAIPI T1-weighted MPRAGE images had 
lower SNRs than conventional T1-weighted MPRAGE, while exhibiting higher CNRs. 

Conclusion: While the wave-CAIPI MPRAGE sequence is currently still a work-in-progress, it has shown great promise for rapid 
pediatric brain imaging through innovations in gradient waveforms and k-space trajectory, advantages that coul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motion artifacts and possible discomfort of pediatric patients. 

 

MRI structural surrogate in differentiating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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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Currently, the imaging markers most commonly used in the diagnosis of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 are Evans’index (EI >= 0.3) and callosal angle (CA< 90∘).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using composite structural markers of 
MRI to identify NPH patients among aged population are not yet verified.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I and CA measurements and to determine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volume relative to the roles of EI and CA for NPH diag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enrolled 14 NPH patients (M/F: 8/6; age: 75.31 ± 6.69) and 14 healthy aged control subjects (M/F: 5/9; 
age: 61.0 ± 8.62). Three-dimensional T1-weighted anatomical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the following volumetric 3D BRAVO 
(Brain Volume imaging) sequence (TR= 8.5 ms, TE= 3.2 ms, FA= 12∘, Prep time = 450 ms, FOV = 256 x 256 mm2, matrix size = 
256 x 256 and voxel size = 1 x 1 x 1 mm3), 176 sagittal slices with 1-mm thickness on 3T MRI. We measured EI and CA in T1W 
images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utomated volumetric segmentation of CSF performed by voxel-based morphometry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Anatomy Toolbox (CAT12) softwar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alyzed by t-tes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I, CA, and CSF. The 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predict CA from EI. Discrimination tested of all parameters b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ults: The MRI images of EI, CA, and CSF volume were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etween NPH and healthy aged control 
groups. The EI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CA: r = -0.82, p < 0.0001; R2 = 0.68. The CSF correlated to EI and CA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CA can predict form EI.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NPH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y the AUROC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in EI, CA, and CSF volume were 0.995, 0.995, and 0.98, respectively. The cut-off point in EI, CA, and CSF of NPH is 0.28, 
110.7∘, and 507 cm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RI images of markers, namely EI, CA, and CSF volume, hav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PH and aged population. The model of EI and CA can serve as a first-line screening tool to help the radiologist differentiate 
patients with NPH patients from healthy subjects. The CSF correlation to EI and CA are non-significantly, but it has a high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NPH subjects from healthy subjects. The CSF volume may further be included as an index to facilitate diagnosis 
and severity assessment of NPH patients. 
keywords  hydrocephalus, Evans index (EI), callosal angle (CA),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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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ngle by Using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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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s one of a major ligament of knee. ACL injury are common relatively occur 
during sudden stop, jump down or change direction. The treatment depends on the severity of ACL injury. MRI examination provide 
3 direction images to evaluate the ACL injury. It provide images proof to diag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collected total 30 patients with knee MRI examinations. Use the SEIMENS Avanto D13 Syngo 
1.5 Tesla, sagittal view of T2- weighted image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as follows, TR 3640 ms, TE 93 ms, FOV 160 mm, thickness 
3 mm.The images were tilt oblique angle such as vertical (0 degree), 15 degrees, 30 degrees,and 45 degrees. All images set were 
assessed by a radiologist.The doctor analyzed one of them is better to diagnosis of the ACL injury. 

Results: Base on the images result, radiologist determined 8 patients' were good delineation of ACL at 0 degree, 17 patients' were 
good delineation of ACL at 15 degrees, 4 patients' were good delineation of ACL at 30 degrees, only one patient was good delineation 
of ACL at 45 degrees. Over than 96% shown the oblique angle tilt less than 30 degree were good images to be determined the ACL.

Conclusion: The ACL is a band of dense connective tissue which courses from the femur to the tibia. In the femoral attachment, it 
is attached to a fossa on the posterior aspect of the medial surface of the lateral femoral condyle. In the tibial attachment, it is attached 
to a fossa in front of and lateral to the anterior tibial spine. Because of its spatial orientation, we need to alignment the tilt angle of 
ACL. Therefore, the use of oblique sagittal MR images tilt less than 30 degrees has been proposed to depict the ligament in its entire 
length on one or more slice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iagnosis of Adult Onset Neuronal Intranuclear Hyaline 
Inclusion Disease: a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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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Neuronal intranuclear hyaline inclusion disease (NIHID) is a rare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pathologically characterized by eosinophilic hyaline intranuclear inclusions in the nervous system, visceral organs, and skin. We 
studied the image features of the cases of adult-onset NIHID. The aim is to analysis the clinical features as well as medical imaging 
in order to raise awareness of NIHID.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69 years old female patient visited our hospital of neurology division for symptoms of unspecified 
dementia without behavioral disturbance, primary hypertension, sicca syndrome, cognitive impairment for 6 months, and progressive 
unsteadiness for 1-2 year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f brain was performed on June 15 2020. MRI protocol was obtained 
using T1-FLAIR, fast spin echo T2WI, T2-FLAIR, gradient echo T2-star, EPI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3D TOF MRA of 
circle of Willis and contrast-enhanced T1WI on axial and coronal planes. 

Results: MR images showed severe leukoencephalopathy. Increasing sizes of ventricles and widening of sulci/fissures may be senile 
change. DWI shows diffuse high intensity stripes at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regions, but ADC shows no obvious low intensities. MRI 
images found the bilateral cerebral white matter, from periventricular, deep watershed to subcortical regions show confluent T2-
hyperintensity, and curvilinear hyper-intensities distributing along the corticomedullary junction on DWI.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indicated that remarkable diffuse high-intensity signal of the cerebral white matter and DWI high-intensity signal along the 
corticomedullary junction are characteristic MR imaging findings of patients with NIHID. DWI high intensity signal is a strong 
indicator for the diagnosis of NIHID, but the rare case may lead to misdiagno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with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inspections and skin biopsy to make a definite diagnosis. 

Conclusion: This disease can be predicted by characteristic MRI findings - a high intensity signal along the corticomedullary junction 
on DWI. This case suggests adult onset NIHID is a disease of chronic neurological degeneration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which can 
be diagnosed by characteristic MRI DW1 ribbon-like high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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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振造影檢查於藏毛疾病(Pilonidal disease)之臨床應用病例報告  Poster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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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Pilonidal disease 是一種軟組織內藏毛髮的疾病，常發生在臀部股溝附近。27 歲男性因臀部股溝出現紅腫塊
疼痛，伴隨皮膚廔管，診所診斷疑為肛門廔管，但經直腸外科診斷並非上述疾病。經轉至本院就醫，神經外科醫師診斷
疑似為神經束形成皮竇，即皮膚有異狀（Dermal sinus tracts）。在 X光檢查無異，超音波檢查發現皮下層出現囊腫合併皮
下管道，進一步安排磁振造影檢查。 

材料與方法： 
1. GE SIGNA CONTOUR 0.5T   2. CTL Coil   3. 掃描波序：SAG FRFSE T2W+FS、SAG T1FLAIR、AX FRFSE T2W、AX 
GRE T2*  4. 切面厚度 4mm。 

結果： SAG T2W+FS 影像透過脂肪壓抑條件呈現一高訊號管狀病徵，SAG T1FLAIR 影像在同處發現一低訊號管狀病徵，
而 AX T2W 及 AX T2*影像，病徵訊號呈現亮度相較周圍皮下脂肪明顯。透過不同切面解剖位置發現病徵位置跟薦骨並無
相連，所以排除 Dermal sinus tracts 之診斷，確定為 Pilonidal disease，之後病人採取整形外科手術方式治療。 

結論：此案例為本院首例經由 MRI檢查發現診斷 Pilonidal disease的病例，透過本例及文獻了解 MRI 對於軟組織具有較佳
的特異性，可藉由不同參數的設定來呈現組織及病理的特性。對於 Pilonidal disease，肛門及肛門周圍病變的診斷，MRI 
T2 影像在有無脂肪飽和條件以及顯影後 T1 加脂肪抑制影像是最有效的檢查波序。透過脂肪抑制的 T2 影像可觀察廔管周
圍皮下脂肪的水腫性炎症變化，而顯影後 T1 影像對比，在復發性的廔管周圍和周圍發炎的脂肪中能觀察炎症活動的一致
性增強。因 MRI 檢查時間較為冗長，須考量病人配合度及有無空間幽閉症，但針對此案例卻能提供臨床最佳的診斷。本
案例所使用的檢查波序中以 SAG FRFSE T2W+FS 呈現影像為最佳化並利於診斷。

 

利用核磁共振儀進行下肢淋巴管造影之個案探討  Poster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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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深部靜脈栓塞的患者會伴隨下肢水腫，經血管手術可能引發淋巴漏液、水腫的併發症，淋巴系統的併發症與靜
脈水腫皆屬慢性發展病程，在併發症病程時若感染，會導致傷口久不癒合。MRL (MR Lymphangiography)是經皮下注射對比
劑，使淋巴顯影的檢查，提供淋巴組織型態跟功能影像，MR影像能觀察肌肉與皮下狀態，因此 MRL有助於診斷淋巴水腫與
漏液。懷疑有靜脈水腫或混合病症時可藉靜脈注射對比劑取動靜脈相評估是否為動靜脈栓塞所至的下肢水腫。 

材料與方法： 案為 75歲男性，25年前有左下肢靜脈橋接病史，近一年執行左下肢靜脈血管成形術，因左下肢傷口久不癒且滲
液懷疑淋巴水腫漏液，用 1.5T MRI (Aera,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Head/Neck20, Body18/30, Spine32 Coil進行 MRL用 25G注射
針於第一至第三指間隙，皮下注射共 1毫升對比劑，掃描序列為冠狀面 Dixon (TR=7.83ms, TE1=2.39ms/TE2=4.77ms)時間 2分 25
秒，取水影像做最大強度投影，皮下注射對比劑 5分鐘後開始掃描每 2分 25秒重複一次不間斷直到淋巴回流向身體中心方
向，於右手靜脈注射對比劑進行下肢血管攝影(MR angiography; MRA, MR Venography; MRV)用 Care bolus決定 MRA取像時間
點，將下肢分為大腿、膝、小腿三部份，共耗時 66秒取像，再重複三部份掃瞄與影像拼合即獲完整下肢 MRA與 MRV影像。

結果： 左下肢淋巴管數量較少，淋巴向身體中心回流速度慢，有淋巴水腫與漏液，靜脈出現左下肢血栓形成的情況，經 MRL, 
MRA, MRV檢查後診斷為混和型淋巴水腫與靜脈功能不全造成下肢水腫。

結論： MRL的檢查時間約 1小時，此方式能同時給予淋巴組織型態與功能的檢查，在懷疑有血管問題造成的下肢水腫時，更
能同時做 MRA, MRV合併檢查動靜脈栓塞的狀況，對於下肢水腫的患者可在一次檢查中鑑別淋巴水腫或是靜脈水腫或兩者的
混和型。 

 

利用醫療頸圈減少鼻咽癌病人頸部移動假影  Poster 133
MR-011 

江瑞益 1 吳泰清 1 吳秀蒂 1  

1奇美醫療財團法人佳里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鼻咽癌在台灣是一個高盛行率的疾病，鼻咽癌病人完成治療後需要定期回診追蹤。 磁振造影可以提供各總切面
的數位影像，清楚呈現鼻咽內部構造提供給醫師判讀， 但大部分治療後的鼻咽癌病人容易有口乾、鼻塞、膿鼻涕、異物感
等......不適的感 覺，導致在執行磁振造影檢查會有許多的移動假影，使得影像模糊醫師判讀不易。 

材料與方法： 使用 Siemens 1.5T Avanto MRI，於 2019年一月至十二月共收集 52例鼻咽癌追蹤磁振 造影的病人，當出現嚴重的
移動假影時，給予病人硬質塑膠材質醫療頸圈，將其影像交由放射科醫師判讀並選出最優良影像。如圖一、圖二所示。

結果： 一共 29 例鼻咽癌術後追蹤病人，因治療後產生不適後遺症，造成磁振造影影像有許多 移動假影。給予病人醫療頸圈後
執行檢查，將影像交由放射科醫師判讀，請醫師將影像 改善程度評分，顯著改善給 10 分，些微改善給 5 分，無改善給 0 分。
結果一共 21例得到 10分， 8例得到 5分。 

結論： 收集 52例病人當中，有 18例病人沒有治療後不適應症。有 5例體型壯碩之病人因頭頸部線 圈尺寸限制無法配戴頸圈執
行檢查。有 29 例病人因配戴頸圈影像有皆有改善。 硬質塑膠頸圈能環繞頸，讓頸部、下顎獲得穩定支撐和固定，減少因為鼻
咽癌治療後不適 應症造成的移動假影，提升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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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卜邁維斯肝膽相 StarVIBE 影像診斷呼吸器病患之門靜脈栓塞【案例報告】  Poster 134
MR-012 

賴佩絹 1 吳世釧 1 劉綺霞 1  

1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一呼吸器病患懷疑肝門靜脈栓塞與膽道擴張，臨床檢查無法確診，安排肝臟卜邁維斯核磁共振檢查，以藥後延

遲肝膽相 StarVIBE之影像診斷，提供臨床治療方向。 

材料與方法： 以 1.5T SIEMENS Aera，依本院制訂 protocol執行，施打顯影劑卜邁維斯。藥後延遲肝膽相做 Axial T1 VIBE影

像，此案例因無法閉氣另加做 StarVIBE脈衝序列完成影像，比較其影像的表現。其 StarVIBE參數:Slice thickness2mm，TR 
4.22ms，TE 1.9ms，Average 1 ，Scan time 5.05min，Radial views 1000。 

結果： 因病人代謝功能較差,膽管於藥後 50分鐘才顯影，StarVIBE影像較 VIBE影像清晰且呈現膽管顯影無擴張，故診斷為肝

門靜脈栓塞。臨床給予藥劑治療。 

結論： StarVIBE序列為 T1-weighed gradient-echo，有很高的空間解析度(spatial resolution)，和 VIBE 最大的差異在於 Radial views，
其意義在於 k-space的填法不同，傳統的 k-space填法為沿著”平行線”，而 StarVIBE 的 k-space填法為”放射狀”。Radial views 越
高，影像越好。整個掃瞄過程病患可自由呼吸，對無法閉氣的病患可直接執行且影像大幅減少運動假影。因此對此病患，

StarVIBE影像完整呈現膽道，診斷排除膽道擴張而確診為肝門靜脈栓塞，予臨床正確的治療方向。 

 

磁振造影在髂靜脈壓迫症候群的應用   Poster 135
MR-013

林佳霓 1 陳文昌 1 王士崇 1 林秋湧 1 吳萬福 1  

1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髂靜脈位於骨盆腔內，若受到壓迫，會造成下肢血液回流心臟受阻，輕症者會有下肢疼痛、水腫的情形，

重症者則皮膚潰瘍，併發靜脈血栓。本研究運用 TRANCE MRA 技術診斷髂靜脈壓迫症候群(May-Thurner syndrome)患者

下肢血管壓迫情形。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PHILIPS 1.5T 磁振造影儀，執行 TRANCE MRA (Triggered Acquisition Non Contrast Enhanced 
MRA)，使用 3D-TSE 波序，將下肢分成四個區段執行冠狀面掃描，再重組全下肢無對比劑磁振造影血管攝影。此技術是
利用心收縮期時動脈呈現低訊號，靜脈呈現高訊號，就得到靜脈血管影像；心舒張期動脈呈現高訊號，靜脈亦呈現高訊
號，得到動脈加靜脈的血管影像，利用影像後處理技術，將心舒張期動靜脈血管影像減去心收縮期靜脈血管影像，即可
得到下肢動脈血管影像。 

結果： 患者臨床症狀有雙腳輕度靜脈曲張，左腳較右腳腫脹，經由磁振造影影像發現雙側下肢動脈影像無動脈狹窄或阻塞，

唯靜脈影像發現左髂總靜脈受右髂總動脈壓迫導致狹窄，之後安排置放血管支架撐開狹窄處，有效改善下肢腫脹情形。 

結論： 臨床一般都使用超音波、電腦斷層下肢血管動脈攝影來診斷髂靜脈壓迫症候群，但是超音波只能提供 2D 影像，
而電腦斷層需要施打對比劑，若利用 TRANCE MRA 技術不需施打對比劑即可完成血管影像提供診斷，對洗腎病患或腎
功能不全患者是一大福音。 

 
 
 

深部腦刺激對帕金森氏症患者的大腦白質完整性的影響  Poster 136
MR-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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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2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3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神經外科 

