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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nn 自然背景輻射自然背景輻射

nn 游離輻射的傷害游離輻射的傷害

nn 人員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

nn 環境監測環境監測

nn 輻射污染輻射污染

自然背景輻射劑量自然背景輻射劑量

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會產生天然輻射照射劑量，稱為自然背景輻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會產生天然輻射照射劑量，稱為自然背景輻
射劑量，通常其來源可略分如下：射劑量，通常其來源可略分如下：

１．１．宇宙線宇宙線：自外太空射向地球的高能輻射與由其所產生的二次：自外太空射向地球的高能輻射與由其所產生的二次
輻射，隨高度與緯度而異，平均每年約造成輻射，隨高度與緯度而異，平均每年約造成００..３３
ｍＳｖｍＳｖ(1mSv=1/1000(1mSv=1/1000 SvSv))的輻射劑量。的輻射劑量。

２．２．地表輻射地表輻射：來自地球所含的鈾、釷、鉀蛻變及逸入空氣中之：來自地球所含的鈾、釷、鉀蛻變及逸入空氣中之
氡，平均每年約造成氡，平均每年約造成１１..５ｍＳｖ５ｍＳｖ的輻射劑量，的輻射劑量，
但因各地含量不同，變化極大。但因各地含量不同，變化極大。

３．３．體內輻射體內輻射：人體所需的礦物質含有放射性同位素：人體所需的礦物質含有放射性同位素40K40K，平均，平均
每年約造成每年約造成００..２ｍＳｖ２ｍＳｖ的輻射劑量。的輻射劑量。

因此不管任何人，即令不沾輻射工作，因此不管任何人，即令不沾輻射工作，只要生活在天地之間，自只要生活在天地之間，自
成為胎兒時起，即承受著自然背景輻射，每年約共接受２ｍＳｖ的成為胎兒時起，即承受著自然背景輻射，每年約共接受２ｍＳｖ的
輻射劑量。輻射劑量。

游離輻射的傷害游離輻射的傷害

機率性效應機率性效應（（Stochastic effectsStochastic effects）：）：

此類傷害效應此類傷害效應發生機會率發生機會率與所受輻射劑與所受輻射劑
量成正比例的函數關係量成正比例的函數關係：即接受的劑量越：即接受的劑量越
高，則傷害發生的機率性越大。但效應的嚴高，則傷害發生的機率性越大。但效應的嚴
重程度與劑量無關，且無下限劑量，即不論重程度與劑量無關，且無下限劑量，即不論

所接受的輻射劑量多低，都有發生傷害效應所接受的輻射劑量多低，都有發生傷害效應
的機會，只是發生的機率較低而已。的機會，只是發生的機率較低而已。

如輻射照射引發的癌症及遺傳疾病皆屬此如輻射照射引發的癌症及遺傳疾病皆屬此
類效應。類效應。

游離輻射的傷害游離輻射的傷害

非機率性效應非機率性效應（（NonstochasticNonstochastic effectseffects ）：）：

此類效應此類效應傷害的嚴重性傷害的嚴重性與與所受輻射劑量有正比所受輻射劑量有正比
例函數關係例函數關係，且有下限劑量，即所接受輻射劑量低於，且有下限劑量，即所接受輻射劑量低於
某下限，則此類效應造成身體傷害的嚴重性可忽略不某下限，則此類效應造成身體傷害的嚴重性可忽略不
計。若接受劑量大於低限劑量，則傷害效應就會發計。若接受劑量大於低限劑量，則傷害效應就會發
生，且劑量越大傷害效應也越嚴重。生，且劑量越大傷害效應也越嚴重。

例如由輻射照射引發的眼球白內障，皮膚紅腫，或例如由輻射照射引發的眼球白內障，皮膚紅腫，或
因性腺細胞受損而造成不孕症等，皆屬此類效應。因性腺細胞受損而造成不孕症等，皆屬此類效應。

因生物個體體質及生理狀況的差異，有時使此類效因生物個體體質及生理狀況的差異，有時使此類效
應的下限劑量，個體間的差異十分懸殊。應的下限劑量，個體間的差異十分懸殊。

