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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系統的演進

Camus C.Y. Wu.\吳志毅

Nuclear medicine Dep.\核子醫學科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長庚紀念醫院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桃園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895 Röntgen發現X光
‧1928 國際X射線及鐳防護委員會
‧1958 國際輻射防護委員會
‧1970的改變
‧1990的持續演進

游輻防護觀念的演進

Die Triumphpforte
Tylor, Innsbruck

1895 Röntgen 發現X光

1928 國際X射線及鐳防護委員會

1958 國際輻射防護委員會

1928 開始注意到「輻射傷害(threshold effect)」 ，以「工作時數」
限制醫療職業暴露，當時的年劑量限值約為1,000 mSv。

1934 建議年劑量限值約為500 mSv。

1951 對於低「線性能量轉移（LET）」進行管制，建議的劑量限值
約為3 mSv-每週（每年約150mSv）。

1954~1955 由美國放射師與日本原子彈受曝者的輻射傷害與效應，推
定機率效應(stochastic effect)無閾值，應盡可能抑低。

1957 建議年限：Occupational：50 mSv, Public member：5 mSv
1959～ ICRP各式報告與陸續修正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895-1914 _X光機的濫用

1896 年12 月針對皮膚效應的一些簡單建議（以防止灼傷）：

(1)曝露時間盡可能短。

(2)不要讓x 光管靠近人體小於12 英吋(30 公分)。

(3)仔細在皮膚塗擦凡士林並在會曝露的部位保留一層。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15-1939 _輻射防護組織形成的時期

1907 年丹麥便要求使用者需持有執照

1913 年德國侖琴學會：強烈的輻防建議，說明只要遵守這些建議便可
防許多傷害和死亡。

1915年英國侖琴學會：警告性的聲明。並於1921 年成立英國x射線和鐳
防護委員會。

192x初期，數個國家有了輻射防護的指令：
1922，挪威，設立工作小組起草輻防要求。
1925，義大利、蘇聯，公布輻防法令。
＊同時間，德國和美國亦有數個小組致力於輻射防護的建議。

1930 年丹麥已有管制使用x 光的法律。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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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f Sievert

西元1915-1939 _輻射防護組織形成的時期

1925 ，倫敦舉行第一屆國際放射學大會(ICR)，成立了「國

際x 射線單位委員會(IXUC)」(現今「國際輻射單位與度量委員

會(ICRU))。1928 年，國際x 射線和鐳防護委員會(IXRPC)

（現今「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在斯德哥爾摩正式成

立（第二屆IXUC）。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15-1939 _輻射防護組織形成的時期

斯德哥爾摩舉行大會期間（1928），ICRP 認定要防護已知的「表皮

組織的傷害」與「體內器官的干擾和在血液內的變化」。這些建議並未

包括劑量限度，但卻建議「限制工作時數」及「延長假期」，另建議x射

線裝置的防護障壁及安全操作並藉屏蔽和遙控防護鐳。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15-1939 _輻射防護組織形成的時期

1934 年ICRP建議耐受劑量為每天0.2 r（相當於一年500 mSv），這是第

一個定量性的劑量限制由委員會建議的。1931 年國際聯盟設立了一個委

員會以探討使用輻射源的健康效應，這就是UNSCEAR 的早期版本。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39-1949 _二戰的核武發展時期

所用的標準為：「1934 年建議的體外曝露耐受劑量0.1 r/天」與「1941

年建議的身體鐳含量超過0.1μg 是不安全的」。並且將「耐受劑量」改變

為「最高許可劑量」，隱含較低的劑量會更佳的意義。戰後進入冷戰時

期，美國成立了「原子能委員會(AEC)」管轄所有核子活動。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50-1956 _冷戰時期

1950 年重新改組的ICRP 提出每週最高許可劑量為0.3 r、1952年建議

生育年齡的生殖器官個人劑量總限值要小於20 r。1950~1956年間許多

輻防的寶貴建議被提出，並且就不同的器官提出許可劑量的建議，建

立了重要的觀念：「鑒於數值係基於不完整的證據，再加上某些輻射

效應為不可逆和累積的智識，故強烈建議應盡一切努力以減少各種型

式的曝露至最低的可能程度。」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西元1950-1956 _冷戰時期

ICRP於1956年建議職業的最高許可劑量的10%為非職業曝露的最高許

可劑量。為引導計算最大許可濃度的修訂組，決定應基於每周最高劑量

0.3 rem，生殖腺的情況除外（應為每周0.1 rem），委員會警告說這些建

議是暫時性的，更成熟的建議預期於1958 年提出。

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3

藉由最大濃度、最大劑量之限制來保護器官，使用「最大許可劑量」

(maxima permissible dose; MPD)的觀念於：MPBB (maximum permissible body 

burden), MPCA( max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in air), MPCW (max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in water).