背景及目的： 帕金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PD) 是一種常見於中老年人的慢性進行性神經變性疾病，腦部深層刺激手
術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常用於對 Levodopa 具抗藥性之後的 PD 患者，以改善 PD 患者 motor 症狀的治療方法，但
其機制目前尚不清楚，且 DBS 對於白質纖維束是會造成傷害或者促進也是未知。本研究使用磁振造影的擴散張量成像
(DTI)技術，探討 DBS 刺激對 PD 病患白質神經纖維束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 使用 1.5 T MRI scanner 分別對 PD 病患在植入 DBS 前與植入 DBS 後進行 DTI 掃描，我們總共收集了 10 位
PD 病患(男: 7; 女:3;年齡 55.8 ± 6.2 (46-66)歲); 其 H&Y stage 為 3.4 (2.5-5)；DBS 刺激的平均時間為 12.1 ± 3.7 月。使用 DSI 
studio 軟件進行 DTI 數據的全腦白質纖維束分析，並使用 paired t-test 統計比較 PD 病患在 DBS 前、後的白質纖維束的差
異， FDR < 0.05 為具顯著差異。 

結果： PD 病患在經過 DBS 刺激一年後，在多個白質纖維束呈現不同比例的減少，包含左皮質視丘路徑: 26%，右皮質視
丘路徑: 21%，左額葉橋腦路徑 : 18%，右額葉橋腦路徑: 17%，右皮質脊髓路徑: 4.4%，胼胝體: 2.9%，左小腦: 2.8%，上
小腦腳: 2.5%，左皮質脊髓路徑: 1.3%，右小腦: 1.2%，中小腦腳: 1.1%。

結論： 慢性的 DBS 刺激會造成多處白質神經纖維束的連接性減少，而其解剖學上的改變未來仍需進一步與臨床的表徵共
同探討，以了解這些白質纖維束的改變對臨床的影響及意義，期能作為了解 DBS 作用機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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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腺瘤之磁振造影－病例報告  Poster 137
MR-015 

陳淑怡 1 黃振義 1 陳怡如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肝腺瘤是肝臟少見的良性腫瘤，較常發生於女性長期服用避孕藥物或和賀爾蒙有關的藥物。大多數患者因
為做腹部超音波檢查才得知有肝腺瘤，也有少數患者在臨床上有觸摸到腫大肝腺瘤，以及肝腺瘤破裂出血感覺到腹痛，
這時肝腺瘤已經大到需要緊急開刀處理。本案例是經腹部超音波檢查時發現肝臟有低回音腫瘤，多次腹部超音波檢查複
檢發現腫瘤逐漸變大，並且由低回音轉變異質回音，因此門診醫師進一步讓此患者做磁振造影檢查，利用磁振造影診斷
出此肝腫瘤為肝腺瘤。 

材料與方法： 個案為 38 歲女性，磁振造影為 PHILIPS Ingenia 1.5T MRI，打藥前分別依序執行 In-phase＆Out-phase AX、
T2WI AX、Long TE 的 T2WI AX、DWI (400 & 800)、 T2 -SPAIR COR 等六組序列，施打對比劑後做 Dynamic 和 Delayed
脂肪抑制的 T1WI AX＆COR 掃描序列。 

結果： 本案例在 2017年 10月做腹部超音波檢查，發現肝臟左葉有低回音腫瘤，報告為肝臟左葉有 4.1公分囊腫。2019年
3 月腹部超音波追蹤檢查，發現肝臟左葉有異質回音腫瘤，報告為肝臟左葉有 5.2 公分腫瘤病變。腫瘤持續變大，門診醫
師有所警覺安排患者做 1.5T 磁振造影，DWI (400 & 800)為亮的，T1WI 脂肪抑制 AX 呈現肝臟左葉 S4a 有 5.3 公分
hyperintense 腫瘤 ，T2WI AX 和 Long TE 的 T2WI AX 呈現 isointense，In-phase＆Out-phase AX 沒有 drop-out，施打對比劑
藥後此腫瘤在 360sec 脂肪抑制的 T1WI AX＆COR 呈現均勻持續顯影 ，鑑別診斷包含肝腺瘤或血管瘤。患者得知為肝腫
瘤之後安排開刀，病理檢查報告證實為肝腺瘤。

結論： 現代女性想避孕或想懷孕都居多，長期服用避孕藥物或和賀爾蒙有關的藥物後，肝腺瘤逐漸變大時，在沒有被確
診出來的情況下，往往會被誤診而導致延後處理，甚至等到腫瘤破裂出血成為急腹症型，這時危險性增大。腹部超音波
檢查方便且快速，但沒有對比劑輔助。然而磁振造影檢查包含多種特殊序列，可提供更多資訊診斷肝腫瘤。 

 

高解析度磁振造影探討猪膝關節分區結構及影像特徵  Poster 138
MR-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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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臨床前動物模式常被用於基礎與臨床醫學研究及醫材與藥物開發驗證上，但除了行為與體表生理觀察外，
實驗物質與體內組織或器官的交互作用卻需透過個體犧牲才能進一步驗證。有了醫學影像的輔助，將可針對單一個體進
行多時間點多部位觀察，以達到實驗動物「替代」、「減量」及「精緻化」3R 精神。在台灣，實驗猪之動物模型常用於
軟硬骨材的驗證，尤其是退化性關節炎相關產品。因此，本研究將使用非侵入性磁振設備對不同年齡層實驗猪動物進行
膝關節造影，以比較各組織體積之變化。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6 隻無膝關節退化症狀之實驗猪，每隻猪分別在 12 月齡及 20 月齡時進行膝蓋磁振造影。進入
麻醉階段的實驗猪以側躺姿勢放置於體線圈上以 3T 磁振造影設備（Philips, Achieva X Series, Amsterdam, Netherlands）進
行造影。造影條件以 T2 TSE 進行造影，掃描切面為矢狀面。造影參數為 TR/TE:1000/27ms ; FOV:200mm ; slice: 0.75mm ; 
matrix: 268*268。取得高解析影像後，將運用 Materialise Mimic 軟體藉由影像像素點(Pixel)之灰階值圈選出股骨踝、韌
帶、脛骨外側踝部位並使用 SPSS 進行後續分析。同時間進行組內相關係數(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分析以
確認圈選過程與數據量測的一致性。 

結果： 各組皆可透過磁振造影影像像素點的灰階值差異看到十字韌帶交會點，故可用數據化的方式一致性地定位出不同
個體韌帶位置。得知韌帶位置後，圈選出股骨踝與脛骨外側踝輪廓。進一步疊合不同切層之影像後，可得到三維(three-
dimensional；3D)的股骨踝、韌帶、脛骨外側踝立體影像模型。接著，由數據統計分析可得知，股骨踝及脛骨外側踝區域
的體積各組間無顯著差異，但韌帶部分 12 月齡與 20 月齡組之間有顯著性差異(P<0.05)。

結論： 此研究將有助於了解實驗動物猪下肢膝蓋組織之生長情形，並建構出組織之立體影像模型。本研究除了涉及醫學
造影技術外，更進一步拓展至影像重構與分析技術，結合軟硬體設備與實力。未來我們將持續累積數據並進一步探討猪
下肢膝蓋組織生長趨勢變化，期能提供一方法與一數據庫予膝關節相關研究做為參考比對。此數據資料與組織之立體影
像模型將可提供未來研究者前期測試時評估與手術模擬使用，以達成 3R「替代」、「減量」及「精緻化」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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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顯擴散係數圖譜分析常態性桌球運動之健康長者的海馬迴  Poster 139
MR-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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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務管理系

背景及目的： 許多研究證實，運動訓練能有效的逆轉成年後期海馬迴體積的減少，改善記憶功能，而球類運動與大腦之間存在
著密切的關係。我國已於 2018 年邁入高齡社會，有效的老年人保健和照護是國人極需重視的議題，而桌球運動正是相當良好
的保健之道。本研究之目的是以外顯擴散係數圖譜（ADC map）分析多年常態性桌球運動之健康長者的腦部海馬迴，觀察多年
規律性桌球運動與否對於腦部海馬迴的 ADC 值有影響。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已取得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人體試驗委員會臨床試驗許可。共有 53 名受試者，年齡為
54 ~ 82 歲的健康長者，分別為持續 5 年以上的規律性桌球運動組（N=23）、沒有運動習慣組（N=15）與有規律運動組但非桌
球運動組（N=15）；使用 Siemens 3T 磁振造影儀收集每位受試者大腦之 ADC 圖譜，然後手動圈選感興趣區並測量各部位之 
ADC 值，再進行統計分析，並定義 p < 0.05 具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結果： 研究結果以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規律性桌球運動組之左側海馬迴 ADC 值（868.53 ± 
49.42），低於有規律運動組（891.12 ± 61.13）與無運動習慣組（913.79 ± 51.53），且具有顯著性差異（P = 0.046）。當 p < 0.05 
時再進一步執行 LSD 事後檢定，發現左側海馬迴的 ADC 值在規律性桌球運動組與無運動習慣組是有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的（P < 
0.05）。 

結論： 左側海馬迴的 ADC 值在有無桌球運動長者間表現出明顯的差異，恰與海馬迴是人類記憶鞏固區有關，前人研究指出有
氧運動的訓練可預防與年齡有關的海馬迴體積退化和維持神經元健康可能是有用的，且伴有記憶功能的改善。推測桌球運動者
比平常沒在運動的人會使海馬迴帶來更多益處。 

 

發育性靜脈異常 (DVA) 於動脈自旋標記 (ASL) MRI 上之表現—病例報告  Poster 140
MR-018 

唐知行 1  黃婉棣 2  范恬心 2  陳雅芳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影像及核子醫學部
2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綜合內科部

背景及目的： 發育性靜脈異常 (Developmental Venous Anomaly,DVA) 多為影像檢查時偶然發現且無症狀的靜脈變異病症；少數
有頭痛、暈眩、步態不穩甚至癲癇、腦出血等症狀。現今診斷 DVA不論是 CT或 MRI，需倚賴施打對比劑以顯現特殊的靜脈
型態。此案例為探討 DVA在不施打對比劑 MRI中，動脈旋轉標記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腦灌流影像上的呈現。

材料與方法： 76歲女性，主訴暈眩、起床無力、步態不穩。臨床懷疑為 Parkinsonism，故開立 MRI。檢查部位：Brain MRI 
Without Contrast，檢查機型：GE Signa Artist 1.5T，檢查序列：FLAIR、DWI、T1WI、T2WI、TOF、ASL (Post-Label delay：1.525
秒及 2.025秒)，因影像上發現疑似腫瘤，便再施打對比劑且加做 SWI、DSC perfusion、T1WI +C。 

結果： 在不打對比劑的影像上，FLAIR,T1WI,T2WI上腦部沒有明顯異常。但二組 ASL於右顳葉前方及右額葉與對側相同位置
相比皆呈灌流增加，仔細檢查其他影像發現右顳葉前方疑有一腦膜瘤但右額葉部分無法找到對應病灶。後來加做打對比劑檢
查，在 T1WI+C的影像下，右顳葉前方有一腦膜瘤(灌流約 290 mL/100g/min)，右額葉發現一顯影靜脈符合 DVA型態(灌流約
240 mL/100g/min)，均遠大於正常腦組織之灌流(約 20~80 mL/100g/min)，且DSC MRP在腦膜瘤及DVA二處皆呈高度灌注情況。

結論： 在 ASL perfusion map上局部灌流增加的現象除要考慮高血流的腫瘤外亦可能是血管異常：如動脈變粗、血流變快的
AVM或 AVF，或是靜脈血流增加如此例的 DVA，甚至是動脈阻塞造成血流淤積產生的灌流增加。故需對照其他影像才能做出
正確診斷。本例中，ASL和 DSC perfusion的影像品質雷同，且對於病灶的偵測及呈現也相當一致，但 ASL不需對比劑的注
射，對病人安全有較大優勢，因此若懷疑腦部灌流異常，ASL可以提供不打對比劑的初步篩檢方式。 

 

巴林氏症候群在磁振造影上的表現  Poster 141
MR-019 

柯見霖 1  李正輝 1  呂坤木 1   杜威信 1   陳良光 1   蔡裕豐 1  

1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巴林氏症候群是一種罕見腦神經病變，西元 1909年首次發現，但至今日此症候群真正發病原因尚未完全被了
解，巴林氏症候群的典型臨床症狀有視覺共濟失調症，此症狀下患者可以看見，但常常無法精準地拿取物品，其次是移視失用
症，患者會無法控制眼部的運動，最後患者也常伴隨有同時刺激失認症，也就是說在一個同時存在多項物品的環境中，患者常
常無法同時知覺在相同地方超過一個的物品，只能敘述個別的物件，而無法對整體的形象做描述。 

材料與方法： 本案為一案例討論，患者為 80歲女性，患有膀胱輸尿管癌，並已接受膀胱切除術及右側腎臟摘除，而這次因為
有肢端無力症狀等神經學症狀，疑似中風而至本院神經科就診。病患行動就緩慢，但行動自主，神智清楚，但向醫生反應專注
力不佳，無法對一項事物做完整描述，經神經科安排 MRI，以釐清是否有腦中風情形，本院使用之儀器為 Philips Ingenia 1.5T，
並使用頭部陣列線圈，且按照本院常規腦部檢查波序進行檢查，波序包含 T2 AX、T2 FLAIR FAT-SAT AX、T2 FLAIR COR、
T1 TFE 3D SAG、TOF 3D MRA、DWI，及看到本病灶後加做的 SWI。

結果： 巴林氏症的影像表現上為雙側的腦中風，多發於雙側頂-枕葉區域，本案例中可以看到在 T2WI中顯示雙側枕葉病灶區
域呈現高訊號，而在 T1WI中則呈現較低訊號，FLAIR的波序中可以看到病灶呈現高訊號，但在 DWI中病灶區域則無明顯擴散
異常，SWI影像中，病灶呈現疑似出血性病灶，MRA觀測到 ACA、MCA、VA、PCA皆無狹窄情況。 

結論： 以本案例來看，患者有類似巴林氏症的臨床表現，如視覺共濟失調症、移視失用症、同時刺激失認症，則可以使用
MRI來做鑑別診斷，而其中又以 FLAIR、DWI、SWI波序有較高的診斷價值；如果是在 T2 FLAIR影像上看到雙側枕葉區呈現
亮訊號，而 DWI中呈現無擴散異常，也可以懷疑患者是否為巴林氏症，進而幫患者加做 SWI的影像，讓診斷的醫生有更多的
資訊去判斷是否為巴林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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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磁振頻譜分析常態性桌球運動對健康長者中腦的影響  Poster 142
MR-020 

李岱芸 1  莊奇容 2   溫小娟 3   陳麗萍 1   魏毓芬 1   陳鴻樟 1  

1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3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理系

背景及目的： 我國已於 2018 年轉為高齡社會並將於 2026 年邁入超高齡社會。因此老年退休者的退休規劃是國人極需重
視的議題，而桌球運動已經被證實對於老人保健頗具益處。本研究因此利用氫磁振頻譜來分析，有無常態性桌球運動在
健康長者腦部的各種新陳代謝物濃度的變化。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已取得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人體試驗委員會臨床試驗許可。共招募 40 名年齡為
54~82 歲的健康長者，分為三組：一、持續 5 年規律性桌球運動組（TT 組，N=19）且一周至少打桌球 2 次以上，每次至
少 50 分鐘，二、無運動習慣組（NE 組，N=11），三、有規律運動組（EE 組，N=10），本組受測者大都是爬山、慢跑
習慣者，且一周至少運動 2 次以上，每次至少 50 分鐘。使用 Siemens 3T 磁振造影儀取得受試者腦部的氫磁振頻譜，然後
進行一系列的頻譜後處理得到腦部各新陳代謝物的相對濃度。最後以 SPSS 20 版統計軟體進行分析，並定義 p<0.05 具統
計上的顯著意義。 

結果：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右側中腦，TT 組的肌酸（Cr）訊號強度（18.61 ± 4.45）較 NE 組（20.03±4.26）
和 EE 組（24.14±2.95）低且具高度顯著差異性（P = 0.008）；同時，左側中腦也有相同趨勢的表現（20.19±4.51vs 
22.74±5.95 vs 22.81±2.04）。 

結論： 由於中腦中含動眼神經核及副動眼神經核，是在視覺反射中看遠、看近的調節(accommodation)反應及縮瞳反射扮
演非常重要的反射中心，在我們的研究中，於右側中腦看到：規律桌球運動組(TT)的肌酸(Cr)濃度較其他兩組低，左側中
腦的 Cr 濃度在規律桌球運動組(TT)也較其他兩組低，雖無統計意義，確也看到類似的趨勢。推論桌球運動組(TT)在中腦
內能量的新陳代謝速度高於其他兩組、消耗 ATP 的速度快，故 Cr 濃度低於其他兩組且與規律運動組(EE)比較起來具統計
意義，但相較於無規律運動組(NE)則無明顯統計意義。我們推論可能是我們在篩選無規律運動組(NE)的受測者納入考量
不夠周延，未來若再加強研究數據時可能對無規律運動組(NE)的長者需再嚴加慎選。的確有規律性運動的長者，其中腦
的新陳代謝速度是較快的。 