人員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

人員輻射防護，可分為人員輻射防護，可分為體外曝露體外曝露與與體內曝露體內曝露。。

人體接受自體外放射源的曝露照射稱為人體接受自體外放射源的曝露照射稱為體外曝體外曝

露露。如人體接受自稍遠處，穿透力強的高能量。如人體接受自稍遠處，穿透力強的高能量γγ照照
射，則會造成該人全身曝露。當放射源距人體相當近射，則會造成該人全身曝露。當放射源距人體相當近
時，則只有人體的局部遭受時，則只有人體的局部遭受γγ輻射曝露。前者稱為全輻射曝露。前者稱為全
身曝露，後者稱為局部曝露。身曝露，後者稱為局部曝露。

又如又如αα及及ββ輻射線等穿透力較小者只會照射身體表輻射線等穿透力較小者只會照射身體表
面局部。面局部。

當放射核種攝入人體內而使體內受輻射照射時稱為當放射核種攝入人體內而使體內受輻射照射時稱為
體內曝露體內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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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

體外輻射防護的ＴＳＤＤ原則體外輻射防護的ＴＳＤＤ原則

(1)(1) 時間時間(time)(time)：時間係指受曝露的時間儘可能縮：時間係指受曝露的時間儘可能縮

短，任何涉及游離輻射的操作，事短，任何涉及游離輻射的操作，事

先要作充份的準備，必要時要作模先要作充份的準備，必要時要作模

擬操作，以減少受曝露的機會。擬操作，以減少受曝露的機會。

(2)(2) 屏蔽屏蔽(shield)(shield)：屏蔽係指加屏蔽體，：屏蔽係指加屏蔽體，ββ屏蔽可用屏蔽可用

鋁或壓克力，鋁或壓克力，γγ屏蔽則用鉛。屏蔽則用鉛。

(3)(3) 距離距離(distance)(distance)：劑量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即：劑量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即

