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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輻射安全繼續教育課程系列輻射安全繼續教育課程系列

放射線科

輻射防護人員:王明燕

輻專師字第00012號

輻射輻射與防護與防護

＋ You

輻射在哪裡輻射在哪裡??

我們身邊的光和熱我們身邊的光和熱

nn 天然輻射天然輻射

nn 人為輻射人為輻射

天然輻射天然輻射
nn 宇宙射線宇宙射線

nn 地表輻射地表輻射
nn 土壤、岩石、動植物土壤、岩石、動植物--鈾、釷、鉀鈾、釷、鉀4040等等

nn 氡氣氡氣
nn 天然輻射的最大來源天然輻射的最大來源--土壤及岩石土壤及岩石

nn 體內輻射體內輻射
nn 0.20.2％鉀，其中％鉀，其中0.0120.012％放射性的鉀％放射性的鉀4040

nn 水源輻射水源輻射
nn 鐳鐳226226、安東及馬槽溫泉、安東及馬槽溫泉((氡氡220220))、關子嶺溫泉、關子嶺溫泉((氡氡222222))

人為輻射人為輻射

nn醫療輻射醫療輻射

nn核子試爆落塵核子試爆落塵

nn核能電廠核能電廠

nn輻射職業曝露輻射職業曝露

輻射的分類輻射的分類

依能量的高低區分依能量的高低區分

nn 游離輻射游離輻射

nn 能量高能使物質產生游離的輻射能量高能使物質產生游離的輻射
XX-- rayray、、rr--rayray、、Beta particlesBeta particles、中子、質子、中子、質子

nn 非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

nn 能量低無法產生游離的輻射能量低無法產生游離的輻射

太陽光、燈光、紅外線、微波、無線電、雷達波太陽光、燈光、紅外線、微波、無線電、雷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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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職業曝露職業曝露

指從事輻射作業所受之曝露指從事輻射作業所受之曝露,,不包含醫療不包含醫療

及背景輻射及背景輻射

nn 醫療曝露醫療曝露

指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者所接受指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者所接受

之曝露之曝露

輻射暴露的種類 XX-- rayray的產生的產生

•電源- ON

•電壓電流,調整充電- Ready

•照射- Exposure

XX--rayray的特性的特性
n 一次射線

n X-ray 由管球中心以扇型的方式激發出

n 二次射線

n 經過患者的身體吸收後透出或者由患者的體表再折射

n 能量低、衰減快

n 很容易就被環境或其他物質衰減或吸收

n X-ray只會折射不會繞射的喲!

輻射與輻射與防護防護

-- Portable XPortable X--rayray

XX--rayray曝露防護原則曝露防護原則

nn TTime (ime (時間時間))
nn DDistanceistance（（距離）距離）

nn SShildinghilding（（屏蔽）屏蔽）

劑量劑量 v.sv.s 距離距離

••呈平方成反比的遞減呈平方成反比的遞減(air(air--gap)gap)

••距離增加一倍距離增加一倍,,劑量只剩劑量只剩44分之一分之一!!

••最好是與管球反方向囉最好是與管球反方向囉!!

距離1,劑量1
距離2,劑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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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v.s Air-gap 衰減

照射條件固定,距離改變某一適當照射條件

under
exposure

under exposure &

magnification

劑量劑量 v.sv.s 屏蔽屏蔽

•鉛衣

•鉛眼鏡

•鉛護頸

•鉛手套

•鉛屏風

•水泥牆

•金屬櫃…

PortablePortable 的法規限值的法規限值

游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法游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法
nn 一般人年有效劑量限值一般人年有效劑量限值

11毫西弗毫西弗//年年

nn 輻射工作人員劑量限值輻射工作人員劑量限值

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

~~ 2020毫西弗毫西弗//年年

移動式移動式XX--光機暴露劑量光機暴露劑量

實地量測日期實地量測日期93/09/0293/09/02
量測地點量測地點SICUSICU

移動式移動式XX--光機暴露劑量光機暴露劑量

nn Chest AChest A--PP 2m2m處處散射劑量約散射劑量約2.1*102.1*10--44毫西弗毫西弗
nn 照射條件照射條件:60Kvp,4mAs,:60Kvp,4mAs,暴露時間約暴露時間約0.0220.022秒秒

nn 無鉛屏蔽及鉛衣無鉛屏蔽及鉛衣

nn 量得劑量量得劑量 12.8*1012.8*10--22毫西弗毫西弗//小時小時

nn 背景輻射每年約背景輻射每年約22毫西弗毫西弗

nn 距離有用射柱距離有用射柱22公尺以上即可公尺以上即可(NCRP(NCRP 第第3333號報告號報告))

0.022S0.022S的曝光時間應該比一眨眼快吧的曝光時間應該比一眨眼快吧!!