 

PROPELLER DW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於全口式金屬假牙之應用  Poster 143
MR-021 

唐知行 1   黃婉棣 2   劉書瑜 3   楊惟至 3   熊翌成 4,*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影像及核子醫學部
2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綜合內科部 
3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4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DW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擴散加權影像目前已廣泛應用在各部位的檢查上，針對腦部中風與腫瘤的診斷
與分期相當有幫助。在假牙與牙套盛行的當下，減少金屬假影與提升影像品質便是隨之而來的挑戰。本篇探討 PROPELLER 
DWI技術運用於全口式金屬假牙之假影改善狀況。

材料與方法： 使用機型為 GE Artist 1.5T，線圈 Head & Neck 19 Channel，掃描參數：FOV=230x230 mm2、Matrix 
Size=128x128、Slice Thickness=5 mm、NEX=2；DWI TR/TE=5588/78.8 ms、掃描時間 55秒；Propeller DWI TR/TE=7246/75.9 
ms、掃描時間 2分 26秒。 

結果： 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 DWI影像，PROPELLER DWI在輕度金屬假影上能完全改善，提供無假影品質的影像，在嚴重金
屬假影上能大幅度減少影像失真、扭曲。金屬假影嚴重與否，PROPELLER DWI都能提供高品質影像以利診斷鑑別。

結論： PROPELLER DWI技術與傳統 EPI DWI最大的差異是填 k-space方式不同，傳統 DWI是以 EPI技術平行填入 k-space，
而 PROPELLER DWI則是以螺旋槳葉片旋轉的方式填入讓 k-space中心過度採樣，對假影能夠進行修正且具有良好的組織雜訊
比。以往 PROPELLER DWI都是用來改善移動假影，此篇將它運用在有金屬植入物的假影修正，對牙科矯正或假牙患者也能
提供高品質的 DWI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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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致心律失常右心室發育不良(ARVD)在磁振造影之影像個案報告  Poster 144
MR-022 

鍾枚芳 1   陳慧嫺 1    張尊厚 1  

1臺北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 致心律失常右心室發育不良(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dysplasia, ARVD)是一種罕見遺傳性但極嚴重的心臟疾
病，是以右心室結構及功能異常合併室性心律失常為特徵的心臟疾病，可導致心源性猝死。臨床症狀常見有心悸、暈眩和猝
死。診斷方法包括心電圖、心臟超音波、心內膜細胞抽檢及心臟核磁共振。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項單一檢查方式可以對病情確
診，ARVD的特殊性，在患者早期診斷的時候是比較困難的。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1.5T MRI(Area,Siemens Healthcare,Erlangen,Germany)，配合雙管自動注射器，對比劑使用 Multihance 劑
量為 20cc，另使用 50cc食鹽水(速率 2ml/s)。掃描切面包括 4-chamber、LVOT(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和 Short Axial，分別在藥前做 Cine、dark blood、STIR以及藥後的 dynamic、Flow、delay 7 min。

結果： ARVD在 MRI影像上看到的症狀為右心室外壁心肌有脂肪浸潤合併顯著之心室收縮異常(呈波浪狀)。影像上看到右心室
心肌分別在 4-chamber的 STIR有脂肪浸潤以及對藥後延遲影像(Delay PSIR)有心肌纖維化現象，此為延遲影像特徵。 

結論： 心臟 MRI檢查必須配合呼吸閉氣以及心臟規律跳動，常用於診斷心臟構造異常、心肌病變。此病患可看到在右心室壁
因受脂肪浸潤造成心臟跳動緩慢無力，藥後延遲影像可判斷心肌呈現纖維化的程度，是判斷心肌活性(Myocardial Viability)的重
要依據。僅使用心臟 MR並不是診斷 ARVD的單一參考標準，於 2010年在 Circulation發布過關於 ARVD確診的國際標準程
序，其中包括心臟 MRI、血液基因檢測、心肌細胞抽檢等。此次檢查後可提供患者重要的心肌影像依據並請患者避免從事過於
激烈的運動，避免誘發室性心律失常出現心源性猝死。

 
利用 3D DELTA FLOW 技術在顯影 10 分鐘後偵測胸腔壁上 LFVM (Low-Flow 
Vascular Malformation)的栓塞範圍以利評估治療效果  

Poster 145
MR-023 

林敬淳 1  

1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針對整形外科治療 LFVM (Low-Flow Vascular Malformation)低流量血管畸形，需注射 STS硬化劑 (Sodium tetradecyl 
sulfate)，以 MRA評估栓塞效果時，無法在 LFVM靜脈血管得到良好的顯影，利用常規 MRA檢查後 10分鐘以 3D DELTA 
FLOW顯影栓塞靜脈血管聚集範圍，得到良好影像對 LFVM能有較佳評估方式。 

材料與方法： 本院自 108年 5月至 109年 4月止，共有 15例胸腔壁上 LFVM患者,做完常規動靜脈 MRA後，在 10分鐘後加做

3DL序列，取其收縮舒張動靜脈血流相，再進行相減，即可剩下栓塞部位 LFVM 3D血管像。3DL原理為心舒期血管 A與 V高

訊號影像，心縮期血管 A為低訊號,V為高訊號，A-V即為剩下 A的高訊號。此實驗顯影後 10分鐘再做 3DL，周遭動靜脈被減

去，剩下 LFVM部位顯影血管，利用 MIP技術,達到評估栓塞範圍。 

結果： 因血管瘤栓塞需每次栓塞後再評估其範圍有無縮小，故每次的範圍大小即評斷栓塞成功的好壞，如何能呈現血管範

圍，就成了當務之急，利用打藥後 10分鐘在加做 Delta Flow就能看見栓塞血管範圍，做有效評估。 

結論： 加做顯影後 3DL影像，讓整形外科再多一份栓塞部位血管像評估，為一評估利器。 

 

利用 SWI 序列偵測 CT 與常規 MRI 無法顯示之腦內微小出血  Poster 146
MR-024 

黃婉廷 1   楊明玫 1  

1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利用 SWI序列脫氧血的順磁化效應來研究顱內靜脈血管系統。 SWI的最常見用途是用於識別少量出血及血產物

或鈣，這兩者在一般 MRI序列上可能不明顯。此序列提高無創性檢測靜脈血管的敏感性，可以高度靈敏地證明腦出血和清楚

的顯示靜脈腦血管。 

材料與方法： 利用 CT、MRI T2W、MRI DWI、MRI SWI序列做 AXIAL VIEW包含 WHOLE BRAIN範圍，比對不同的檢查與

序列，顯示檢查與微小出血的靈敏度，並標示位置以利診斷。MRI的使用的儀器為 GE 1.5T HDxt MRI，利用 SWI波序(表一)及
使用條件為 Freq. FOV 23cm、Phase FOV 0.75cm、Slice Thickness 2.4mm、TE 50ms、Flip Angle 20degree、Frequency288、Phase 
224、Bandwidth 31.25 kHZ (表二)。 

結果： 在 CT上並未看到出血，MRI中 DWI影像並未見到 diffusion restriction 病灶，影像檢查結果和病人臨床上反覆新發生的中

風症狀並不相符。 經由 SWI序列，可偵測到病人於腦實質中有多處的微出血，是其他序列上偵測不到的。藉此影像證據，配

合臨床其他檢查 (病人並無高血壓病史、膽固醇正常、無心律不整、無頸動脈狹窄)，綜合診斷出病人有 amyloid 
microangiopathy，也可解釋其臨床中風症狀。 

結論： 從 SWI影像中，對灰質/白質邊界出血非常敏感，因此有可能看到很小的病灶，從而發現更細微損傷的圖像。 一般的中

風病人，從常規 CT及 MRI檢查中可以得知有無出血，但對於微小的出血卻無法被檢測出來，很容易造成臨床診斷誤差，於是

SWI在中風患者的治療中，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成像序列。先進的 MRI後處理技術和定量磁化率圖技術可根據 SWI原始數據對

鐵的定量分析，實現詳細的解剖區分，以利臨床對腦部微出血的早期診斷和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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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頑固型思覺失調症患者之榖氨酸(Glutamate)磁振頻譜造影  Poster 147
MR-025 

邱文良 1   林鳳玲 1   黃敏偉 2   黃立中 2  

1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放射診斷科 
2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身心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思覺失調症是一種慢性化的腦部退化疾患，伴隨著正性和正性和負性及功能退化的影響，導致病患在人際

關係、工作等社會功能產生障礙。思覺失調症的治療，一直以來以抗多巴胺藥物治療是主流的治療方式。文獻較少有系

統的評估頑固型及非頑固型思覺失調症患者在榖氨酸磁振頻譜造影上之差別。之前研究指出了精神分裂症患者的腦部及

周邊血清榖氨酸濃度異常，並嘗試將其作為監測抗精神病藥物治療的生物標誌物，但結果仍是未定論。本研究主要針對

頑固型思覺失調症病患和非頑固型思覺失調症病患針對不同腦區作磁振頻譜造影分析。 

材料與方法： 針對思覺失調症在臨床上初步收案 20 位頑固型思覺失調症患者(依照頑固型的準則: 藥物治療種類、治療時

間及治療後持續出現之症狀)和 19 位無頑固型診斷之思覺失調症患者產。第一部分: 先比較頑固型及非頑固型思覺失調症

患者之間腦部影像學功能連接性，神經傳導物質在不同腦區差異比較，將欲探討的腦區訂為前扣帶迴及中間前額葉皮

質。進一步計算榖氨酸及其前驅物、代謝物與 N-Acetyl Aspartate (NAA)的比值作為後續的分析，探討其差異位置及榖氨

酸濃度。統計: 我們使用 SPSS 21 版進行描述性和推斷性統計分析。對於頑固型思覺失調症病人及非頑固型患者之間的人

口學變項及資料比較 1.連續變項以 student’t 檢驗或 MannWhitney 檢驗, 2.分類變項以 χ2 檢驗進行。統計學意義(significant)
設定為 p<0.05。 

結果： 頑固型思覺失調症病人和非頑固型病人的前扣帶迴榖胺酸及其化合物及 N-Acetyl Aspartate (NAA)比值(Glx/NAA: 
1.53: 1.78, p<0.05, Glu/NAA: 1.07:1.21, P<0.05 )及中間前額葉皮質的比值(Glx/NAA: 0.78: 0.91, p<0.05, Gln/NAA: 0.25: 0.38, 
P<0.05 )有明顯差異。證明大腦皮質存在的榖氨酸極其代謝物是在多巴胺受體之外另一個治療性的神經傳導物質。 

結論： 結果顯示思覺失調症患者在大腦神經傳導物質榖胺酸的磁振頻譜造影中會因不同嚴重的病情而有差異性的存在尤

其針對前扣帶迴及中間前額葉皮質均有差異性存在，未來可以增加不同的腦區及與功能、精神症狀的關聯性進一步深入

探討。 

 

負重動態磁振造影檢查於頸椎椎間盤突出診斷的效益評估探討  Poster 148
MR-026 

黃國川 1   翁千椀 1  楊清芳 1   花明輝 1   胡名賢 2  

1彰化秀傳紀念醫院 影像醫學部 
2彰化秀傳紀念醫院 骨科部 

背景及目的： 磁振造影是目前診斷脊椎病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傳統磁振造影檢查因為儀器建構的關係,病人是”平躺”做
檢查, 患者在平躺時由於有床板的支撐，椎管狹窄的再現會有所不足；而 G-scan Brio 能讓患者”站著”做檢查更符合人體力

學，將患者的頸椎疼痛情形更貼近真實地重現，不論在椎弓角度的評估、椎間盤壓迫的情形以至於脊椎滑脫的嚴重程度

都能完整地讓術前評估更加完備。 

材料與方法： 儀器使用 GE 1.5T 核磁共振造影儀及 ESAOTE G-scan Brio0.25T 站立型磁振造影儀。本次研究收集 108 年

12 月 1 日至 109 年 5 月 29 日共 20 位病人；排除條件為有神經手術病史或脊椎金屬植入物者。 檢查方式，患者採取平躺

式(0°)與站立式(75°)取像。1.5T 核磁共振造影採平躺式取像(0°)，擷取 T2 與 T2 脂肪抑制的矢狀面影像和 T2 軸狀面影

像；在 G-scan Brio 站立型磁振造影部分，病人採坐姿檢查床板直立 75° 取像，體重均勻分布於身體上，擷取 T2 矢狀面

影像和 T2 軸狀面影像；使用機器內建的軟體來量測不同姿勢所造成脊椎壓迫的位移及椎弓角度變化，並進行分析。 

結果： 站立式與平躺式檢查的影像量測比較下 Spinal canal thickness 平均變化如下:C1-2 切面減少 0.27mm； C2-3 切面減

少 0.86mm；C3-4 切面減少 0.565mm； C4-5 切面減少 0.355mm；C5-6 切面減少 0.965mm；C6-7 切面減少 0.51mm；而

Disc herniation 的部分取頸椎 HIVD 最好發的 3 個切面計算膨出程度平均變化如下: C3-4 切面增加 0.41mm； C4-5 切面增

加 0.47mm；C5-6 切面增加 0.525mm；由以上數據顯示，站立檢查時會讓人體解剖學中的生物力學產生變化，Disc 
herniation 壓迫程度明顯增加，而平躺式(0°)檢查的影像顯示 disc bulging 的程度相對比較不嚴重。 

結論： 本院同時擁有一般的磁振造影儀及 G-scan Brio 站立型磁振造影儀，G-scan Brio 站立型磁振造影儀因機器本體可以

旋轉且為開放性系統，可還原出病人於站立時所呈現脊椎的前、後彎角度及椎間盤是否因負重壓迫得更加嚴重明顯呈

現，並可降低幽閉恐懼症的發生；但其磁場強度為 0.25Tesla，對於解剖構造較無法提供豐富完整的內容；經由一般的磁

振造影所獲得的頸椎影像，則可因磁場強度高來補足較高解析度的解剖細節。此次研究顯示 G-scan Brio 站立型磁振造影

有別於傳統式的 MRI 檢查，多了讓病人負重的要素，除了能符合人體自然功學外更能精確提高頸椎病灶診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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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黑質燕尾特徵在 3.0T 磁振造影影像上的表現  Poster 149
MR-027 

張佩娣 1,2  黃彥智 1  劉曜端 1  林以津 1  林宜蓁 1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2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在大腦黑質的緻密部(pars compacta)中有一條狀結構叫 Nigrosome 1(黑質體 1)，是分泌多巴胺細胞群聚地，

Nigrosome 1 與周遭含黑色素的黑質緻密部呈現一種類似燕子尾巴形狀的訊號表現圖像,近年來有許多研究都指出，大腦黑

質燕尾特徵的存在與否，可以做為新型影像診斷指標，準確率高達九成以上。因此要如何能在軸向切面上確保呈現最好

的燕尾特徵影像，就顯得格外重要。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藉由不同的切面影像定位觀察大腦黑質燕尾表現。 

材料與方法： 此研究我們找了 20 位健康的受試者，使用的機器為 GE 3.0T Discovery MR750w 分別接受大腦磁振造影檢

查，使用波序為 3-plane Localizer、SAG SPGR(saggital Spoiled Gradient Recalled echo)、Susceptibility Weighted 
Angiography，SWAN 為一磁化率權重影像，能截取非常細微的切面，參數為 TE= 40.6ms; TR=67.2ms; flip 
angle=15°;NEX=1;Phase FOV=1; Matrix=512x512;Thickness=1.2mm; Receiver Bandwidth=31.25KHz。掃瞄時間=11.46min。
掃瞄位置位定在中腦，正軸向切面角度。將藉由 SWAN 得到的影像分別以不同切面(垂直 AC-PC line 及大腦導水管)做影

像重組。最後將重組的 SWAN 影像請兩位分別有超過 10 年和 6 年的神經放射科醫生，分別對影像是否呈現 nigrosome 1
進行視覺評估 

結果： 受試者皆為男性，年齡介於 25~35 之間，每位受試者在重組後都有二組軸像切面影像，20 位受試者中，共有 16
位受試者影像經醫師評估後發現，以垂直大腦導水管的軸像切面較能呈現黑質燕尾特徵。 

結論： 目前大腦黑質燕尾特徵應用在神經退化疾病範疇越來越廣，在磁振造影必須使用高解析磁敏感權重影像才能觀察

得到。此研究中為了提高解析度，將 SWAN 的參數提高，掃瞄時間長達 11 分，在臨床上可以降低矩陣大小及使用平行

成像技術降低掃瞄時間。研究結果為使用 SWAN 波序且垂直大腦導水管的軸像切面為呈現黑質燕尾特徵的最佳選擇。 

 