距離輻射源越遠越安全。距離輻射源越遠越安全。

(4)(4) 蛻變蛻變(decay)(decay)::如時間允許，可俟其輻射強度自然如時間允許，可俟其輻射強度自然

衰變減弱後再進行工作。衰變減弱後再進行工作。

人員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

體內輻射防護四原則體內輻射防護四原則：：

(1)(1) 儘量儘量避免攝入避免攝入輻射物質。輻射物質。

(2)(2) 減少吸收減少吸收：如有攝入放射性物質之可能時：如有攝入放射性物質之可能時

，應大量服用流質液體，藉以，應大量服用流質液體，藉以

充份稀釋，減少吸收。充份稀釋，減少吸收。

(3)(3) 增加排泄增加排泄：使用泄藥、催吐劑或利尿劑。：使用泄藥、催吐劑或利尿劑。

(4)(4) 防止污染防止污染發生。發生。

人員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

自我防護自我防護

(1)(1) 飲食飲食::輻射工作區內禁止飲食。輻射工作區內禁止飲食。

(2)(2) 抽煙抽煙：抽煙前應洗手偵檢，輻射工作區內：抽煙前應洗手偵檢，輻射工作區內

不得吸煙。不得吸煙。

(3)(3) 洗手洗手：從事輻射工作後即應洗手並經偵：從事輻射工作後即應洗手並經偵

檢，未洗手前不得直接使用電話或檢，未洗手前不得直接使用電話或

任意觸摸物品。任意觸摸物品。

(4)(4) 傷口傷口：皮膚有傷口時要特別注意放射性物：皮膚有傷口時要特別注意放射性物

質的侵入。質的侵入。

環境監測環境監測

nn 環境監測的目的環境監測的目的
––評估核子設施周圍居民所受的緊急性或長期性輻評估核子設施周圍居民所受的緊急性或長期性輻
射劑量射劑量

––度量環境輻射劑量是否超過法規限值度量環境輻射劑量是否超過法規限值

––監測放射性廢棄物的排放管制監測放射性廢棄物的排放管制,,是否合於規定或有是否合於規定或有
無惡化現象無惡化現象

––評估核子設施排放放射性廢棄物評估核子設施排放放射性廢棄物,,在環境中的長期在環境中的長期
累積及其趨動累積及其趨動

––對於放射性敏感的民眾對於放射性敏感的民眾,,提供其具安全感的情報資提供其具安全感的情報資
訊訊

環境監測環境監測

nn 環境監測的分類環境監測的分類

––全國性環境監測全國性環境監測

nn天然放射性物質天然放射性物質,,放射性落塵放射性落塵,,全國性消費食品的全國性消費食品的
污染污染

––地區性環境監測地區性環境監測

nn各地區的核子設施各地區的核子設施

––緊急環境監測緊急環境監測

nn核子設施發生意外事故核子設施發生意外事故

環境監測環境監測

nn 環境監測的對象環境監測的對象

––核子試爆核子試爆

––核能電廠的平時與緊急情況核能電廠的平時與緊急情況

––人造衛星人造衛星,,飛機事故飛機事故

––放射性同位素搬運事故放射性同位素搬運事故

––醫院醫院,,研究機構研究機構,,工廠工廠,,工程施工等放射性同工程施工等放射性同
位素應用所造成的污染位素應用所造成的污染

––自然背景輻射自然背景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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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環境監測

nn 環境監測的方式環境監測的方式::

––運轉前的背景偵測運轉前的背景偵測

––運轉期的環測運轉期的環測

––停止運轉後的環測停止運轉後的環測

––意外事故的環測意外事故的環測

nn及時及時

nn復原期復原期

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nn 目的目的

––評估作業場所的輻射作業程序評估作業場所的輻射作業程序,,對週遭環境所造成對週遭環境所造成
的風險程度的風險程度,,據以判斷是否符合安全的要求據以判斷是否符合安全的要求

nn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

––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法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

––放射性物價安全運送規則放射性物價安全運送規則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第第 二二 條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擬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擬
訂輻射防護計畫，應參酌下列事項規劃：訂輻射防護計畫，應參酌下列事項規劃：

一、一、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

二、人員防護。二、人員防護。

三、醫務監護。三、醫務監護。

四、四、地區管制地區管制。。

五、五、輻射源管制輻射源管制。。

六、放射性物質廢棄。六、放射性物質廢棄。

七、七、意外事故處理意外事故處理。。

八、合理抑低措施。八、合理抑低措施。

九、紀錄保存。九、紀錄保存。

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設置標準人員設置標準

nn 第十條第十條 第四條之第四條之輻射防護業務單位輻射防護業務單位及第五條及第五條
之之輻射防護人員輻射防護人員，應執行下列輻射防護管理業，應執行下列輻射防護管理業
務：務：

一、釐訂一、釐訂輻射防護計畫輻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安全作業程序及及
緊急事故處理緊急事故處理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領用、汰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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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三、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管理。三、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管理。

四、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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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質之輻射防護檢測。
五、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五、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設置標準人員設置標準

六、規劃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六、規劃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
七、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七、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八、督導、辦理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管理，與超曝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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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之調查及處理。

九、九、建立人員曝露與環境作業之記錄、調查、干預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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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採取之因應措施。

十、管理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錄。十、管理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錄。
十一、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十一、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
議。議。

十二、其他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事項。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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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並由輻射防護人員簽章確認。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設置標準人員設置標準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第四條規定之設施經營者應第四條規定之設施經營者應
設置七人以上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設置七人以上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設施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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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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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以上之專職輻射防護人員。

三、相關部門主管。三、相關部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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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設置標準人員設置標準
nn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應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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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規定之業務內容執行情形及下列事項：

一、對個人及群體劑量合理抑低之建議。一、對個人及群體劑量合理抑低之建議。
二、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二、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
三、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行之改善措施。三、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行之改善措施。
四、設施經營者內設備、物質及人員證照是否符合相關四、設施經營者內設備、物質及人員證照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規定。
五、五、輻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法規規定輻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法規規定。。
六、六、輻射防護計畫輻射防護計畫。。
七、設施經營負責人交付之輻射防護管理業務。七、設施經營負責人交付之輻射防護管理業務。
八、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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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第第 三三 條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
輻射安全評估，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輻射安全評估，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請核准：

一、一、輻射作業說明輻射作業說明。。

二、計劃排放廢氣或廢水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性質、種類、數量、核種二、計劃排放廢氣或廢水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性質、種類、數量、核種
及活度。及活度。

