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醫用游輻法規衍生的輻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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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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用曝露相關的輻防概念

臺灣輻射防護史話 翁寶山教授遺著

輻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

輻射工作人員體外劑量評定技術規範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異常案件處理作業導則

＊輻射工作人員認定基準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輻射防護人員管理辦法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管理辦法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人員管理辦法

＊令釋「游離輻射防護法」第31 條第1 項所稱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

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人員及同項但書所稱合格人員資格規定。

高強度輻射設施種類及運轉人員管理辦法

醫用曝露相關的輻防規範-人的管理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其設施年度偵測項目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

放射性物質過境轉口許可申請導則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輻射防護措施計畫指引

＊令釋關於含放射性物質廢水排入污水下水道之限制規定

一定活度或比活度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理辦法

一定活度或比活度以下放射性廢棄物外釋計畫導則

＊放射性液、氣體排放輻射劑量限值規定

醫用曝露相關的輻防規範-物的管理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

管理辦法

輻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理辦法

環境輻射監測規範

輻射工作場所管理與場所外環境輻射監測作業準則

公眾場所使用輻射示警標示注意事項

普查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實施要點

醫用曝露相關的輻防規範-事的管理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
人的管理：組織結構\工作人員\民眾

射源管理：輻射源的經管

查核檢測：相關查核、申報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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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管 理 組織結構\工作人員\民眾

「人員管理」是醫用曝露輻射安全工作的核心環節，一般可粗分為幾

個重點方向：

‧管理組織：依法進行的組織架構與工作分派，如：輻防組織、醫曝
品保組織。

‧工作人員：
輻射工作人員_劑量\操作資格\繼續教育
輻防\品保人員_法定員額數\繼續教育

‧非工作人員：一般民眾、短期事務洽公人員的區域或短期劑量監控。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游離輻射新法的衝擊」講稿 蔡親賢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一般醫院輻防管理組織的建議成員

達設置標準之設施經營者應設置七人以上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委員組成：

一、設施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二、輻射防護業務單位之業務主管及至少二名以上之專職輻射防護人員。
三、相關部門主管。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至少每六個月開會

一次，研議第十條規定之業務內容執行情形及

下列事項：

•對個人及群體劑量合理抑低之建議。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紀錄。

•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行之改善措施。

•設施經營者內設備、物質及人員證照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輻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法規規定。

•輻射防護計畫。

•設施經營負責人交付之輻射防護管理業務。

•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前項會議紀錄應至少保存三年備查。

▼一般醫院輻防管理組織的工作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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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院輻防工作組織的結構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2002,12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2002,12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 2004,12 \ 2011,07

醫用直線加速器\電腦刀\加馬刀
每部應置專業人員二人。每增加一部，應增置一人。

含鈷六十放射性物質之遠隔治療機
每部應置專業人員一人。每增加一部，應增置一人。

含放射性物質之遙控後荷式近接治療設備
每部應置專業人員一人。

乳房X光攝影儀
設置之醫療院所應置專業人員一人。

診斷用\核醫用\模擬定位用 之電腦斷層掃描儀
設置之醫療院所應置專業人員一人。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有效證照控管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管理組織與輻防\品保人員

• 釐訂輻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理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 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領用、汰換、運送及放射性廢棄物處理之輻射防護管制

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 規劃、督導各部門之輻射防護管理。

• 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放射性物質之輻射防護檢測。

• 規劃、實施游離輻射防護教育訓練。

• 規劃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理。

• 規劃、協助辦理輻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 督導、辦理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劑量紀錄管理，與超曝露之調查及處理。

• 建立人員曝露與環境作業之記錄、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因應措施。

• 管理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輻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錄。

• 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離輻射防護管理資訊及建議。

• 其他有關游離輻射防護管理事項。

＊執行前項游離輻射防護管理業務時，應就執行情形保存紀錄，並由輻射防護人員簽章確認。

▼一般醫院輻防工作組織（輻防人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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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輻射工作人員管理

▼輻射工作性質與劑量管控

？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輻射工作人員管理

↓良好的劑量分攤範例.

↓差異過大的劑量分攤範例.

▼輻射工作性質與劑量管控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輻射工作人員管理

▼其他輻射工作人員管理事項

懷孕輻射工作人員劑量控管

工作訓練（實習）人員劑量控管

離職人員服務期間劑量通知與保存

新進人員他院歷往劑量檢視

輻射工作人員體檢紀錄審視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輻射工作人員管理

▼在職輻射工作人員繼續教育

☆ 每人-每年：3小時，一半時數得以電子媒體代之。
☆「記錄」應記載參加訓練人員之姓名、參加時間、地點、時數

項目、授課人員及授課方式等相關資料，並至少保存10年。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十四條第四項雇主對在職之

輻射工作人員應定期實施從事輻射作業之防護及預

防輻射意外事故所必要之教育訓練，並保存記錄。

＊輻射工作人員對於前項教育訓練，有接受之義務。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輻射工作人員管理

▼其他輻射工作人員在職教育事項

新進人員職前教育

工作訓練（實習）人員職前教育

＊應主動協助不符合「游離輻射防護法」第 31 

條第 1 項及其但書人員（如：部分醫師、醫檢師、

護理師）取得安全證書、18小時訓練之資格。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的醫曝輻安事項-合理的檢查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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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的醫曝輻安事項–充足的資訊與適當的協助

醫曝輻射安全工作-人的管理：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的醫曝輻安事項–充足的資訊與適當的協助

射 源 管 理 輻射源的經管

▼IAEA RSG與AEC現行管理方針.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人員管理辦法（游輻法31條操作資格之但書說明）

第五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一定活度或一定能量之限值：

一、毒氣偵檢器中任一組件所含Am-241之活度為10 MBq，且可接近表
面五公分處劑量率為5μSv -hr.