以定量流速分析技術量化顱內血管流速  Poster 150
MR-028 

李明鴻 1   李正輝 1   蕭振宇 1   呂坤木 1  

1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在認知功能障礙疾病上，分為血管型、阿茲海默型、混合型失智症，均和動脈硬化有強烈相關性，且傾向

血管灌流不足導致;此研究最主要目的，主要運用相位對比磁振造影中之定量流速分析技術（Quantitative Flow Technique, 
Q-FLOW），以血液流速與相位改變呈正相關的原理，分別針對 15 位腦神經症狀患者之右內頸動脈(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RICA)、左內頸動脈(Lef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LICA)、基底動脈(Basal Artery, BA)，進一步分析供應於顱內血管

之血流速度，以達成早期偵測顱內血管流速異常，預防後續腦血管疾病及失智症發生。 

材料與方法： 自 2019 年 7 月至 12 月，共選取臨床醫師開立須執行腦部磁振造影 15 名患者，平均年齡為 71 歲，年齡分

布為 49~84 歲；所有收案對象於 RICA、LICA、BA 均實施定量流速分析技術，以取得上列三者之血管的平均流速(Mean 
Velocity, MV)及最大流速(Peak Velocity, PV)。 

結果： 15 名腦神經患者經定量流速分析後，RICA、LICA、BA 分析結果如表 4，以編號 3 患者為例，該 49 歲男性患

者，患有高血壓、糖尿病、高血脂病史，為腦血管疾病高風險族群;圖一、二分別為 RICA、LICA 分析結果，RICA 平均

流速及最大流速分別為 25.4 cm/sec、38.7 cm/sec，LICA 平均流速及最大流速分別為 28.3 cm/sec、43.5 cm/sec，兩者平均

流速及最大流速皆低於正常範圍(MV< 27 cm/sec; PV< 60 cm/sec);而圖三 BA，在區間取樣的平均流速，最高平均流速僅

10.5cm/sec，判斷該血管灌流不足;而進一步透過 3D MRA 影像，能清楚發現該血管有狹窄的狀況。 

結論： 根據文獻，失智症患者除利用簡易認知功能量表評估認知功能相關性外，較高的血壓及較慢的內頸動脈流速亦和

失智症有緊密的相關性，若血壓收縮壓在 140mmHg 以上，並分析平均流速與最高流速，其數值較低的受試者（MV< 27 
cm/sec; PV< 60 cm/sec），認知功能表現較差。  
此研究 15 名腦神經患者實行定量流速分析，並以編號 3 患者呈現血管狹窄及灌流不足與腦功能受損的相關性，此案透過

T2 FLAIR 發現兩側腦室旁的白質高強度顯影，表示該區白質變異，認為和血管流速低於標準具強烈相關，且透過 DWI
發現右側視丘及內囊後肢部血液灌流不足，判斷因基底動脈狹窄所導致。  
此研究認為，以磁振造影評估失智症患者，不僅能獲得腦內組織影像，利用 TOF 評估顱內血管，合併 Q-FLOW 的血管流

速量化數據，更能提供完整的腦功能資訊，來提早偵測腦血管流速異常並預防後續的不良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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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小兒磁振造影衛教單成效呈現  Poster 151
MR-029 

魏琇如 1   魏毓芬 1   陳麗萍 1   徐嘉偉 1   蔡芝庭 1   梁家溱 1   張淋鈞 1  

1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嬰幼兒的某些疾病，經常必須仰賴磁振造影的進階檢查才可得到正確的診斷。 而嬰幼兒經常無法配合保持
安靜平躺三十分鐘到一小時的時間，使得檢查不能順利完成。 為此，我們提出協助完成檢查的衛教單章，在家長的配合
下，使得檢查成功率提高。 

材料與方法： 依據國民健康署健康識能友善教材提出的項目，我們在現有的同意書之上，編寫專屬於小兒磁振造影檢查
前後的衛教單。將此衛教單應用於臨床檢查，利用問卷蒐集受檢者對檢查的了解與配合程度，改善衛教單章內容，增加
以圖像說明檢查前後的注意事項，讓不同年齡及不同教育水準的家長，都能簡單理解且配合檢查。 

結果： 研究從本次衛教單章使用前三個月開始統計(108 年 10 月~12 月)，在 19 位受檢者當中，有 12 位順利完成檢查。開
始使用該衛教單章後的三個月(109 年 1 月~3 月)，在 25 位受檢者當中，有 21 位完成檢查。本次增編專屬於小兒磁振造影
的衛教單，讓檢查成功率從原先的 63%提升至 84%，提升了 21%的成功率。

結論： 我們使用專屬衛教單與臨床配合的結果顯示，受檢者完成檢查的機率與家長對檢查的理解程度有很大的相關性。
利用健康識能編寫的衛教單張，使得檢查前後流程更為清楚易懂，同時減輕家長與受檢者對檢查的不了解產生的焦慮與
憂心。 在這次的研究我們也注意到，對於依照衛教單指示完成檢查準備的個案，仍未能完成檢查的原因，我們推測，由
於沒有小兒年齡的限制，不同年齡及個案對於鎮定藥物的耐受性不同，有可能是檢查依舊未能完成的原因。  
從衛教單問卷與臨床檢查統計顯示，相較於沒有小兒專屬衛教單使用，受檢者完成檢查的成功率較為提升。 

 

運用精實手法提升住院病人磁振造影檢查之排程作業效能  Poster 152
MR-030 

雷粟蓉 1  林書弘 1  

1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目前住院病人磁振造影檢查預排流程，以人工的方式藉由病服員來回於病房護理站及放射科櫃檯之間傳遞
訊息，加上作業上各種原因導致病服員將病人送至 B1 放射科執行檢查時延遲報到，磁振造影檢查為一項昂貴且檢查耗時
的儀器，如果延遲報到易造成儀器空等而浪費使用率。文獻提出利用資訊科技的導入能大幅提昇行政效率和改善客戶服
務關係進而增加競爭力。 

材料與方法： 本院透過院內、外顧客需求調查，設計「執行病房磁振造影檢查流程開放式問卷與滿意度調查表」問卷，
各發放 30 份，運用親和圖彙整開放性問題；由現況價值流圖中發現不良、過度移動及過度作業等無附加價值活動項目與
時間；綜合以上，藉由現況價值流圖與顧客需求對應結果，找出問題點，進而釐定改善項目。1.建置預約排程資訊化系
統：醫師開立住院檢查申請單後，立即顯示於放射科系統，書記可立即排程預約檢查時間。2.預約單資訊化：排程後行
動護理車上立刻彈跳出預約單，事後可以查詢預約單內容。3.建置智慧提醒：建置智慧提示系統，避免忘記通知病服
員。4.設置電子看板：護理站設立電子看板交班系統顯示檢查排程時間，避免交班時遺漏。

結果： 藉由運用精實手法改善住院磁振造影檢查之排程作業，透過以上四項對策實施，效果如下：一、 有形成果： 1.病
房病人預約磁振造影時間由 36.6 分鐘降至 1.42 分鐘。 2.病房病人等候接送檢查時間由 11.3 分鐘降至 1.8 分鐘。二、延伸
效益：1.對病人而言：病人滿意度由 4 分增加至 4.6 分  2.對同仁而言：(1)放射科同仁滿意度由 3.1 分增加至 4.7 分 (2)護理
部同仁滿意度由 3.3 分增加至 4.7 分  3.對院方而言：(1)逾時報到比率由 7.55%降至 4.2%  (2)病人安全查核表填寫率提升至
100%。 

結論： 此次活動過程中殘留問題為：目前僅完成病房磁振造影排程資訊化作業。故希望能利用此系統延伸到放射科的檢
查項目，讓各項檢查預約排程流程簡化，避免病服員來回送單及單張問題

 

利用超音波診斷初期急性闌尾炎—個案討論  Poster 153
US-001 

張維珍 1  陳志強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急性闌尾炎為一種普遍的腹部急症，其變化快，因此需及早診斷，作為手術治療之根本。一般急性闌尾炎
是漸進性發生，其初期症狀較輕，臨床表現的症狀變化不一，而典型的症狀表現為：由上腹或肚臍週圍痛(如腹漲、悶痛)
開始，而後轉為右下腹疼痛並加劇，可能併有食慾不佳、噁心或嘔吐、發燒、偶有腹瀉等情況。在闌尾正上方的點
（McBurney point）按壓時會有明顯的壓痛感和局部腹部肌肉僵硬的情形。臨床上各種不同型態之闌尾炎，是不同時期或
不同程度之差異。 

材料與方法： 使用 GE LOGIQ E9 扇形超音波探頭，頻率為 6MHz，於患者右下腹進行掃描，須先找到右髂骨動、靜脈，
在其附近尋找闌尾，探頭於縱向掃描方式下，闌尾會橫躺在腰大肌上，闌尾在超音波影像上會呈現出鈍端，而發炎的闌
尾其腸壁會增厚需量測闌尾直徑來鑑別診斷。 

結果： 一名 34 歲男性急診患者右下腹痛一天，抽血指數 WBC:13.5 103/L，RBC:5.87 106/L，CRP:1.33 mg/dL，執行腹部
X 光檢查後，懷疑急性闌尾炎進而執行腹部超音波檢查，量測其闌尾直徑為 6.5mm(超音波影像學上，闌尾直徑大於 6mm
即須懷疑其腫大)，合併其臨床表徵診斷為初期急性闌尾炎。進行手術切除，病理報告顯示長 4.5cm*寬 0.7cm 的闌尾有明
顯的充血及膿液，顯微鏡下有一些多形核白細胞浸潤到闌尾組織，確診為急性闌尾炎。

結論： 實際上闌尾的位置變化多端，症狀亦因其位置之不同而多少有所差異。早期確診闌尾炎判斷不易，藉由影像學輔
助，腹部電腦斷層可使闌尾炎診斷正確率高達 90％，但此案例無須執行輻射劑量暴露之檢查，腹部超音波也可及早發現
初期的急性闌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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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蹄腎之超音波診斷—兩病例報告 Poster 154
US-002 

張淑雯 1   陳怡如 1   黃振義 1 

1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正常人二側腎臟的直軸在後腹腔是呈八字型排列，但『馬蹄腎』則是呈〝U〞字型排列，此發生率約四百
分之一，男女比例約 2：1。馬蹄腎不一定會產生症狀，但因為輸尿管與腎盂連接處位置較高，且輸尿管因在腎臟外側，
造成上輸尿管彎曲，有較高的機會出現水腎、結石、尿路感染，由於長期的發炎或腎發育不良，造成腎臟腫瘤的發生率
也比一般人高，幼兒腎惡性腫瘤(Wilms tumor)的機率較同年齡的小孩高 2-8 倍。在解剖位置上，峽部在腹部正中央，前方
沒有肋骨保護，且腎的後方就是脊椎骨,所以腹部被碰撞時很容易造成腎臟外傷。在診斷上可用超音波、靜脈注射腎盂攝
影或電腦斷層攝影等影像檢查。 

材料與方法： 使用 GE E9 的超音波儀器以及 4MHz 扇形探頭、6MHz 扇形探頭、7MHz 線形探頭。以常規的腹部超音波檢
查肝臟、膽囊、胰臟、脾臟、腎臟，掃描時左右側腎臟位置較一般正常的腎臟低，縱軸掃描 2 側腎臟下緣時，輪廓彎曲
拉長不清楚，很難完整照出 2 側腎臟下緣，從腹部中央橫向掃描，可看到 2 側腎臟下緣形成峽部，color Doppler 可看到峽
部通過 Aorta 和 IVC 前面。 

結果： (案例一)49 歲男性因排尿困難至門診看診，醫師安排靜脈注射腎盂攝影及超音波檢查，於靜脈注射腎盂攝影可見
兩側腎盂腎盞位置低，上極向外傾斜而兩腎下極靠近脊柱，隱約可看見腎臟下緣連在一起形成峽部。超音波檢查掃描 2
側腎臟下緣時，無法完整照出 2 側腎臟下緣，從腹部中央橫向掃描，可看到 2 側腎臟下緣形成峽部，color Doppler 可看到
峽部通過 Aorta 和 IVC 前面。 (案例二)1 個月男嬰出生時做腹部超音波檢查，醫師懷疑左腎雙套集尿系統，因此一個月後
做腹部超音波追蹤，報告確診為馬蹄腎。 

結論： 馬蹄腎在臨床上可能毫無症狀，但因為解剖構造異常的關係，有較高的機會出現相關症狀或疾病。超音波沒有輻
射劑量，因此是馬蹄腎診斷及後續追蹤的最佳工具。

 

腹部鈍傷造成腎上腺損傷—案例分享  Poster 155
US-003 

梁雅嵐 1  李政君 1   黃振義 1   何俊泓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當車禍發生時，因撞擊的位置不同造成的傷害也會有所不同，在撞擊後較常見的右邊腹部鈍傷通常在肝
藏，腎上腺損傷非常少見。因為腎上腺位於腹膜後的深處，周圍的軟組織可以有很好地緩衝，減少撞擊的力道。

材料與方法： 我們利用 LOGIQ E9 的超音波機器以及 4MHZ 的扇形探頭掃描，病人呈現平躺或側臥方式,掃描右側腹部位
置。探頭採用方法是沿長腎臟軸在冠狀部分和軸向部分橫向方式，並評估位於腎臟前，中和腎臟上方的區域，我們會先
看到下腔靜脈之後即可發現右側腎上腺。左側掃描腎上腺時，請病患右側躺，探頭置於後腋腺上，做斜冠掃描，則腺體
的解剖界標為脾臟、左腎上端和腹主動脈，尋找左側腎上腺。

結果： 病患為男性 22 歲，因車禍由急診入院，病人主訴右腹部疼痛。先安排照了 Chest 與 R't rib X 光影像，發現並無異
狀。之後接著安排了腹部電腦斷層的檢查，發現 腹部鈍傷右肝有撕裂傷大約在 S5.6 位置延伸到 S8，並且發現右側腎上腺
也有損傷。相隔一個星期後用超音波追蹤右側肝臟撕裂傷約 4 公分左右，右側腎上腺損傷約 2.8 公分。一個月後病人回診
超音波追蹤，右肝撕裂傷明顯變小，右腎上腺損傷也有漸漸恢復。

結論： 超音波用於診斷腎上腺的疾病，對於右側的腎上腺的診斷，因為有肝臟和下腔靜脈當標的，因此大約有 90%的診
斷率，相較之下左側腎上腺大約只有 70%診斷率。雖然診斷腎上腺而言以電腦斷層為首選,但若考慮輻射劑量問題，針對
後續追蹤仍可以超音波為主。

 

人工智慧自動辨識於超音波膽囊影像之應用  Poster 156
US-004 

宋恩佳 1 蘇心悅 2 陳穎信 3 張瑞宜 4  

1國軍高雄總醫院放射科 
2國軍花蓮總醫院放射科 
3國軍花蓮總醫院門急診部 
4國立東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 近年來，隨著電腦硬體效能提升以及演算法的進步，各大產業已有逐步 AI 化的趨勢，影像醫學亦是大數據
與 AI 在醫療照護應用的重要領域。本研究針對人體膽囊器官錄製腹部超音波之動態影像，使用 CNN 模型 VGG-19 擷取
影像特徵並以監督式學習對資料做出預測，建構影像自動辨識暨分類模型，提供判讀超音波影像時的輔助資訊，克服因
操作者經驗不足無法取得具診斷價值之影像及降低人眼分辨錯誤率，提高鑑別準確性。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利用錄製 30 位受檢者之動態超音波影像(MPEG-4 格式)轉換成單張靜態影像(JPG 格式)，使用經轉移
學習之卷積神經網路(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模型 VGG-19，進行自動辨識腹部超音波靜態影像視野(field of 
view, FOV)內之膽囊影像，從所有靜態影像中挑選出包含膽囊的腹部超音波影像，並以 Accuracy、Sensitivity、
Specificity、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 以及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NPV)進行模型效度評估。 

結果： 使用經轉移學習之 VGG-19模型進行自動辨識超音波膽囊影像之準確度為 95%、靈敏度為 100%、特異性為 91%、
PPV 為 91%及 NPV 為 100%。

結論： 本研究提供之方法，其結果令人滿意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例如使用 VGG-19 進行預訓練時，由於其網路架
構權重數量大，全連接節點多，導致最終的模型大小也較大，佔硬碟空間；且參數多，耗費計算資源，所以花費的訓練
時間也較長。未來研究之方向可嘗試使用其他演算模型進行訓練(如 Goog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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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狀腺結節的 ACR TI-RADS 分級與 FNAC 結果比較  Poster 157
US-005 