三、場所外圍情況描述。三、場所外圍情況描述。

四、四、防止環境污染之監測設備與處理程序及設計防止環境污染之監測設備與處理程序及設計。。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nn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記錄含放射性物質廢氣或廢水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記錄含放射性物質廢氣或廢水
之排放，應載明排放之日期、所含放射性物質之種類、數量、核之排放，應載明排放之日期、所含放射性物質之種類、數量、核
種、活度、監測設備及其校正日期。種、活度、監測設備及其校正日期。

nn 前項排放紀錄，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至十前項排放紀錄，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至十
五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之期間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保存期五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之期間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保存期
限，除屬核子設施者為十年外，餘均為三年。限，除屬核子設施者為十年外，餘均為三年。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第第 四四 條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實施調查、分析及記錄項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實施調查、分析及記錄
之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之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事故原因分析。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輻射影響評估。三、輻射影響評估。

四、事故處理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錄。四、事故處理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錄。

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nn 安全評估的程序安全評估的程序

––基本資料調查基本資料調查

––輻射曝露途徑的決定輻射曝露途徑的決定

––估算個人劑量與環境劑量估算個人劑量與環境劑量

––人的風險評估人的風險評估

––對非人類生物的衝擊評估對非人類生物的衝擊評估

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nn 意外事故的衝擊評估意外事故的衝擊評估

––決定意外事故的種類決定意外事故的種類

––評估各事故的年發生率評估各事故的年發生率

––決定曝露途徑及接受者位置決定曝露途徑及接受者位置,,相關的擴散相關的擴散
因數因數,,稀釋因數稀釋因數

––計算最大個人劑量計算最大個人劑量

––提出替代方案提出替代方案,,改善措施建議改善措施建議

輻射污染輻射污染

１．１．凡不應有放射性物質出現的地方而有放射性物質則稱為凡不應有放射性物質出現的地方而有放射性物質則稱為
污染污染。。

２．２．污染型式區分污染型式區分：：
固定污染固定污染：固著於物體上，不會傳播。：固著於物體上，不會傳播。
鬆釋污染鬆釋污染：附著於物體上，可構成傳播者。：附著於物體上，可構成傳播者。

３．３．輻射污染造成的危害輻射污染造成的危害：：
(1)(1) 空浮污染導致吸入體內。空浮污染導致吸入體內。
(2)(2) 污染工作中易傳至手上而由食物吃入體內，污染工作中易傳至手上而由食物吃入體內，
另手部也接受劑量。另手部也接受劑量。

(3)(3) 污染皮膚，遇有傷口流入體內。污染皮膚，遇有傷口流入體內。
(4)(4) 污染傳播至非管制區（即非輻射工作區）使污染傳播至非管制區（即非輻射工作區）使
危害更形擴大。危害更形擴大。

(5)(5) 污染時間越久，除污越困難。表面污染過污染時間越久，除污越困難。表面污染過
高，即會產生空浮污染。高，即會產生空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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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污染

nn 放射性污染是在核能設施的結構放射性污染是在核能設施的結構,,系統系統,,設備設備
組件上以及非管制區內積存不必要的放射性組件上以及非管制區內積存不必要的放射性
物質物質..

nn 除污除污是將這些不必要的放射性物質從結構是將這些不必要的放射性物質從結構,,系系
統及設備組件上去除的一種技術統及設備組件上去除的一種技術

nn 除污的目的除污的目的是在是在降低殘留的放射性強度或放降低殘留的放射性強度或放
射性物質的含量射性物質的含量,, 以防止其繼續污染與擴散以防止其繼續污染與擴散,,
減低工作人員因體外曝露或吸入體內而接受減低工作人員因體外曝露或吸入體內而接受
輻射劑量輻射劑量,, 並使除污的物件能再度使用並使除污的物件能再度使用,,減低減低
廢棄物生產量廢棄物生產量..

污染偵測的方法污染偵測的方法

nn 直接偵測直接偵測::直接以偵檢器偵測直接以偵檢器偵測((如蓋格計數器如蓋格計數器))