ICRP與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1977提出，1991台灣採用：

☆ Sv取代rem作為劑量單位

①提出有效等價劑量、約定有效等價劑量、以及限制系統（J→O→L），
並允許體內與體外劑量合併計算。

②防止non-stochastic eff.之發生、限制stochastic eff.在合理範圍，並定量。

③ICRP-30取消「危及器官」之概念、不再使用「最大許可濃度(MPC)」
改用靶器官之概念訂定「年攝入許可(ALI)」與「推定空氣濃度(DAC)」。

1977 ICRP-26 ←相加模式：
一般受曝後至癌症發生潛伏期為10年，十年（超額）
後癌症發生率與年齡無關，只與劑量有關～

ICRP與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①區別實踐（practices）與干預（interventions）

②將「劑量限制系統」延伸成為完整的「輻防系統」，並區分曝露情境為
規劃、緊急、既存等情境。

③輻防系統中強調最適化，並導入劑量約束(dose constraint) 的概念。

④上修機率效應的risk。

⑤年劑量限值修改：
工作人員：每年50mSv，連續五年100mSv(平均20mSv)
公眾：1 mSv（1978年建議）

1991 ICRP-60 2007 ICRP-103 超過潛伏年後之癌症發生率與年齡有關，且
與天然發生率成正比。

↓相乘模式：

＊與流行病學資料更符合。但由此預測的輻
射危險比相加模式預估的要高約1倍。↑相加\相乘模式並存

ICRP與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

全身曝露 (mSv) 局部曝露(mSv)

<1,500 無急性症 3,000 17日後開始掉髮

4,000~6,000
早期噁心、嘔吐，1~2天即消失，
3~6週後，造血系統異常。

6,000 皮膚起紅疹

6,000~15,000
主要為腸胃道症狀，噁心嘔吐、
持續腹瀉及血便，預後極差。

10,000~15,000 乾性脫皮

＞50,000
產生神經系統及循環系統衰竭，
立即死亡。

20,000~50,000 濕性脫皮

> 50,000 潰瘍、壞死

ICRP與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已知輻射生物效應

輻 射 對 生 殖 系 統 的 急 性 傷 害

男性 性腺劑量水平(mSv) 女性

暫時性精蟲過少 100 ～ 300

4～12個月無精蟲，2年恢復 300 ～ 500

3～17個月無精蟲，8～38月恢復 500 ～ 100

2～15個月無精蟲，11～20月恢復 2,000 ～ 3,000 40歲者排卵暫時抑制

1～2個月無精蟲，無法恢復 2,500 ～ 5,000

5,000 ～ 8,000 60～70%排卵永久抑制

> 8,000 排卵遭永久抑制

ICRP與國際輻防觀念的演進-已知輻射生物效應

輻射生物效應的新發現

風險觀念的改變：ALARA與ALARP

劑量限值的調整

微劑量輻生效應的辯論

觀 念 的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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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念 的改 變 - 輻射生物效應的新發現

現行ALARA原則太偏重於集體劑量之成本-

利益而產生許多問題，未來將以個人劑量為防

護依據、簡化輻防體系，不再區分為實踐與干

預，亦不再區分職業\公眾\醫用曝露。轉向為

控制個人之最大機率效應危險度，亦即以公平、

個人為基礎的政策。

「估算避免意外死亡而支出之最高合理成本」？或「設定一個絕對限制，不計任何成本」？

觀 念 的改 變 - 風險觀念的改變（ALARA與ALARP）

「參考危險度」：可歸因的癌症致死率高於4x10-3時，不惜一切代價的禁制它！

觀 念 的改 變 - 風險觀念的改變（ALARA與ALARP）

▼ 相關法規對於工作人員之劑量限制

– 每連續五年週期之有效劑量不得超過100 mSv，且任何單一年內之有效劑量

不得超過50 mSv。

–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150 mSv 。

–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500 mSv 。

☆應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露歷史記錄，並依規定定期及逐年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
之職業曝露記錄。

☆前項記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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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年，並至輻
射工作人員年齡超過75歲。
☆輻射工作人員離時，雇主應向其提供第一項之記錄。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每連續五年週期內：
「深部等價劑量/100mSv」+「各攝入放射性核種活度/其二倍年攝入限度」應≦1

且任何單一年內：

「深部等價劑量/50mSv」+「各攝入放射性核種活度/其年攝入限度」應≦1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 相關法規對於工作人員之劑量限制

- 一年內之有效劑量不得超過6mSv

-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50 mSv

-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150mSv

十六歲至十八歲接受輻射作業訓練者，其個人劑量限度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 相關法規對於工作人員之劑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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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輻工人員告知懷孕後，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劑量限度。

‧雇主於接獲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使其胚

胎或胎兒接受與一般人相同之輻射防護。

‧前項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其剩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等價劑量不得超過

2mSv，且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造成之約定有效劑量不得超過1mSv。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相關法規對於工作人員之劑量限制