蔡芬妮 1   李政君 1   陳志強 1   黃振義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甲狀腺結節是很普遍的甲狀腺疾病，目前各國發展出甲狀腺影像報告和數據系統(TI-RADS)，將超音波下
結節的特徵作為惡化風險的評估依據，本研究採用美國甲狀腺學會提出的 ACR TI-RADS 分級，共 1 至 5 級。而診斷甲狀
腺癌最簡易的方法就是細針抽吸細胞學檢查（FNAC)，本研究將兩者做比對。

材料與方法： 收集自 108 年 1 月至 12 月頭頸部超音波受檢者共 191 位，使用 GE LOGIC E9 超音波機器搭配 ML9-15 MHz
線性探頭，檢查甲狀腺結節的邊緣、形狀、組成、迴聲性、迴聲灶，評估患者 ACR TI-RADS 分級與其細針抽吸細胞學
(FNAC)報告依照國際標準的甲狀腺細胞學報告系統（Bethesda system of reporting thyroid cytology ）分析統計。

結果： ACR TI-RADS 分級統計結果 1 級有 7 位，2 級有 22 位，3 級有 20 位，4 級 112 位，5 級 30 位。細針抽吸細胞學報
告中以 Bethesda System 中有 172 位為 Category II ，11 位為 Category III，2 位為 Category V，6 位為 Category VI。本研究
結果為 TI-RADS 3 級惡化風險(Risk of Malignancy)為 10%，TI-RADS 4 級惡化風險為 9.82%，TI-RADS 5 級惡化風險為
20%。其中 TI-RADS 2 級 3 級各有一位患者其甲狀腺切除術冷凍切片病理報告為陽性。

結論： 由統計結果可看出儘管甲狀腺癌非常少見，但 TI-RADS 分級仍可提供臨床醫師診斷治療與後續追蹤的方向。
FNAC 也有局限性，由醫師主觀操作抽吸，因此抽吸位置顯得重要，可依據 TI-RADS 提出的高風險特徵來調整抽吸位
置，以提高細針抽吸細胞學的準確性。 

 

利用超音波檢查快速診斷肩膀旋轉肌腱撕裂(Rotator cuff tear, RCT)-病例報告  Poster 158
US-006 

陳淑怡 1 黃振義 1 陳志強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中老年人肩膀的前上方發現疼痛和無力抬高，就會先跑去國術館推拿或復健，這時把已經斷裂的旋轉肌腱
推拿得更嚴重，門診醫師在臨床症狀得知患者肩膀疼痛或無力甚至手臂無法抬高，可先安排超音波肩膀旋轉肌腱檢查，
可以快速診斷出肩膀旋轉肌腱有無斷裂，安排肩膀磁振造影也可以診斷肩膀旋轉肌腱有無斷裂，但是花費時間長，所以
超音波肩膀旋轉肌腱檢查是最方便又快速的檢查方式，提供門診醫師評估患者的肩膀旋轉肌腱斷裂程度。 

材料與方法： 病例為一名 70 歲女性患者，症狀為右側肩膀劇烈疼痛，手臂無法抬高，安排超音波右側肩膀旋轉肌腱檢
查，超音波檢查時請患者擺出三種姿勢，第一掌心向前手臂在前方、第二掌心向前手臂往外抬高、第三掌心向後手臂在
後方插腰，並以橫向與矢狀來標示探頭方位，使肩袖影像可以呈現長軸和短軸影像，肩袖影像為二頭肌腱、肩胛下肌
腱、岡上肌腱、岡下肌腱以及小圓肌腱的超音波影像。使用 GE LOGIQ E9 超音波掃描儀（GE Medical Systems,Milwaukee 
Wisconsin USA) ，探頭為高解析度、頻率 6-15MHz 線性探頭進行肩膀掃瞄。

結果： 患者受傷當日先去國術館整脊。過幾天患者掛骨科，骨科門診醫師安排照 Right shoulder X 光影像上骨頭無異常，
軟組織沒有鈣化，報告正常。門診醫師先安排復健，復健幾天沒有改善，再進一步安排超音波右側肩膀旋轉肌腱檢查。
超音波右側肩膀旋轉肌腱檢查中，發現肌腱周圍充滿呈現低回音的水，並且發現高回音的岡上肌腱有明顯斷裂，沒有發
現鈣化，報告為右側肩膀旋轉肌腱撕裂。 

結論： 門診醫師在臨床上見患者肩膀疼痛或無力，除了先安排 Shoulder X 光攝影之外，還要立即安排超音波肩膀旋轉肌
腱檢查，超音波對肩膀旋轉肌腱有極佳的敏感性和特異性，沒有輻射性而且快速，肩膀磁振造影花費時間較長，怕患者
無法久躺，並且對有幽閉恐懼症或有植入心率調整器患者，無法執行檢查。超音波檢查能快速診斷肩膀旋轉肌腱撕裂，
讓門診醫師可以充分得知影像後要用哪種治療方式。

 

急性腎盂腎炎(acute pyelonephritis)臨床超音波影像鑑別分析  Poster 159
US-007 

胡瓊心 1   呂佳興 1   林意專 1   李明娟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急性腎盂腎炎為常見的急性腎臟感染或泌尿道感染，所造成的發炎症狀。臨床上，急性腎盂腎炎因不同的
發炎程度發展，甚至生成膿瘍。因此，本案例報告主軸為收集十位經臨床初步診斷為腎臟感染病患，初期檢查皆利用超
音波進行檢測，檢驗腎臟有發炎病灶，進而再利用電腦斷層掃描腎臟，比對兩項檢測工具所擷取影像差異；並從中探討
超音波對於腎臟發炎感染之檢查方便於其他檢查之優勢。

材料與方法： 超音波影像，利用扇型探頭(3~5.5MHz)掃描病患兩側腰部；電腦斷層影像，利用 64 切一般掃描及施打對比
劑後掃描病患腹部，皆擷取腎臟影像。本報告共收集十位臨床初步診斷為腎臟有感染現象之病患。初期檢測項目為超音
波，且超音波影像上皆有不均質迴音病灶，並測量此病灶之彩色都普勒血流狀況有異常，再進一步，進行電腦斷層掃描
深入檢查腎臟發炎感染程度及周邊組織感染的狀況。

結果： 本報告，十位病人當中取三組病患，分別為輕症、中症、重症之病患。此三組病患超音波顯示有局部不均質迴音
呈現；並經由彩色都普勒顯示血流分部情形，此不均質迴音音病灶血流皆有異常現象。後續，利用電腦斷層掃描，確診
此不均質迴音病灶為急性腎盂腎炎；且經由施打對比劑後，更能顯著呈現腎臟感染程度及周邊組織感染狀況，使醫師能
更明確判定腎盂腎炎的分期結果。 

結論： 超音波為非侵入、無輻射性、且快速之檢查，使臨床醫師有立即的初步診斷，故有優先於其他診斷科檢查項目之
優勢；因此，對於急性腎盂腎炎患者初期診斷有臨床上的助益。然而，超音波易受外在因素干擾，影響影像判讀；所以
需更進一步檢查以利病灶分期，可輔以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掃描、及臨床診斷數據等，以提升診斷的準確性，使病患後
續有更佳的照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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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震波碎石術後，以腹部超音波評估追蹤之必要性-案例分享  Poster 160
US-008 

黃巧芸 1 陳志強 1 黃振義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體外震波碎石術(以下簡稱 ESWL) 是目前廣泛使用於「尿路結石」的治療方式。因為它同時具備治療過程方便、
無傷口、不須麻醉、不需要住院、療程只需約 30 ~ 40 分鐘，不會影響上班，而且治療效果不錯，因此成為腎結石患者首選的非
侵襲性治療方式。 ESWL 術後的超音波或 KUB 的追蹤，主要目的是評估結石清除率、上尿路系統是否阻塞、是否有腎血腫
等。出現相鄰的組織或器官的損傷是很罕見的。 

材料與方法： 案例為一名 53 歲男性，有高血壓、尿路結石病史。雙側腎臟做過輸尿管鏡取石術(URSL)，左側腎臟做過
ESWL，長期在泌尿科追蹤。 並且因蛋白尿及血尿會診腎臟內科。近期因右輸尿管上段結石造成右腎輕微水腫，泌尿外科安排
ESWL。當日門診 ESWL 前，及術後三天，泌尿外科門診皆有為個案執行腎臟超音波檢查。 7 天後，個案持腎臟內科的腹部超
音波醫囑單受檢。本單位使用的機型為 GE LOGIQ E9 超音波掃描儀(GE Medical Systems,Milwaukee Wisconsin USA)，頻率 3.5-
5MHz之扇形探頭，進行上腹部超音波的掃描。 

結果： 術前的右腎超音波顯示輕微腎水腫，術後 3天追蹤腎臟顯示腎水腫現象消失。而 7天後的腹部超音波檢查，發現靠近右
腎的 S5 S6 肝臟有最大範圍近六公分的低迴音不規則血腫(hematoma)病兆。詢問個案近期右側是否有受外力撞擊或外傷，個案表
示一個禮拜前有接受泌尿外科門診安排的右側腎臟體外震波碎石術。因此我們認為是術後 ESWL造成的肝臟血腫。 

結論： ESWL的主要優勢在於它是完全非侵入性的，因為不需要皮膚切口或用於治療結石的侵入性器械。術後發生腎臟外的併
發症不常見。但在 The Acute and Long-Term Adverse Effects of Shock Wave Lithotripsy(PMCID: PMC2900184 NIHMSID: NIHMS45740 
PMID: 18359401)，這篇研究性文章列出 ESWL 後發生的腎外損傷包含：腹腔內出血、腹部膿腫、脾破裂和膿腫、肝和胰腺血
腫、急性胰腺炎、肺挫傷和咯血、氣胸，尿胸、腸穿孔、腹主動脈，肝動脈，動脈破裂等，這些併發症雖然罕見，但如果沒有
及時處理，會對患者產生急性和長期的不良反應。因此 ESWL術後，不應該只追蹤腎臟，尤其對術後有反映持續腹痛的患者，
以超音波或電腦斷層檢查追蹤腹部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腹部超音波更具有及時性、便利性，及無輻射傷害的優勢。 

 
評估超音波虛擬接觸組織成像定量技術對於乳房腫塊良惡性鑑別度—中部某區域教學

醫院之經驗  
Poster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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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麗錦 1   黃柏諺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超音波虛擬接觸組織成像定量技術(Virtual Touch tissue imaging quantification, VTIQ)是利用低頻音波給予乳房組織壓
力，藉由偵測感興趣區域(ROI)內剪力波速度(shear wave velocity, SWV)來推估組織的軟硬度，利用音速在越硬的介質下傳遞的越
快，越軟的介質則傳遞的越慢的原理，是同時提供定性和定量的方法。本研究探討 VTIQ技術應用於乳房病灶其 SWV數值，
在良惡性腫瘤之間是否具鑑別度。 

材料與方法： 使用 SIEMENS ACUSON S2000儀器 9L4探頭執行 VTIQ量測 SWV值。儀器設定 SWV最大顯示數值為 10 m/s(超
過顯示為 high)，故顯示為 high的病灶，SWV紀錄為 10 m/s。本研究為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108年 1月至 109年 6月之回溯性研
究，蒐集 VTIQ和粗針切片共 114人，119個病灶。其中，114位病人之病理切片結果： 67例良性病灶，52例惡性病灶。本研
究排除常規乳房超音波就可以判讀為良性的病灶。將 67例良性腫塊的 SWV值與 52例惡性腫塊的 SWV值進行獨立樣本 T檢
定，信賴區間 95%，觀察良性與惡性腫塊之間的 SWV值是否存在顯著差異。

結果： 67例良性腫塊 SWV平均值 6.48 m/s，標準差 2.58 m/s。52例惡性腫塊 SWV平均值 8.32 m/s，標準差 1.78 m/s。獨立樣本
T檢定結果：F統計量的值是 8.39，對應的顯著性為 0.004(ρ<0.05)，說明兩樣本方差之間存在顯著差異，故看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的 t值(4.60)，其 ρ=0.000<0.05，故為顯著性，表示良性與惡性腫塊的 SWV值之間存在顯著差異。 

結論： 因 SIEMENS ACUSON S2000儀器之 SWV最高記錄值為 10 m/s，所以，惡性腫塊 SWV平均值可能被低估。總之，驗證
統計可知 SWV值在乳房腫塊確實存在著良性與惡性之差異，建議在疑似乳房腫塊加做 VTIQ，助於乳房腫塊良惡性病變的鑑
別，值得在臨床推廣應用。 

 

交叉融合腎外翻在超音波的表現－案例分享  Poster 162
US-010 

王純瓊¹   陳志强¹   黃振義¹   何俊泓¹ 

1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 交叉融合的腎外翻是一種罕見的先天性畸形，病患通常是無症狀，型態有多種。左腎異位位於右側更為常見。其
中超過 85％的患者融合，少於 15％的情況是未融合的。一般如果無症狀是不需要治療。

材料與方法： 男性 73 歲因腹部不明原因疼痛就醫，在腹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肝臟囊腫有出血狀跡象，做栓塞手術。術後腹部
超音波檢查。 超音波使用 LOGIQ E9（GE Medical Systems, Milwaukee, Wisconsin, USA）超音波掃描儀扇型(凸型)探頭來做檢查

結果： 此案例病人腹部疼痛就醫，腹部電腦斷層掃瞄發現肝臟有一顆大的肝囊腫，並且有輕微的出血跡象，並進行血管栓塞手
術。 在 CT的影像 AX view左腎看到 2個 renal hilum(腎門)， 右側腎窩處沒看到右腎。Cor view 可清楚看到左腎下緣連著右腎，
右腎 axis rotation。 腹部超音波檢查在右邊腎窩處沒看到右腎，在掃描左側時發現腎臟有比較大，但是無法清楚看左腎下部的邊
緣，探頭轉不同角度發現左腎下部有異物，探頭轉不同角度可清楚看到左邊腎臟下緣連接的另一邊的腎臟，且有明顯邊界，探
頭轉不同角度可清處看到 2個 renal hilum。 

結論： 當我們在執行腹部超音波檢查時，在腎窩的位置沒掃描到腎臟時，第一先問病人是否有開過刀，第二探頭再往下腹腔看
看腎臟是否有位移到下腹腔，第三除了懷疑病人天生單腎臟，在掃另一側腎臟時，應更加注意腎臟的完整性，看是否有異常發
育。在執行腎臟檢查時要注意腎臟外觀邊緣是否清楚完整，探頭多加不同角度掃描以避免遺漏任何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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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良性乳房病灶於超音波聯合虛擬接觸組織成像定量技術之探討  Poster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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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麗錦 1  黃柏諺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超音波虛擬接觸組織成像定量技術(Virtual Touch tissue imaging quantification, VTIQ) 是藉由偵測感興趣區域
內剪力波的速度(shear wave velocity, SWV)，來推估組織軟硬度。臨床上執行乳房超音波檢查發現非典型良性病灶時，會
加作 VTIQ 提供醫師做為診斷時參考，觀察發現這些良性病灶其 SWV 數值具有差異性，故收集病理切片後結果為良性病
灶進行分析。 

材料與方法： 使用 SIEMENS ACUSON S2000 超音波，乳房超音波使用 18L6HD 探頭，VTIQ 時使用 9L4 探頭。觀察腫塊
大小、邊界、回音、型態、內部血流供應等特徵，VTIQ量測 SWV值。蒐集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108年 1月至 109年 6月
間，63 位有測量 VTIQ 及粗針切片病理結果良性，總計 67 個病灶。依病理結果將病灶分成 9 類，以參考文獻上 SWV 良
惡性建議閾值 5.18 m/s (2014 年，Michael Golatta 等人)進行分組與分析。

結果： 在 67 例良性病灶中：發炎性病灶(膿瘍、慢性肉芽腫性發炎、乳腺炎)有 5 例，有 5 例 SWV 值大於 5.18 m/s 建議閾
值；纖維上皮病灶有 30 例，有 22 例大於建議閾值；腺病有 11 例，有 6 例大於建議閾值；囊腫有 4 例，有 1 例大於建議
閾值；乳突狀腫瘤及脂肪壞死各有 1 例，各有 1 例大於建議閾值；乳管內乳突瘤有 6 例，有 6 例大於建議閾值；良性組織
有 6 例，有 2 例大於建議閾值；微鈣化有 3 例，有 1 例大於建議閾值。

結論： SWV 數值越大，越是有惡性病灶的可能。此次統計發現發炎性病灶和乳管內乳突瘤在 SWV 值表現上均大於 5.18 
m/s，表示此兩類病灶雖為良性，但 SWV 數值表現上卻偏高。乳突狀腫瘤和脂肪壞死雖然 SWV 值表現上也均大於 5.18 
m/s，但因樣本數不夠，無法證明。其他病灶的 SWV 數值在呈現上並無趨勢，故不討論。綜合以上結果：VTIQ 於乳房發
炎性和乳管內乳突瘤等良性病灶時，SWV 數值表現上均比良惡性建議閾值高，期許此結果可提供給有興趣研究同好一個
參考。 