a.a.偵測偵測αα時聲音反應較指針為快，故聽到偵測儀器音時聲音反應較指針為快，故聽到偵測儀器音

響，立刻對該處測久些，其偵測管不超過表面０響，立刻對該處測久些，其偵測管不超過表面０..５５

ｃｍ，移動速度不超過１５ｃｍｃｍ，移動速度不超過１５ｃｍ//ｓｅｃ。ｓｅｃ。

b.b.偵測偵測ββ時，蓋格偵檢器距表面２時，蓋格偵檢器距表面２..５〜１０ｃｍ，偵５〜１０ｃｍ，偵

測管移動速度１０〜１５ｃｍ測管移動速度１０〜１５ｃｍ//ｓｓ

c.c.如有如有γγ、、ββ同時存在時以偵測器之蓋子來區別，蓋同時存在時以偵測器之蓋子來區別，蓋

上蓋子只測上蓋子只測γγ，打開蓋子是，打開蓋子是γγ、、ββ同時測，二值相同時測，二值相

減則為減則為ββ污染值，另如無蓋子則可以拉長距離來區污染值，另如無蓋子則可以拉長距離來區

別別ββ與與γγ輻射。輻射。

d.d.直接污染偵測其劑量限值不得超過０直接污染偵測其劑量限值不得超過０..５ｍＲ５ｍＲ//ｒ。ｒ。

污染偵測的方法污染偵測的方法

nn 間接偵測：直接偵測常用於大面積，長凳，長桌間接偵測：直接偵測常用於大面積，長凳，長桌

等，而間接偵測用於直接偵測法無法偵等，而間接偵測用於直接偵測法無法偵

測處，如凹處及偵測器不便進入處，其測處，如凹處及偵測器不便進入處，其

偵測方式即以約３平方公分之濾紙用水偵測方式即以約３平方公分之濾紙用水

溼潤後，來回擦拭約１００平方公分之溼潤後，來回擦拭約１００平方公分之

污染物表面，再將此濾紙放入污染物表面，再將此濾紙放入countingcounting

vialvial 中，加入約３ｃｃ之閃爍液，以中，加入約３ｃｃ之閃爍液，以

ββ ｃｏｕｎｔｅｒ測得污染值。（可ｃｏｕｎｔｅｒ測得污染值。（可

採多點取樣，此法又稱為採多點取樣，此法又稱為擦拭偵測擦拭偵測smearsmear

testtest））

污染偵測的方法污染偵測的方法

a.a.間接法中污染被擦下之量很難決定，一般約為間接法中污染被擦下之量很難決定，一般約為
２０％。２０％。

b.b.間接污染偵測其劑量限值不得超過３００ｃｐ間接污染偵測其劑量限值不得超過３００ｃｐ
ｍ。ｍ。

c.c.間接擦拭如無污染，並非表示無輻射污染，因間接擦拭如無污染，並非表示無輻射污染，因
可能有固定污染可能有固定污染

d.d.間接擦拭發現污染，除污完畢後，應再擦拭偵間接擦拭發現污染，除污完畢後，應再擦拭偵
測。測。

e.e.擦拭偵測應防自己手部污染，且擦拭之紙樣應擦拭偵測應防自己手部污染，且擦拭之紙樣應
分開放置，不可相互污染。分開放置，不可相互污染。

除污作業原則除污作業原則

(1)(1) 液體污染液體污染易造成滲透，腐蝕，擴散等，易造成滲透，腐蝕，擴散等，

應立即處理應立即處理。。

(2)(2) 除污時宜把握除污時宜把握由高處向低處，外向內，由高處向低處，外向內，

低污染區向高污染區的方向進行低污染區向高污染區的方向進行。。

(3)(3) 要在輻射安全的容許條件下進行除污，要在輻射安全的容許條件下進行除污，

並應並應考慮除污後之廢料處理問題考慮除污後之廢料處理問題。。

放射性物質與表面結合方式放射性物質與表面結合方式

a.a.機械性結合機械性結合：即機械性沉著於物體表面；此種疏鬆結：即機械性沉著於物體表面；此種疏鬆結
合占污染絕大部分，用機械方法易除合占污染絕大部分，用機械方法易除
污，如沖洗、涮洗等。污，如沖洗、涮洗等。

b.b.物理性結合物理性結合：即吸附於表面；此種結合較牢固，須用：即吸附於表面；此種結合較牢固，須用
物理方法去除，如用表面活性劑等。物理方法去除，如用表面活性劑等。

c.c.化學性結合化學性結合：即放射性物質與表面起了化學反應或離：即放射性物質與表面起了化學反應或離

子交換，結合非常牢固，須用化學方法子交換，結合非常牢固，須用化學方法

才能去除，如用各種化學除污劑。才能去除，如用各種化學除污劑。

nn 放射性物質與表面結合，往往以三種形式並存，隨著污染時放射性物質與表面結合，往往以三種形式並存，隨著污染時
間的延長，後兩種結合方式增加，增加了除污難度；放射性間的延長，後兩種結合方式增加，增加了除污難度；放射性
物質與表面結合的牢固程度，還受放射性物質種類、理化性物質與表面結合的牢固程度，還受放射性物質種類、理化性
狀、被污染表面性質、光滑程度等影響。狀、被污染表面性質、光滑程度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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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污染原則與方法除污染原則與方法