①避免白內障的形成（確定效應），應確保吸收劑量在0.5 Gy以內（以

光子類輻射粗估為500mSv）。

②輻射工作人員眼部劑量限值建議：單一年應小於20 mSv＼每連續五年

應小於50 mSv

＊舊的白內障確定效應的門檻為：2～5 Gy
＊ WHO還有建議眼部劑量> 5 mSv時，應列入調查對象，但國內尚未規範要對眼

部進行監測。

工作人員劑量建議之其他參考 - 眼部劑量（ICRP2011）：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94,12,30修正發佈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個人劑量」，指個人接受體外曝露與體內曝露所造成劑

量之總和，不包括由背景輻射曝露及醫療曝露所產生之劑量。體外曝露與

體內曝露所造成劑量合併計算之方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ICRP建議未來採用尺度來描述曝露之嚴重性，

並且用「公制管制系統」來規定不同的基準值

（level；如：行動基準、調查基準與約束值、豁免基

準），以減少輻防系統間的歧異。

＊WHO 2000年建議的設定調查基準：

個人TLD有效劑量(effective dose) > 0.5 mSv

TLD指環有效劑量(effective dose)> 15 mSv

觀 念 的改 變 – 劑量限值的調整

個人劑量的未來發展趨勢 -「單一尺度(Single Scale)」的個人劑量：

觀 念 的改 變 – 微劑量生物效應的辯論

1993 年美國美洲核能學會(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在年會中決定低
劑量(＜1,000 mSv)輻射生物效應可
以有四種假設。

臺灣輻射防護史話 翁寶山教授遺著

觀 念 的改 變 – 微劑量生物效應的辯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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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not fear, should drive CT decisions in pregnancy
7/10/2006

Eric Barnes

Deciding whether to scan a pregnant patient with CT can be one of the toughest 
decisions in radiology. The idea of irradiating a fetus is troubling to patient and 
doctor alike ...

觀 念 的改 變 – 微劑量生物效應的辯論

美國醫學物理協會（AAPM）在2011發表了

公開聲明（PP 25-A 12/13/2011），認為以下的情

形，其「輻射劑量」造成的「潛在風險」可以

忽略，甚至可能是無風險的：

①單一次「放射醫學影像」檢查的「有效劑量
(effective dose)」小於50 mSv.

②短時間內進行多次「放射醫學影像」，但總
「有效劑量」小於100 mSv.

觀 念 的改 變 – 微劑量生物效應的辯論

「原子能委員會」的成立
‧原子能法
‧游離輻射防護法
‧各項管理辦法與作業標準

關於醫用游離輻射法規
從原子能法到游離輻射防護法

2002游離輻射防護法
1999草案完成
2002公布
2003施行

1955 原能會成立

1968原子能法布行
1988~1999嘗試修訂
以”游離輻射防護標準(1970)”為方針
1976原子能法施行細則(2002修訂)↑教育部長兼任

我國輻防體系的演變- 游離輻射防護法的誕生

1948 輻射礦產管理辦法

2001 行政程序法施行

‧1955年，行政院下成立了「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統籌
推廣國內有關原子能各項工作及代表政府參加國際間的相關活動。

‧1968年，「原子能法」公布施行。1967~1968完成「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
準草案」，1970發布(ICRP-9,1967)、1990修訂\1991發布(ICRP-26,1977)。

‧1999年，「游離輻射防護法草」完成，2002,01,30總統公布，並於
2003,01,01施行。

游離輻射防護法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輻射安全防護

第三章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輻射作業之管理

第四章罰則

第五章附則

＊游離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

我國輻防體系的演變- 游離輻射防護法的誕生

一、與國際上的管制原則接軌。
二、技術規定採委任授權以具體落實管制實務。
三、提昇醫用輻射品質水準、落實依醫療品質保證標準實施品質保證工作。
四、加強公共安全，具體落實公眾生活環境的監測與管制。
五、簡化管制作業，明訂輻射作業（持有、申用、停用、報廢等、進口、轉讓…）的資格與

流程。
六、建立委託辦理制度與能力審核標準。

行政程序法（2001年）第一百五十八條：

法規命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牴觸憲法、法律或上級機關之命令者。

二、無法律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者。

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

我國輻防體系的演變- 游離輻射防護法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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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中明訂應以「法律」定之者：

一、憲法或法律有明文規定，應以法律定之者。

二、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

三、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四、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六條：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不得以命令定之。

我國輻防體系的演變- 游離輻射防護法的誕生

總結

總結 總結

• 輻防系統的建立，起因於輻射生物效應與其傷害。

• 輻防體系的目的在建立正確且安全的應用方法，來防止確定

效應的發生、降低機率效應的發生機會。

• 輻防思維除致命癌症外，亦開始考慮遺傳效應、非致命癌症

的風險，並由群體的成本價值轉向以個人為思維中心。

• 已知的輻射生物效應與傷害源於大劑量的不當應用，汲取教

訓的同時，亦應該避免對於微劑量領域的正當應用造成因噎

廢食的結果。

瓦斯 本無害，不慎變成災善用游輻

Justification
Optimization

Limitation

感 謝 您 的 聆 聽 ～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