 

超音波影像雲端案例學習  Poster 164
US-012 

方鵬豪 1   林意專 1   李靜雯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 超音波為一門專業技術，技術及知識需長時間養成，所以更須具備高專業度之操作技術及精準的病灶辨
識，以提供臨床準確的超音波影像訊息。 專業技能需要時間養成，故新進超音波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更為重要，透過臨
床導師指導以及臨床練習，修正技巧並累積經驗，所需耗時約一年始能純熟獨立執行作業。 為維持高品質超音波影像及
提供有價值準確的臨床診斷， 雲端學習是未來的新趨向，將超音波大量疾病影像分類上傳，透過不斷更新與討論，建立
更齊全的資料庫，方便臨床放射師線上學習，輔助影像判讀能力，增加放射師臨床疾病知識，縮短檢查時間。希望培養
醫事放射師的超音波專業技能外，並提供更積極的專業超音波訓練計畫，以儲備培育人才。

材料與方法： 建立超音波專屬影像教學平台，由臨床教師收集大量疾病影像根據檢查部位（肝、膽、胰、脾、腎、肌
肉、血管），再依照疾病良性或惡性來分類上傳，提供醫事人員線上學習。 訓練前會有一個超音波基本測驗，來了解學
員哪方面需再加強，透過收集的影像給予教學，增強學員對影像敏感度，加上臨床教師即時指導，學員能有更多方面來
學習，訓練結束後，臨床教師會給予學員難度稍比前測高的後測與實作測驗，來了解學員學習狀況與改進教學模式。

結果： 透過回饋單調查，專業、技術與學習三方面，非常同意與同意都占了 80%以上，學員們給予很好的回饋。
技術方面，臨床指導教師予以考核計畫與學員自我評比，前測平均分數為 72.63，後測平均分數為 86.47，分數上明顯提
升，實作技巧透過檢查時間長短與影像清晰度和完成度來評分，滿分 10 分平均都有 8 分以上，完成度相當高。

結論：  優點：1.增加臨床超音波檢查人員即時影像判斷能力。2.縮短學員學習歷程。3.增加臨床特殊案例教學。
執行困難點：臨床放射師工作量增加，特殊案例收集困難，影響品質取決於臨床放射師對於疾病的認知程度，故難以。 
期許未來此平台為超音波臨床學習資源，使臨床超音波放射師診斷能力增強，對於代訓醫事職類人員及實習生也能有更
充足的資源能夠學習運用，增進臨床、教學、研究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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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磁振導引聚焦超音波進行腫瘤骨轉移熱治療後細胞激素改變與預後評估  Poster 165
US-013 

張綾娟 1   鄭秀成 1,2   許芳齊 3   陳盈汝 1,4   李欣倫 1,2,5   郭嘉駿 6,1   邱仲峯 1,2,3  

1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2臺北醫學大學臺北癌症中心 
3臺北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4臺北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5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6臺北市立萬芳醫院 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最新研究指出，腫瘤細胞凋亡及急性發炎反應可產生免疫相關細胞激素的改變，從而產生抗腫瘤效應。故
我們追蹤於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內使用的磁振導引超音波熱治療(MRgFUS)進行骨轉移治療患者，檢測受試者的血液
檢體，分析細胞激素改變與循環腫瘤細胞的突變變化，進行預後評估與預測。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試驗目的為量測 MRgFUS 對血液細胞激素生物標記以及循環腫瘤細胞的數量的影響；次要目
的為分析其和 MRgFUS 的疼痛療效及治療後無病進展期的關聯性。  
利用 Bio-plex pro 方法分析治療前後血清中細胞激素的濃度變化。並於熱治療後一周再評估病人，並依個案報告表紀錄疼
痛指數、常規臨床檢查結果、血液生物標記量測數值及在評估間期中於本院門診追蹤。

結果： 經分析 20 位患者於進行熱治療前後一周的血漿樣本中 27 種細胞激素、趨化素與生長因子的變化，結果發現以
IL6, IP10, 以及 VEGF 三者的變化最為顯著。且臨床疼痛症狀有 70%的患者在完成熱治療後一周得到改善，此時也是古典
發炎理論中先天性免疫消退，由專一性免疫力擴增放大的時間點。

結論： 綜合目前細胞激素與骨轉移患者的臨床數據，我們採用多變項 logistic regression 與 PCA 分析法，選取與治療效果
最相關的變項建立治療反應率的預測模型。該模型顯示於 MRgFUS 治療後，增益治療處的急性發炎強度，可預測患者治
療後免疫反應。而多數患者除了骨轉移，亦常發現其他的轉移病灶。針對此變因所影響的治療效果與免疫反應，我們採
用對應病例對照法，觀察主要觀察目標是待測生物標記在同一受試者接受治療前後的差異，藉此減少來自不同藥物治療
劑方的干擾。此外，受限於細胞激素的個體差異與接受 MRgFUS 的病例數較少的緣故，較長時間的追蹤研究將可提供更
進一步的治療結果與預後成效。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First Trimester Screening of Preeclampsia Based on 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Poster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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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Hsien Wen1,2   C.J. Chang2   J.J. Teng1    I-Hua Lee1   Chien-Hui Hung1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Women's Health,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2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reeclampsia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causes of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complications 
also impact on the medical cost of health providers globally, including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llnesses of new-borns and 
maternal chronic morbidity. Therefore, how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preeclampsia is the common goal of every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specialist and research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lected 350 women who received prenatal care in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from 2015 to 
2018. The GE Vluson S6 ultrasoun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mean value of bilateral uterine-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from 11 weeks 
and 0 days to 13 weeks and 6 days of early pregnancy to find out the uterine artery resistanc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blood flow resistance and the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of 
the pregnant women, the weeks of pregnancy before delivery, the weights of new-borns and the incidence of preeclampsia.

Results: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AUC area (0.835, 95% CI: 0.84-0.36) between the uterine artery resistance 
and preeclampsia, indicating a good diagnostic accuracy. Moreover,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showed that the uterine artery 
resistance, the weeks of pregnancy before delivery, and the weights of new-bor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Value < 0.05),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udies that preeclampsia causes early delivery and low birth weight.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revealed that uterine artery resist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preeclampsia, which can be used to monitor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he disease. 

 

Early Prenatal Diagnosis of Septo-optic dysplasia: Case Report 
Poster 167

US-015 

Li Hsun Chen1   Chih Jung Lee1   Yi-Jiun Yao1    Kun-I Lin1  

1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Chang Bing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Septo-optic dysplasia is a malformation of the front of the brain and includes optic nerve hypoplasia, 
absence of the septum pellucidum and pituitary deficiencies. This reports on our work of detecting SOD (Septo-optic dysplasia) using 
prenatal US (ultrasound) and 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23y/o healthy lady at was scanned for 2nd trimester high level screening and following 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ults: The ultrasound scan revealed the structure of CSP (cavum septi pellucidi) is not clear and suspected partial agenesis of 
corpus callosum. Then the following MRI shows absence of CSP. However, the pituitary stalk and optic apparatus were not well-
depicted. Combined with the ultrasound and MRI can detect fetal SOD (Septo-optic dysplasia) , and MRI images provide additional 
vivid illustration of brain structure that US cannot. After genetic counseling, the patient opted for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Conclusion: Improved fetal imaging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diagnosis of isolated absent septum pellucidum without other 
intracranial abnormalities. In conclusion, prenatal US and MRI both have a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fetal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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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Verification of Brachytherapy Using NIPAM Gel Dosimeter Combined with 
Parallel-beam Optical-CT scanner : a Feasibility Study 

Poster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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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 Min-Jia1  Wang Shiuan-Hui1  Chang Yuan-Jen2  Yao Chun-Hsu3  Chang Tung-Hao4  Lai Yuan-Chun4,5  Liu Fang-Tzu1  

1Department of Dentistr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Aerospace and System Engineering, Feng‐Chia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5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Brachytherapy is a treatment technique that put the radioactive source near the tumor target.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 dose distribution near the radioactive source because of the high dose gradient and large variation of dose 
in clinically. Traditional dosimeters, such as TLD and radiochromic film which were one and two-dimensional dose verification tool. 
Polymer gel dosimeter is able to measure dose distribu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it is a high potential dose verification tool.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cylindrical PMMA(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hantom which is 10cm in diameter and 10cm 
in height is used. The plastic tube in the phantom is used as a transfer tube for brachytherapy. NIPAM(N-isopropylacrylamide) 
polymer gel comprise 5% gelatin, 5% NIPAM, 3% Bis, and 5mM THPC. After solidification, the phantom is irradiated using 
Microtron and the source is Ir-192. The gamma evaluation technique is used to compares the measured and TPS doses point by point. 
The criteria are set as 3% dose-difference and 3 mm dose-to-agreement.

Resul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amma pass rate of dose measurement at 1 cm from the seed center had a good agreement for 
HDR brachytherapy. The gel dosimeter show disagreement in high dose gradient reg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source catheter.

Conclusion: The high dose rate and edge-enhancement effect do make an influence on the dose distribution. Other impact factors 
such as streak artifact in image reconstruction or the effect of polymerization by the transfer tube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in advance. 
3D measurements of dose distributions in brachytherapy would be desirable. NIPAM polymer gel dosimeter combined with self-
developed parallel-beam optical-CT scanner can measure quantitatively 3D dose distributions with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Finally, 
NIPAM polymer gel dosimeter has high potential to be an excellent dose verification tool for brachytherapy. 

 
Comparison of IMRT, VMAT and TOMO radiotherapy planning for Graves’ 
ophthalmopathy based on dosimetric parameters analysis: A case report  

Poster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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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Wei Chen1   Wen-Lan Wang1    Hsin-Yu Lin1    Ying-Hsian Chou1,2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wan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Graves’ ophthalmopathy (GO), is an autoimmune orbital inflammatory pathology closely related to 
thyroid diseases. The management of GO is usually based on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or orbital irradiation. Orbital radiotherapy 
remain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GO. To compare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tomotherapy 
(TOMO) an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for the treatment of Graves’ ophthalmopathy (GO) based on the 
dosimetric da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52-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GO were treated with radiotherapy of the retrobulbar area to the total 
dose of 20 Gy in ten fractions with a 6 MeV photon beam. An individual IMRT, VMAT and TOMO plan was created for patient. 
Conformity index (CI), homogeneity index (HI) and other dosi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targets and organs-at-risk (OAR) originated 
from the three kinds of pla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nformity index (CI) generated by IMRT, VMAT and TOMO were 2.22, 1.92 and 2.33, respectively. homogeneity 
index (HI) generated by them were 1.22, 1.10 and 1.11, respectively.  
Organs-at-risk (OAR) dose sparing distribution was shown that IMRT made higher dose distribution in the left lens (Dmax = 6.51), 
and higher Dmax in the right lens (Dmax = 6.79). IMRT plans revealed disadvantage in the OARs protection especially for the left 
and right lenses, optic nerves and eyeballs. 

Conclusion: VMAT is feasible technique in radiotherapy in 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simetric parameters. Homogeneity and 
OAR protection were slightly superior in IMRT and TOMO plans compared with VMA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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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Verification on Brachytherapy Using 3D NIPAM Polymer Gel Dosimeter  
Poster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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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ua Li1   Yuan-Jen Chang2   Chun-Hsu Yao3   Tung-Hao Chang4   Yuan-Chun La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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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eng-Ch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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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IPAM gel dosimeter with a 
clinically used Henschke applicator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rachytherapy dose verification so that the gel dosimeter could be 
employed in clinic in the futu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search designed a phantom filled with NIPAM (N-isopropylacrylamide) gel and a Henschke 
applicator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was implanted. A high dose rate (HDR) Ir-192 radioactive source was adopted to 
give this gel dosimeter phantom prescription dose for cervical cancer brachytherapy based on TPS by multiple-dwell position 
method, then three-dimension dose distribution data from gel dosimeter was measured by a self-created parallel-beam optical-CT 
scanner. 

Results: The isodose curve revealed that the gel dosimeter slightly underestimated the dose compared to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TPS. The possible reason was that the applicator wa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which played a role as a tract into the phantom to 
irradiate. Because the radiation was attenuated during irradiation, the gel dosimeter did not receive the originally set dose, so that 
the measured dose didn’t coincide with TPS. Even though there was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l dosimeter and the treatment 
plan in particular area, the overall gamma pass rate is over 95%. 

Conclusion: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TPS should consider the insertion of an applicator instead of assuming a homogeneous 
environment to calculate the dose, which may be overestimated. 

 
Using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mage Guidance System for 
Evaluation the Setup Errors between Different Fixation in Proton Therapy for 
Intracranial Lesions  

Poster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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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Yu Huang    Shu-Huei Tsai    Chia-Hsiang Lin   Yu-Husan Lu   Yu-Jie Huang* 

1Proton Therapy Center,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For particle therapy, an effective fixation method ensures excellent reproducibility. It is essential to 
perform a highly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patient before and during treatment. This study uses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mage guidance system to analyze the setup error between two fixation modes of proton therapy 
for intracranial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s who received proton therapy 
between April 2019 and October 2019(IRB:201801844B0) and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All of them were using a Base of 
Skull (BoS) frame with the thermoplastic mask. O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ite-block and the other without. The corrected 
displacement values with Six Degrees of Freedom (6 DOF) couch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for intrafractional setup error data.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ily CBCT images, a total of 88 fractions had pre-treatment positioning and verification.  
The 6DOF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of without bite block group translation in the X, Y and Z axes were 0.04 ± 0.02 mm, 
0.01±0.03 mm and 0.06±0.01 mm, respectively. The bite block group were 0.02±0.01 mm (p=0.097), 0.02±0.04 mm (p=0.407) and 
0.07±0.07 mm (p=0.466) , respectively.  
The without bite cork group rotation in the yaw, pitch, and roll were 0.09 ± 0.22, 0.01± 0.21 and 0.26± 0.29, respectively. The bite 
block group were 0.07±0.14 mm (p=0.161), 0.12±0.04 mm (p=0.224) and 0.12±0.10 mm (p=0.065) ,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ithout / with bite cork). 

Conclusion: This study was using daily CBCT to verify treatment position for each patient. The results show the trend that patients 
who have bite block may reduce errors than without bite block. We expect to collect more numerical data before observing whether 
the roll axis (p-value = 0.06)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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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mageJ 影像分析軟體測量遙控後荷式近接治療機輻射源停留位置分析  Poster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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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蓮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 
2花蓮慈濟醫院輻射防護室 
3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 遙控後荷式近接治療機為放射治療普遍使用的治療設備，藉由步進馬達控制 Ir-192輻射源經由裝療管及裝療器治
療腫瘤，故輻射源的停留位置會影響腫瘤的治療效果與劑量。本研究採用免費的公用影像處理軟體 ImageJ搭配 Garchomic EBT3 
films，用來精確測量輻射源停留位置是否符合法規限制值 1mm以下。

材料與方法： 將 Varian GammaMEDplus iX 3/24後荷式治療機(Afterloader)輻射源設定停留 4個停留點，每個停留點距離 2cm，設
定好停留點後，進入治療室，將 Garchomic EBT3 films免沖洗軟片妥善固定並且置放於在裝療器(Applicator)下方。將裝管器連接
至近接治療機，並且依設定停留位置實際曝射。曝射結束後，將軟片置放於防潮箱 24 小時後使用 Espon Expression 11000XL 掃
描軟片，圖檔輸出成 TIF格式，並且使用 ImageJ影像分析軟體分析軟片中像素值，找出各停留點位置，並且測量輻射源距離是
否符合設定值。 

結果： 透過 ImageJ 軟體進行輻射源路徑剖面分析，可以測量到輻射源停留位置，其解析度可達 0.01mm，測量值均符合法規限
制值 1mm以下。 

結論： 一般測量輻射源停留位置，主要透過原廠的品保設備(ex.Source step viewer GMplus)，在控制室以攝影鏡頭觀看刻度尺的
標記，此法雖然快速簡易，卻不夠精準，也無法量化誤差。雖然也可以透過專業分析軟體及 Garchomic EBT3 films，來進一步精
準測量輻射源停留誤差，但專業分析軟體(ex.Garchomic film QA Pro)通常過於昂貴，而 ImageJ為公用軟體，取得容易且可以自行
匯出影像數據自行後處理，或者是配合其他軟體分析資料(ex.Matlab)，靈活度高是其最大優點。

 