除污原則：儘早除污，防止擴散，合理選擇除污原則：儘早除污，防止擴散，合理選擇

除污方法及除污劑除污方法及除污劑

除污方法：除污方法：

––皮膚除污染皮膚除污染

––物體表面除污染物體表面除污染

––體內除污體內除污

皮膚除污染皮膚除污染

nn 新鮮污染用新鮮污染用溫水加普通肥皂溫水加普通肥皂和和軟毛刷刷洗軟毛刷刷洗即即
可達到理想的除污效果；陳舊或嚴重污染，可達到理想的除污效果；陳舊或嚴重污染，
可選用可選用EDTAEDTA－肥皂、配方肥皂，以溫水加軟－肥皂、配方肥皂，以溫水加軟
毛刷刷洗毛刷刷洗；或用；或用飽和高錳酸鉀溶液浸泡５分飽和高錳酸鉀溶液浸泡５分
鐘後，用鐘後，用5%5%亞硫酸鈉或草酸浸泡，然後再用亞硫酸鈉或草酸浸泡，然後再用
水沖洗水沖洗，可得到很好的效果；皮膚除污不宜，可得到很好的效果；皮膚除污不宜
用腐蝕性或脫脂性溶劑及溫度過高的水，除用腐蝕性或脫脂性溶劑及溫度過高的水，除
污順序應由輕污染區到重污染區順序進行；污順序應由輕污染區到重污染區順序進行；
固定性污染可等待機體新陳代謝，切不可過固定性污染可等待機體新陳代謝，切不可過
多擦洗損傷皮膚。多擦洗損傷皮膚。

物體表面除污染物體表面除污染

nn 倒翻、潑洒在檯面、地面或物體表面的液態倒翻、潑洒在檯面、地面或物體表面的液態
放射性物質，可用乾棉花、吸水布或汲水紙放射性物質，可用乾棉花、吸水布或汲水紙
吸乾；吸乾；如為粉末狀，首先應關閉通風機如為粉末狀，首先應關閉通風機，用，用

濕棉花蘸取，然後用水和除污劑處理；除污濕棉花蘸取，然後用水和除污劑處理；除污
順序由輕污染區向重污染區擦洗；重複使用順序由輕污染區向重污染區擦洗；重複使用
的玻璃、瓷、塑料器皿，可用超聲波清洗機的玻璃、瓷、塑料器皿，可用超聲波清洗機
清洗，清洗液中加少量酸，可提高除污率和清洗，清洗液中加少量酸，可提高除污率和
速度；玻璃、瓷、塑料和金屬表面，常用肥速度；玻璃、瓷、塑料和金屬表面，常用肥
皂、合成洗滌劑、枸椽酸和稀鹽酸除污；油皂、合成洗滌劑、枸椽酸和稀鹽酸除污；油

漆類還可用有機溶劑、氫氧化鈉和氫氧化鉀漆類還可用有機溶劑、氫氧化鈉和氫氧化鉀
除污。除污。

除污除污

nn 器材除污：噴灑經吸釋過之除污專用清洗液（如器材除污：噴灑經吸釋過之除污專用清洗液（如
RadiacwashRadiacwash）後，再用紗布或棉花擦拭污）後，再用紗布或棉花擦拭污
染面，切忌來回擦拭，應以一面擦拭一染面，切忌來回擦拭，應以一面擦拭一
次，換面或對摺後再擦拭一次（與第一次次，換面或對摺後再擦拭一次（與第一次
擦拭過之面積不可重疊），餘此類推。直擦拭過之面積不可重疊），餘此類推。直
至整個污染面除污效果達到規定限值以至整個污染面除污效果達到規定限值以\\
下。下。

nn 儀器除污：以無水酒精除污，方法與器材除污相同。儀器除污：以無水酒精除污，方法與器材除污相同。

nn 凡能以除污液除污之實驗器材，請勿以大量水沖洗稀凡能以除污液除污之實驗器材，請勿以大量水沖洗稀
釋除污，以免造成稀釋不足，而致使環境遭受污染。釋除污，以免造成稀釋不足，而致使環境遭受污染。