二、放射性物質在儀器或製品內或形成一組件，其活度為豁免管制量
1000倍以下，且可接近表面五公分處劑量率為5μSv -hr.

三、氣相層析儀或爆裂物偵檢器所含Ni-63之活度為740 MBq.

四、避雷針中所含Am-241之活度為370 Mbq.

五、前四款以外之放射性物質活度為豁免管制量100倍.

六、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其公稱電壓為150kV或粒子能量為150keV.

七、櫃型或行李檢查ｘ光機、離子佈植機、電子束焊機或靜電消除器，
其可接近表面五公分處劑量率為5μSv -hr.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操作禁止

合理抑低

專案豁免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射源管理的主要工作：

‧密封放射性物質狀態自我查核-每月15日前申報

‧許可類物質每年七月與次年一月15日前向輻管組織呈

交半年報表

‧許可類物質與設備年度自我查核-每年12月31日前申報

‧射源（設備與物質）的進出口申請與必要接收測試

‧射源（設備與物質）的轉讓\更換(新)申請與法定測試

‧射源停用\報廢\清理作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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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料管制部分，所持有之密封射源應鎖放

於不易取得處或置於無法直接接觸之裝置內。例

行檢查時發現外觀破損應告知輻防人員。遇失竊

或損毀遺失應報請輻管組織即時呈報主管機關與

（或）警方，並於事後檢討改進措施。密封射源

的例行自主檢查需在每月15日前完成申報。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一般而言，射源的進口與出口均需報經主

管機關核才可獲得海關放行（同意書有效期限約

30~60天），放射物質驗收後應進行劑量率偵測以

及擦拭測試，並將結果於15日內呈報原能會。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舊有射源停用/永久停用應填具相關申

請書。若欲使用原物質許可證號，除品項、

活度需相同外，尚須填具更換申請表供主管

機關審核射源廢棄計畫及進出口同意書。射

源報廢則需備妥廢棄計畫報經主管機關核可

後，才可請相關單位協助清運（一般接獲許可

後需在90天內完成）。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非密封射源申用、進口與轉讓前應報

請主管機關核可並建立詳細帳料。使用均

應有完整記錄，如：處方醫師與處方籤號

碼（自行製備者另需品管記錄）、使用活性、

受檢者姓名等。若發生誤用或品管問題，

應速報業務主管與輻防人員就狀況評估處

理，並討論改善措施。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使用氣態或懸浮顆粒性質之核醫造影藥物場

所應裝設有抽氣裝置，相關設備如氙氣供應器

等，應定時檢查其相關裝置是否良好可供正常

使用。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微劑量固態放射性廢棄物應於表面

與1m處測量記錄並確定無滲漏可能後，集

中儲放於空間佔用率最少處等待衰變（參照

2005年核醫學學會建議值：表面小於0.001R/hr時方

可丟棄）接受核醫診斷後的排泄物，依原能

會公告不需管制，但若將固態廢棄物集中

處理或非直接排放至污水管線者，仍應遵

守相關規範。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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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核醫檢查作業所產生之放射性廢液應設置專用水槽並在明顯處應設

置具警告功能之控制裝置（盤），水龍頭則應改用肘控或腳控式。專用水槽、

儲存槽體與儲存槽室外等處應張貼警告標誌。微量放射性廢水每年三月\九

月應取樣送檢，每年七月與次年一月15日前進行排放申報。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射源管理

查核檢測 相關查核申報與監測

在事務管理的部分，主要可分為「輻防事

務」與「醫曝品保事務」中的法定查核\檢測

事項與自我查核\檢測事項，包括了：

‧輻射防護事務與實施狀況
-管制區、監測區的劃分與檢測
-意外事故與污染的處理

-法定項目的校正與檢測

-相關管制業務自我檢討與改善

‧醫曝品保法定項目與實施狀況
-規定之設備檢測項目
-規定之品保組織自我查核項目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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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發生放射性污染時建議的作業程序為:

1.設立警戒管制區域

2.初步評估污染區劑量率、污染擴大機率決定「立即

處理」或「等待衰變後處理」

3.不論決策為何，防止污染擴大

4.擬定除污計畫，呈報輻管組織及主管機關，評估為

無法自行處理時，報請相關單位協助處理

5.除污

6.相關報告

醫曝輻安工作實務 - 事務管理

總 結

總結

「輻射安全」在醫用曝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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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