等效組織填充物對於放射治療之計劃靶體積劑量包覆性的影響  Poster 173
RT-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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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等效組織填充物與身體間隙的差異大小，對於放射治療之計劃靶體積（PTV）劑量包覆性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於方形假體上加上 6 mm的等效組織填充物，取得一組完全無間隙的電腦斷層模擬定位影像，於假體中規
劃一個 5x5x3 cm3大小的 PTV1，而於 PTV1中沿著相同的表面又規劃一個 4x4x1.5 cm3，大小的 PTV2，並執行電腦治療計劃，
其包覆率皆為 95 %。接著在相同的定位下，只改變等效組織填充物的位置，使其與假體中間造成間隙。分別得到 2、4、6、
8、10 mm不同的間隙的電腦斷層影像。再分別依據一樣的參數執行電腦治療計劃，並分析計劃靶體積劑量的包覆性。

結果： 等效組織填充物與假體之間無間隙的電腦治療計劃 PTV1與 PTV2包覆率皆為 95 %。而 2、4、6、8、10 mm不同的間隙
的電腦治療計劃 PTV1包覆率為 95%、95%、95%、90%、87%。而 2、4、6、8、10 mm不同的間隙的電腦治療計劃 PTV2包覆
率為 89%、88%、87%、80%、72%。 

結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等效組織填充物與假體之間的間隙，會影響電腦治療計劃 PTV包覆率。尤其是 PTV的體積較小，且等
效組織填充物與假體之間無間隙越大時影響越大。  
關鍵字 ：等效組織填充物、計劃靶體積（PTV）、電腦治療計劃

 

直線加速器配備雙光子能量的評估及其必要性  Poster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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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目前在放射腫瘤科執行放射治療的直線加速器大部分都具備兩個光子能量，分別是 6MV 與 10MV。目前治
療上就以這兩個光子能量使用頻率比較高，但這兩個能量又以 6MV 的使用頻率更高，甚至在其他放射治療(如
TomoTherapy 螺旋刀)只有 6MV:；此次研究主要是評估在直線加速器評估在弧形治療上(VMAT)比較 6MV 及 10MV 在治
療上劑量的表現，及評估在直線加速器上只使用 6MV 的可行性。

材料與方法： 先蒐集安泰醫院放射腫瘤科近三到五年有使用放射治療的病人其使用的能量分別是 6MV 或 10MV，並記錄
病人治療的癌別，使用當時定位的 CT 影像在 pinnacle 治療計畫系統進行劑量評估。為方便比較兩能量的表現，除了治療
能量不同，其餘參數設定、劑量限制及 PTV 包覆率等則完全相同，並同時確保所有劑量限制都能符合放射治療指引。  
此次研究分析人數有 10 位且只挑選腫瘤位置位於胸腔及骨盆且治療位置都距離體表有一定深度(盡可能在身體中心)，其
包含的癌別有 4 位食道癌、3 位直腸癌及 3 位攝護腺癌。 藉由上述得到的數據，並使用 t 檢定來評估 6MV 與 10MV 在危
急器官劑量上有沒有明顯差異。 

結果： 在完成劑量評估後，6MV 與 10MV 都能達到醫師要求的處方劑量及包覆率。在危及器官的劑量表現上，以攝護腺
癌為例周邊正常組織(股骨頭)接收到的最大劑量 10MV 比起 6MV 而言略有下降的表現，但根據統計結果顯示皆無明顯差
異，比如在食道癌上肺的 V20Gy 其 P 值為 0.535 或在骨盆部分股骨頭接受最大劑量其 P 值為 0.302。 

結論： 6MV 與 10MV 在治療表現上整體不會有明顯差距，其原因在一開始就已經排除距離體表過淺的案例，再加上之後
評估劑量的過程中除了使用不同能量外，其餘部分皆使用與當初治療病人完全相同的設定參數及限制；會選擇不使用新
的參數設定的原因，主要是如果同一位人員重複評估同一個治療計畫，會根據之前的製作經驗進行優化，這可能會造成
之後的治療計畫與一開始的治療計畫會有比較上的困難。分析病人數量上較少，原因主要是治療位置位於身體中心的條
件下已經剔除很多案例，加上通常此類型的治療計畫電腦需要更長的運算時間，需要更長時間累積數量；未來也會慢慢
增加分析的數量，來增加此研究參考價值， 6MV 有著較低的使用成本，比如說在屏蔽厚度及中子汙染防護等。若在放射
腫瘤科內只有一台直線加速器仍是以配備雙光子能量為主，因 10MV 在治療深度較深的表現仍有其優勢；若撇除使用成
本而言，對於治療病人上能讓腫瘤科醫師有多一個選擇可以達到最好的治療結果。但若有兩台以上直線加速器再考慮使
用成本之後，可以考慮只開啟單能量進行日常治療也能減省為品質保證投入的人力與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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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皮膚電子射束照射 Total Skin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TSEB)劑量分布分析與

臨床運用  
Poster 175

RT-008 

陳孟銓 1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本案例的病人因診斷有 T細胞淋巴腫瘤中的蕈狀肉芽腫症狀，108年 3月至 4月期間針對頭皮及右耳進行了局部
的放射治療。第一次治療結束 3個月後，病人雙側腋下及右鼠蹊部也有蕈狀肉芽腫症狀，7月至 8月期間針對雙側腋下及右鼠
蹊部進行放射治療。第二次治療結束 1個月後，病人針對多處再次進行放射治療，包括﹔右眼瞼、左臉頰、右側前臂、右側手
肘、左鼠蹊部。最後，病人進行了低劑量的全身皮膚電子射束照射，並且在日後進行骨髓移植。 

材料與方法： 治療採用史丹佛技術，每天治療使用三個雙照野，兩天為一個循環，處方劑量為 200cGy。本次案例為例，第一
天照射 AP , RPO, LPO三種姿勢；第二天照射 PA , LAO以及 RAO三種姿勢，每個姿勢都會給予雙照野治療。在治療期間的第
一次、第二次及第五次在病人身上貼 69片 TLD做劑量驗證，貼片分布範圍分頭頸部 10片、上肢 24片、軀幹 15片、下肢 20
片，除頭頂、甲狀腺、性腺、腳底以外，其它皆成對於身體 2側，在照射完畢後 5~6小時進行掃描分析。 

結果： 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測量結果臉部左側 TLD數值均偏高，病人腳底平均接收劑量為處方劑量 40%，其餘結果皆在±10%
以內。 

結論： 針對第一次、第二次的頭部劑量分布結果，後續的擺位中確認頭部無旋轉，鼻子、下巴及眉心與肚臍方向須一致。在
第五次的 TLD數值中有明顯改善頭部劑量不均的問題。針對腳底板劑量不足的部分，開始加照腳底板部分，共四次每次給予
200 cGy。早期 TSEB治癒性治療法，病人須在 8至 10周內接受 30~40 Gy。當病人皮膚接受劑量高達 10Gy時，皮膚會呈現輕度
紅斑、乾燥脫皮與變黑。若劑量達到 25Gy，病人手部會短暫腫脹、水腫，甚至起水泡。以本案例為例，病人只需接受 12Gy的
低劑量照射，再搭配後續骨髓移植，即可達到治癒性效果，病人照射過後的副作用也較輕微。案中病人到治療結束，只有皮膚
乾燥及變黑。 

 

評估乳癌患者懷孕中放射治療胎兒接受的劑量  Poster 176
RT-009 

賴鵬安 1  葉啟源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病患為左側乳癌，治療結束後追蹤發現懷孕 4 個月，治療期間推算懷孕週數為 8-12 週，查閱病歷後病患是
在化學治療後懷孕，再至本科接受放射治療。 

材料與方法： 因病患為治療完成後才告知懷孕，推算治療期間懷孕週數為 8-12 週，因無法確認胎兒與治療位置之間的距
離。只能根據 TG36 號報告模擬懷孕 8 至 22 週胎兒位置，將 EBT2 底片置於 Rando 人形假體相對位置，給予全乳照射
5000cGy，再縮小範圍照射病灶 1000cGy，將底片掃描量測可能接受到的輻射劑量。

結果： 在距離乳房照野下緣 12 公分，17 公分以及 22 公分，分別測得劑量 0.2996 Gy，0.225Gy 以及 0.0238 Gy。

結論： 根據文獻，孕婦在懷孕期間接受到輻射線對胎兒的影響，包括：孕程 2-8 週，器官發育異常。孕程 8-25 週，智力
發育遲緩。但如果劑量低於 0.10Gy，對胎兒的影響是可以忽略的。因本案例在治療後才發現懷孕，胎兒狀況已無法完全
掌握，追蹤期間醫師也說明輻射對胎兒可能造成的影響，但患者仍想繼續孕程。因此和婦產科醫師溝通，密集監測胎兒
狀況。同時進行羊膜穿刺，確認胎兒基因是否異常。若有異常不排除引產。所幸檢查結果一切正常，患者也順利生產。 
癌症病患治療中懷孕，在臨床上極少發生，尤其是病患才完成化學治療療程。雖然醫師曾詢問是否懷孕，病患也因化學
治療造成月經不正常而誤以為沒有受孕，因此對於適齡懷孕的女性病患，在不確認是否懷孕的情況下，建議病患先行驗
孕，避免再次發生類似案例。

 

探討呼吸調控對內乳淋巴結照射的影響  Poster 177
RT-010 

蘇啟文 1  李哲暐 1  李淞維 1  何聖佑 1 

1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針對左側乳癌的患者，在需要內乳淋巴結照射情況下，探討使用不同種呼吸調控技術，對心臟保護
效果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 收集三十位左側乳癌患者的電腦斷層定位影像，由不同的呼吸調控技術，各取十位，比較的呼吸調控技術
包含有主動式呼吸調控(Active Breathing Control，以下簡稱 ABC 技術)和壓腹器呼吸調控(forced shallow breathing with 
abdominal compressor，以下簡稱 AC 技術) 以及沒有使用以上呼吸調控者，採自由呼吸方式(Free Breathing 以下簡稱 FB 技
術)。處方劑量皆為每日 200 cGy，治療 25 個分次，總劑量共 5000 cGy 的情況下。研究方式是採回顧性重做 30 名患者的
治療計畫，再將計畫結果進行 ANOVA 統計分析。

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心臟平均劑量的差異在全乳照射下，ABC 技術的劑量為 162±104 cGy，AC 技術劑量為 421±200 
cGy，FB 技術的劑量為 435±197 cGy。心臟平均劑量的差異在包含內乳淋巴照射下，ABC 技術劑量為 223±114 cGy，AC
技術劑量為 770±261 cGy，FB 技術的劑量為 666±270 cGy。由結果可以看到，不論是全乳照射或是包含內乳淋巴照射下，
ABC 技術的心臟平均劑量是明顯較小的。 

結論： 綜合以上結果顯示，內乳淋巴結照射下，患者使用 ABC 技術對於心臟保護效果皆明顯優於其他二者。也就是說，
如果需要接受內乳淋巴結照射的患者，最好搭配主動式呼吸調控來做治療，以獲得最佳的心臟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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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治療於蟹足腫之應用—案例分享  Poster 178
RT-011 

黃雁媚 1   謝毓真 1   李岳駿 1,2   張席昌 1   李紹禔 1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2中山醫學大學 

背景及目的： 蟹足腫(keloid)為一種皮膚受傷後，在傷口癒合的過程中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產生過量的膠原蛋白，使疤
痕超出原傷口邊緣向周圍正長皮膚生長，呈現如「蟹足」般的瘤樣增生，故稱之。 單純的手術切除有極大機率再復發，
但如果術後配合其他治療，就能獲得較為良好的治療效果。手術搭配術後放射線治療，能將蟹足腫控制率控制在 67-
98%。本文分享一名蟹足腫患者在手術切除後接受近接治療之心得。

材料與方法： 一名蟹足腫患者，於右胸壁有一 20 公分之蟹足腫疤痕，於手術切除疤痕後 48HR 內接受近接治療。治療
前，於患部上方放置 1.5-2cm bolus，並在 bolus上順著疤痕黏貼 catheter，置入 wire後進行 CT掃描以設計治療計畫。在皮
膚表面下 0.5cm 給予總劑量 20Gy 分四次照射。治療時擺位方式亦同。治療後記錄其疤痕狀況。 

結果： 患者在接受總劑量 20Gy 的照射後，沒有皮膚炎及潰爛性反應(急性反應)，術後兩週、一個月和三個月的追蹤也並
沒有蟹足腫增生情況，治療後有明顯改善的效果。

結論： 蟹足腫術後放射線治療大部分使用電子射束照射，但是電子射束照射時因需架設電子錐筒，且執行治療時，射束
入射角應盡量與治療表面成垂直。若疤痕長度過長，超出電子錐筒之範圍；或疤痕並不在同一平面上，射束角度無法完
全垂直於整個疤痕，這些狀況可能需要使用兩個以上照野相接來完整涵蓋治療所需範圍，而照野相接處可能容易產生劑
量的誤差。 使用近接治療(brachytherapy)相較於電子射束照射，可單次完成的照射長度較長，且在不平整或彎曲表面比較
不受限制。因此，在蟹足腫疤痕長度較長，或是疤痕發生在不平整表面，如腋下、下巴及肩膀等處，在手術後可考慮搭
配近接治療來達到良好的治療效果。 

 

頭頸部癌症治療應用壓肩器以改善固定效果  Poster 179
RT-012 

賴鵬安 1 葉啟源 1  

1童綜合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目前本科於頭頸部癌症病患使用中的固定模具只能固定頭部，無法限制病患肩部位移。為提高病患位置穩
定性及再現性，增加壓肩器以改善固定效果。 

材料與方法： 將病患分成實驗組及對照組，在治療室收集病患對位後位移的距離，比較有使用壓肩器及沒有使用壓肩器
之間的差異。 

結果： 對照組在不使用壓肩器的情況下，第二階段治療位置，Lat、Lng 以及 Vert 位移和第一階段治療相比，差異不太，
移動小於 0.1cm 的次數各佔 50%。 實驗組治療位置，Lat、Lng 以及 Vert 位移和第一階段治療相比 Lat 位移由 0.161 cm 縮
小至 0.087 cm。Lng 位移由 0.15 cm 縮小至 0.056cm。Vert 位移由 0.195 cm 縮小至 0.051cm。 移動小於 0.1cm 的次數 Lat 增
加 6.9%， Lng 增加 45.7% ， Vert 增加 45.7%。 

結論： 根據病患使用資料統計，壓肩附件的確可以減少移動距離，對治療精準度有幫助。單獨使用壓肩附件可以減少購
買全套頭頸肩固定器的費用。

 

三維列印與商用組織補償物於病人定位時之誤差評估  Poster 180
RT-013 

黃小茹 1  李紹禔 1   朱欣怡 1   周英香 1   李岳駿 1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全乳切除手術後的乳癌患者，為確保表淺靶區得到足夠之放射線劑量，照射範圍之皮膚上需覆蓋補償物。
由於深度極淺，且術後患者體表不規則的凹陷導致市面上商用補償物無法完全服貼在皮膚上，造成空隙，增加劑量的不
確定性，三維積層式列印機使臨床人員可為病患量身訂作補償物。

材料與方法： 全乳切除手術之患者共 10 名，4 名覆蓋以商用組織補償物，6 名患者使用三維列印組織補償物，透過電腦
劑量計劃系統在電腦斷層影像上描繪出虛擬補償物，再輸出 DICOM檔案，轉為可列印之立體圖檔，以材料擠製成型技術
製作。經由每日影像導引，記錄各個軸向之影像比對誤差。商用組織補償物組共取得 91 個檢測值；三維列印組則取得 61
個。 

結果： 商用組織補償物組與三維列印組在橫向 X 軸變位誤差平均分別為 0.143±0.240cm，與 0.096±0.201cm，p=0.193；縱
向 Y 軸變位誤差平均分別為-0.014±0.234cm 與-0.021±0.255cm，p=0.857；垂直向 Z 軸變位誤差平均分別是-0.026±0.32cm
與-0.123±0.28cm，p=0.0510；橫軸轉動（pitch）角度平均分別為-0.203±0.837˚與 0.334±0.909˚，p=0.0003；縱軸轉動
（roll）角度平均分別為 0.313±0.728˚與-0.633±1.286˚，p=0.0000013；垂直軸轉動（yaw）角度平均分別是-0.034±0.872˚與
0.018±0.883˚，p=0.721。統計方法為雙尾學生 T 檢定，評估兩組各變數平均之差異。

結論： 垂直向 Z 軸有差異趨勢出現；橫軸與縱軸轉動角度上則出現有顯著統計意義的差異。來源可能是商用組織補償物
組直接對位在病人身上的標線，而硬質三維列印補償器是對齊印出的標記點，呼吸起伏所帶來垂直向位移較顯著，兩個
軸向轉動角度誤差有可能因患者躺的姿勢受限於硬質補償器所致，操作三維列印補償器仍需要更多使用經驗與呼吸觀
察，而平均誤差在位移上與商用補償器相似，角度誤差差異不到 1˚，值得進一步探討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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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足部放射線治療使用自製模具之經驗分享  Poster 181
RT-014 