體內除污體內除污

nn 體內除污的兩大原則體內除污的兩大原則包括包括減少攝取減少攝取與與促促
進排泄進排泄，在早期處理中兩者並用效果較，在早期處理中兩者並用效果較
好，皮膚之去污和傷口的處理可以減少好，皮膚之去污和傷口的處理可以減少
經由皮膚之吸收。經由皮膚之吸收。

nn減少腸胃道吸收減少腸胃道吸收

nn阻斷及稀釋劑阻斷及稀釋劑

nn催化劑催化劑 (Mobilizing Agents)(Mobilizing Agents)

nn螯合劑螯合劑 (Chelating Agents)(Chelating Agents)

nn肺洗滌肺洗滌

除污除污

nn 人體除污人體除污
a.a.人體除污如用熱水易使污染經由毛細孔滲入體人體除污如用熱水易使污染經由毛細孔滲入體
內，如用冷水將使毛細孔收縮不易除污，因此宜內，如用冷水將使毛細孔收縮不易除污，因此宜
用溫水（３５用溫水（３５℃℃〜４５〜４５℃℃）。）。

b.b.皮膚污染時則以水沖洗，再以中性清潔劑或中性皮膚污染時則以水沖洗，再以中性清潔劑或中性
肥皂輕輕刷洗，切忌將皮膚刷紅或擦破，反覆數肥皂輕輕刷洗，切忌將皮膚刷紅或擦破，反覆數
次後偵檢。次後偵檢。

c.c.污染在指甲部位，則儘量修剪指甲後，再依皮膚污染在指甲部位，則儘量修剪指甲後，再依皮膚
污染除污方式除污。污染除污方式除污。

d.d.傷口發生污染時，要在１５秒鐘內以大量自來水傷口發生污染時，要在１５秒鐘內以大量自來水
沖洗，並將傷口撥開將血液擠出。沖洗，並將傷口撥開將血液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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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污劑介紹除污劑介紹

nn 有效的除污劑應含下列幾項因數有效的除污劑應含下列幾項因數::
––一種合適的清潔劑一種合適的清潔劑

nn可以減少表面張力及產生濕潤可以減少表面張力及產生濕潤,,滲透滲透,,乳化及分乳化及分
散等作用散等作用..

––可供給有效游離性鈉離子的試劑可供給有效游離性鈉離子的試劑
nn能在其離子交換基位上有再生或取代功能能在其離子交換基位上有再生或取代功能..

––一種錯化劑或溶化劑一種錯化劑或溶化劑
nn EDTA(EDTA(溶解溶解) , NH) , NH44OH ,NaNOOH ,NaNO22 可增加除污效果可增加除污效果

––可產生游離氫離子的試劑可產生游離氫離子的試劑
nn氫離子吸附作用氫離子吸附作用,,易改變電荷量易改變電荷量,, 使污染物易被使污染物易被
溶解或被鉗合溶解或被鉗合..

除污效果的評估除污效果的評估

nn 除污效果的好壞除污效果的好壞,,
通常以除污因數通常以除污因數,,
除污效率或殘餘值除污效率或殘餘值

表示表示

nn 本院輻防計劃本院輻防計劃::

––以背景值為標準以背景值為標準

––輕度污染輕度污染:: 背景值背景值55
倍倍

––重度污染重度污染:: 背景值背景值1010
倍倍

i

f

i

fi

f

i

a
a

a
aa

a
a

除污

=

−
=

=

殘餘值

除污效率

因數

結語結語

環境監測是輻射作業人員在職場上的輻射環境監測是輻射作業人員在職場上的輻射

風險評估的依據風險評估的依據,,而除污方式輻射作業人員在而除污方式輻射作業人員在

污染意外發生時的自我防衛的方式污染意外發生時的自我防衛的方式,,尤其是操尤其是操

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的單位或部門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的單位或部門,,應特別小應特別小

心謹慎心謹慎,,避免個人的疏失而造成更大的污染避免個人的疏失而造成更大的污染..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