廖芝瑩 1   陳詩韻 1   姚玉珍 1  

1秀傳醫療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以往對於足部放射線治療會使用真空固定墊或發泡式固定器模具製作方式來固定病人，因考量到真空固定
墊對於肢端的固定性效果有限；而密合度較好的發泡式固定器則有回收環保之問題。本科研究使用自製模具後可提升病
人的固定性、舒適度，也探討病人治療部位擺位位置的準確度，確實在治療期間都能保持良好的再現性，故提供此經驗
分享。 

材料與方法： 此案例分享是一位男性患者有左腳背皮膚癌。模具製作方式是使用本科自製的三角板先固定於頭頸專用的
universal Head Board 上，再讓病人患側腳踩於三角板上，膝蓋下方墊舒適的棉被幫助膝蓋微彎有利於病人平躺時腳能踩
於三角板上，之後製作一個足部 Mask。電腦斷層定位標記線除了 Mask 上的標示，中軸(X 軸)延伸到 Mask 外的小腿上，
更能確保整個腳的旋轉度一致。治療期間使用 CBCT(cone beam computer tomography)掃描，獲得之平移三軸 X,Y,Z 和旋轉
三軸 RX,RY,RZ 擺位位移校正資料共三組。 

結果： 35 次的治療次數，約 11 天執行一次 CBCT，共獲得三組擺位位移校正資料，平移軸(X,Y,Z)及旋轉軸(RX,RY,RZ)
的平均標準差分別為 0.18±0.07，0.15±0.13，0.19±0.05 單位公分與 1±0.17，0.07±0.1，0.03±0.25 單位度。 

結論： 以往使用真空固定墊或是發泡式固定器的缺點是病人平躺時腳背的角度無法呈現平面而有高低落差，如此劑量會
較不均勻，治療計畫的角度較不好設計，而採用本科的自製模具，病人躺的舒適，膝蓋微彎可讓腳背呈現平行，治療角
度的設計不會被限制，使用 MASK 固定更能確保整個足部的位置固定，治療位置的準確性及再現性經過 CBCT 比對影像
也得以證實，擺位位移校正數據平移軸的平均位移誤差小於 0.5 公分、旋轉軸的平均誤差也小於 2 度，皆符合臨床擺位誤
差範圍內。此自製模具的模板也已例行性使用於本科所有足部的放射治療。

 

運用 TRM 團隊資源管理—以體重監測機制，提升癌症病人放射治療計畫遵循率  Poster 182
RT-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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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秀傳醫療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 在放射治療療程中，病人中斷放射治療，會嚴重影響癌症治療成效；分析無法遵循放射治療計畫的原因，1.病況
不好、死亡 2. 營養不足導致體重下降 3. 皮膚炎、白血球低下等副作用 4.其他：故運用 TRM(團隊資源管理)手法，實施體重監
測機制，協助病人營養諮詢轉介，以期減少營養不足導致體重下降，提升癌症病人放射治療計畫遵循率。 

材料與方法： 1.統計分析方法：卡方檢定(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2)  2.體重監測機制實施流程中，放射師與護理師記錄病人
體重數據，運用 TRM的互相提醒；當體重下降大於治療前 3%，與營養師、癌症資源中心落實交班，以協助病人營養諮詢轉
介；並與醫師運用 ISBAR有效溝通病人體重下降狀況；對於病人體重持續流失狀況，必要時可再三關切病人狀況。

結果： 1. 回溯紀錄統計，2017年至 2018年放射治療計畫遵循率為 72.4% (286/395人)；無法遵循治療計畫的原因分析中，有關
於病況不好、死亡有 35位(佔 8.9%)，營養不足導致體重下降有 31位(佔 7.9%)，皮膚炎、白血球低下等副作用有 22位(佔
5.6%)，其他:拒做、轉院、開刀…等有 21位(佔 5.3%)。 2. 運用 TRM體重監測機制後，2019年放射治療總人數有 218位，放射
治療計畫遵循率為 84.9% (185/218人)，無法遵循治療計畫的原因分析中，有關於營養不足導致體重下降有 8位(佔 3.7%)。3. 透
過團隊合作照護，因營養不足導致體重下降而無法遵循治療計畫的人數比例由 7.9%降低至 3.7% ( Chi-square p <0.05)；癌症病人
放射治療計畫遵循率從 72.4%提升至 84.9% (Chi-square p <0.001)。

結論： 深化同仁運用 TRM手法，能在放射治療過程中，有效改善治療引起之體重下降及無法遵循放射治療計畫的問題，建立
團隊合作，進一步提升病人放射治療品質與成效。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降低放射治療計畫異常率  Poster 183
RT-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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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放射治療除了醫師評估以外，還需要物理師設計治療計畫及放射師執行治療前準備及確認工作。本科最近
發現放射治療計畫之異常率偏高。故運用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進行系統性分析，確立根本問題或導致
之原因。 

材料與方法： 一、現況分析 本科於 109 年發現治療前計畫確認之異常率偏高，異常事件之定義為放射師於第一次治療前
確認病人紙本與電子之治療計畫是否有遺漏或錯誤，有則為異常事件並將其記錄。108-109 年 3 月每月平均異常率為
13%，亟欲了解原因並改善。 二、事件調查 召集 6 位成員組成 RCA 小組，分析討論全部共 182 件異常事件，畫出圖一之
失效樹分析圖 三、找出近端原因 由失效樹分析發現之近端原因有：1.治療計畫紙本記錄單與 MOSAIQ 系統不符 2.參數輸
入錯誤 3.未傳送驗證影像 4.未上傳病人照片 四、確認根本原因 小組深入討論後發現根本原因如下：1.教育訓練不足 2.紙
本內容太多且多與 MOSIAQ 系統重複 3.缺乏機制提醒事務員上傳照片 4.衛教流程設計不良導致常漏拍病人照片 5.製作治
療計畫之時間不足，導致留給第二位物理師覆核的時間很趕。

結果： 為降低異常事件發生，小組擬定之改善行動分為執行面：1.提醒醫師畫靶時間，以避免製作計畫及覆核的時間太
短 2.加強教育訓練，降低筆誤或參數輸入錯誤 3.建立提醒機制，事務員每日下班前須上傳照片至系統中。制度面：1.簡化
紙本內容，減少重複抄錄造成的筆誤 2.改善衛教流程，改為由護理師於衛教時拍攝照片，降低漏拍機率 3.與廠商及資訊
室合作，導入流程及資訊管理系統 109 年 3 月實施改善行動後，治療前計畫確認異常率由原本平均 13%，降低至 109 年 4
月 4.2%、5 月 8.8%。 

結論： 透過 RCA 探討根本原因，雖然會耗費大量時間，但較能聚焦整個事件，進行系統性的檢討與改善，且確實降低異
常的發生率，而非將錯誤歸咎給個人。由於改善行動仍在進行中，未來可繼續統計並分析異常原因，藉以調整改善行
動，達到落實 RCA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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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99m 標幟紅血球胃腸道出血造影意外發現腸道腫瘤—個案分享  Poster 184
NM-001 

呂坤達 1  

1台東馬偕紀念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因病患貧血懷疑下消化道出血，而安排出血造影檢查，經手術時意外發現腸道有腫瘤。 

材料與方法： 病患為一名 55 歲男性，是肝硬化患者胃腸道出血伴貧血，胃鏡和結腸鏡檢查陰性。使用 SIEMENS Symbia
伽瑪閃爍造影儀做胃腸道出血檢查找出血點。 

結果： 胃腸道出血檢查使用 Tc-99m 標幟紅血球掃描顯示，在注射放射性示?劑後 45 分鐘，腹部的左下方有一個輕度放射
性蓄積的區域，且隨著腸道移動，再連續追?八小時後，顯示了整個腹部從下側到右側都有部份顯影的範圍，可能是從小
腸到大腸的蠕動，懷疑是胃腸道出血所致。之後也加做膠囊內視鏡檢查，發現小腸中有大量血液，可能在遠端空腸處。
所以經腸胃科安排手術，術後病例報告意外發現，該出血處有一腫瘤為間變性/肉瘤樣癌。

結論： 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見原因是消化性潰瘍，其次是急性胃黏膜病變和食道胃底部靜脈曲張破裂；下消化道出血的
主要原因是腫瘤和炎症性病變。可以使用膠囊內視鏡、腸鏡或胃鏡檢查出。核子醫學造影在腸胃道出血也扮演一個重要
角色，是利用標誌紅血球會使用的 PYP-kit 只因為該 kit 中所含的 SnCl2 較多之故，再將紅血球標誌上 Tc-99m，藉此觀察
體內血液的分佈狀況，因此影像中出現不正常的放射活性堆積，便可以懷疑是否有血液流出了血管外，也就是發生了出
血的現象，再用伽瑪造影機來顯影，就算出血量小到每分鐘 0.1ml，也可以顯像出來。若是有出血則可以用內視鏡止血或
經由血管攝影來做栓塞治療。

 

以 SNMMI/CTN 肺癌假體進行數位式正子暨電腦斷層掃描儀影像參數最佳化  Poster 185
NM-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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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林口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 新一代數位式正子暨電腦斷層掃描儀 GE Discovery MI 使用新的重組技術 Q.clear 與 time-of-flight(TOF)，提
高影像訊雜比、正子定量的準確性，以及增加小病灶的偵測效率；本研究使用 Society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Molecular 
Imaging/Clinical Trials Network (SNMMI/CTN)肺癌假體對數位式正子暨電腦斷層掃描儀進行掃描、重組參數最佳化測試。

材料與方法： CTN 肺癌假體包含 7 個分佈在均質背景區的不同大小之球體 (球體:背景區=4:1 之對比活度)與 5 個分佈在肺
部模擬肺部病兆之球體 (高對比區小病灶偵測效率)，本實驗固定 1.5 分鐘掃描時間，改變下列參數進行重組 (一) 關閉 TOF
技術僅改變 Q.clear 值為 200, 300, 350, 550, 700，(二) Q.clear 值固定下開啟/關閉 TOF 技術，針對上述影像分析其對比度是
否接近真實 4:1，並且請 2 位核醫科醫師根據肺部小病兆偵測效率、影像訊雜比進行滿意度評分。 

結果： (一) 無論 TOF 技術是否開啟，Q.clear 值增加球體攝取量下降，(二) 使用 TOF 技術之影像其對比度較接近真實 4:1
比例，以 Q.clear 300+TOF 最接近真實 4:1 濃度比例，(三)2 位核醫科醫師一致最滿意 Q.clear350+TOF 影像品質，其次為
Q.clear550+TOF 影像。 

結論： 使用 CTN 肺癌假體對數位式正子暨電腦斷層掃描儀進行影像重組參數測試，考量對比度的準確性、醫師對影像訊
雜滿意度、小病灶的偵測效率，建議使用每個照野 1.5 分鐘掃描，以 Q.clear 350+TOF 進行影像重組。 

 

以 QC 手法降低門診病人核醫全身骨骼掃描排程閾值  Poster 186
NM-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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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由於本院核醫科單光子發射式斷層掃描儀只有一台，門診病人全身骨骼掃描排程閾值長期居高不下，若能改善門
診病人全身骨骼掃描排程閾值過長的狀況，對病人來說，可以避免因排程時間過長而延誤其他檢查或治療，對同仁來說，可以
避免因排程時間過長而被開單醫師或病人抱怨，對院方來說，可以避免因排程時間過長而使病人對醫院觀感不佳或是到他院就
醫。 

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採回溯性資料收集方式，查閱台大新竹分院 108.1~108.4 核醫排程系統，找出這段時間內，門診病人全身
骨骼掃描排程閾值超過醫院規定大於 14 天的病人，對於排程閾值過長的病人，都會查閱排程登記本與電腦排程系統，將排程
閾值過長原因加以統計分析，以品管手法 P-D-C-A方式尋找出造成病人排程閾值過長最主要的原因並加以改善。 

結果： 分析後發現，排程閾值過長最主要的三個原因依序為: 「1.核醫科檢查項目太多」、「2.住院病人的需求量變多」、「3.
外院代檢病人太多」，我們的對策是分別為「1.將同性質檢查安排在同一天完成」、「2.沒立即性需求的住院病患出院再
做」、「3.待新竹生醫分院核醫科營運後病人可分流到生醫分院做」，但由於生醫分院核醫科尚未開始營運，所以策實施日期
無法趕上這次的 QCC 完成時間，目前現階段做法是「將轉檢病人的排程時間往後移，以利短期不擠壓本院排檢名額」；這三
項對策執行一個月後，排程閾值由改善前的 30.08天降至 18.8天，降低幅度達 37.5%。

結論： 討論：現階段的改善方式可能對近期的排程天數可以有改善，但長期來說，可能還是需要有第二台機器來分擔業務，或
是人力的增加來延長儀器每日的工作時間，才可改善排程閾值過長的問題。 結論：對策實行一個月後發現門診病人全身骨骼掃
描排程閾值有降低，由改善前的 30.08 天降至 18.8 天，可見對策實施對短期降低門診病人全身骨骼掃描排程閾值有不錯的效
果，而生醫分院核醫科預計 110年會完工，屆時排程閾值過長的狀況可望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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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以不同方法合成 131I-IMPY 之合成率及對細胞專一性與毒性效果之評估  Poster 187
NM-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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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 131I-IMPY (6-iodo-2(4’-dimethylamino)-phenyl-imidazo[1,2-a]pyridine)是由硫磺素-T (Thioflavin-T)等纖維素染
劑衍生而來，修飾原先的結構而展現出完整且適當的腦部代謝藥物動力學，具有高親脂性、體內安定等特性，本實驗利
用 IMPY對於正常細胞低吸收率的特性，測試 IMPY是否對於其他腫瘤細胞有較高的吸收率，用此研究 IMPY是否能用於
其他腫瘤細胞上，以達到診斷或治療癌症的結果。

材料與方法： 使用同位素交換法以及氧化性碘化法的合成方法進行 131I-IMPY 的標幟(活度 1 mCi)，觀察兩種標幟方法的
標幟效率。利用 IMPY 對於不同細胞進行藥物的吞噬率實驗，並利用不同濃度的藥物對細胞進行毒性與老化率分析，以
及使用細胞螢光免疫染色觀察細胞吞噬不同濃度藥物後的表現。

結果： 結果顯示氧化性碘化法比同位素交換法有更好的標幟效率，標幟效率達 10.18%。而在細胞實驗的結果中顯示，
IMPY 對於 SH-SY5Y 細胞的影響最小。而在細胞螢光免疫染色的結果中發現，當藥物濃度上升時，四種細胞的外型改
變、細胞數目逐漸減少，而凋亡的程度也逐漸增加。在 48小時的培養結果中，得到 SH-SY5Y細胞對於 IMPY的平均吞噬
率約為 31.79 %，MCF-7 細胞約為 28.51 %，CCL-13 細胞約為 23.81 %，Hep G2 約為 28.69 % 

結論： 合成實驗中，氧化性碘化法比同位素交換法有更好的標幟效率，但由於實驗中受限於放射線活度的關係，使得
131I 數目較少，化學反應碰撞率較低，而未能使氧化性碘化法達到更高的標幟效率，另外透過觀察 IMPY 與細胞之間的
作用發現細胞對於此藥物的毒性以及耐受程度，但許多交互作用仍未清楚了解，尚待更多研究探討，進一步的運用在醫
學影像檢查與治療的領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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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 INSTRUMENT-TECH, CO.,LTD. 總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Medical Imaging Corporation 醫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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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007A  
CT Dose Phantom 
Comply with FDA performance standard 
 
 

Model 903 
Radiography Fluoroscopy QA Phantom  
Solid assessment tool for x-ray image quality programs 

Model 015  
Mammographic Accreditation Phantom 
Require for MQSA program 

 CIRS Phantom   
  

QUALITY ASSURANCE 

RESREARCH 

TRAINING 

 The phantom consists of a set of nes�ng 15 cm thick 
solid PMMA disks measuring 16 cm (head) and 32 cm 
(body) in diameter. The adult head disk is also suitable 
for pediatric body measurements.  Our Model 007A 
addi�onally includes a third nes�ng disk measuring   
10 cm in diameter for pediatric head measurements. 
Handles on the body and head are provided for ease   
in handling and maneuverability. 

  

The Phantom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a mammographic system by a quan�ta�ve 
evalua�on of the system’s ability to image small 
structures similar to those found clinically.      
Objects within the phantom simulate calcifica�ons, 
fibrous calcifica�ons in ducts and tumor masses.  

The Phantom is designed to provide physicians with 
an opportunity fo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ir 
Radiography/Fluoroscopy facility image quality 
programs.  The Phantom can be used for ini�al QA 
assessment and rou�ne monthly QA tes�ng to help 
ensure pa�ents are receiving the best possible X-ray 
examina�ons. Op�onal accessories are available to 
evaluate iodine contrast visibility and linearity as 
well as digital subtrac�on effec�veness under 
various cond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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