下次不小心經過時可別太懊惱了ㄛ下次不小心經過時可別太懊惱了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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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規規定根據法規規定::
nn 一般人之有效等效劑量一般人之有效等效劑量≦≦一毫西弗一毫西弗//一年。一年。

2m2m處劑量處劑量::
4.76*104.76*1033次次約約= 1= 1毫西弗毫西弗

4m4m處量劑量處量劑量::
2.56*102.56*1055次次約約= 1= 1毫西弗毫西弗

nn 22米有多長呢米有多長呢??
病房約病房約33塊半的膠質地板塊半的膠質地板(60*60cm)(60*60cm)
開刀房約開刀房約22塊的膠質地板塊的膠質地板(90*90cm)(90*90cm)

nn輻射工作人員的年劑量限值約輻射工作人員的年劑量限值約20mSV20mSV

咱們來換算一下吧咱們來換算一下吧!!

••22米處散射劑量是米處散射劑量是2.1*102.1*10--44毫西弗毫西弗

••台北到洛杉磯航線約台北到洛杉磯航線約0.10.1毫西弗毫西弗

••照一張照一張Chest PAChest PA 約約0.30.3毫西弗毫西弗

••每天抽每天抽1.51.5包香菸一年的劑量是包香菸一年的劑量是8080毫西弗毫西弗

••背景輻射每年背景輻射每年22毫西弗毫西弗

也和你週遭熟悉的事物來比較看看!

某醫學中心某醫學中心--
移動式移動式XX光機週遭之空間劑量評估光機週遭之空間劑量評估

nn 400400次次//每月累積劑量每月累積劑量,,距距XX光管球光管球1.51.5公尺公尺,,鉛屏厚鉛屏厚
度度2mm2mm
nn 鉛屏前鉛屏前::月累積劑量月累積劑量0.046mSv(0.55mSv/0.046mSv(0.55mSv/年年))
nn 鉛屏後鉛屏後::月累積劑量月累積劑量0.010mSv(0.125mSV/0.010mSv(0.125mSV/年年))

nn 實驗模擬實驗模擬100100次假體照射次假體照射,,距離距離XX光球光球1.61.6公尺公尺
nn 攝影條件攝影條件:76Kvp,3.2mAs:76Kvp,3.2mAs
nn 鉛屏前鉛屏前:2.42mR:2.42mR
nn 鉛屏後鉛屏後:1.28mR:1.28mR

nn 距離距離XX光管球光管球0.50.5公尺公尺,1.0,1.0公尺公尺,1.5,1.5公尺公尺,,暴露劑量暴露劑量
分別為分別為12.27mR,4.41mR,2.82mR,12.27mR,4.41mR,2.82mR,距離越遠暴露越距離越遠暴露越
低低..

中華放射線技術學雜誌(C J Radiologic Tech)
Volume 29,No 1 pp 19~27,2005

看看開刀房的看看開刀房的CC--armarm吧吧!!

移動式透視移動式透視XX光機光機(FLEXIVIEW 8800)(FLEXIVIEW 8800)

nn 測定條件測定條件90Kvp,80mAs,90Kvp,80mAs,距離距離1.81.8公尺處公尺處

nn 屏蔽前屏蔽前 0.0220.022毫西弗毫西弗//小時小時

nn 屏蔽後屏蔽後0.00050.0005毫西弗毫西弗//小時小時

請注意單位是小時ㄛ請注意單位是小時ㄛ!!

nn 透視測定條件透視測定條件50Kvp,1mAs,6050Kvp,1mAs,60秒秒

nn 量測值量測值0.06960.0696毫西弗毫西弗//分分(I.I(I.I四周最大值處四周最大值處))

以年度偵檢劑量來推算以年度偵檢劑量來推算 (93/08/13)(93/08/13)

X光管球
影像增感管(I.I) 量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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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量測開刀房第實地量測開刀房第1111房房

nn 照射條件照射條件80Kvp,32mAs80Kvp,32mAs

nn 點點a(a(牆壁內牆壁內)0.023)0.023毫西弗毫西弗//小時小時

nn 點點b(b(牆壁外牆壁外) 0) 0毫西弗毫西弗//小時小時

鐵
櫃

b

b

b

a

吸菸者吸菸者8080以每天以每天1.51.5包煙計包煙計吸菸吸菸**

搭機者搭機者0.010.01每每40004000公里公里搭飛機搭飛機

附近居民附近居民0.010.01核電廠核電廠

大部分人群大部分人群0.010.01以每天收視以每天收視11小時小時
計計

看電視看電視

大部分人群大部分人群0.070.07〜〜0.100.10居住水泥居住水泥
屋者屋者

建築材料建築材料

全體全體0.040.04〜〜0.050.05歷次核爆落塵歷次核爆落塵

受檢人受檢人0.500.50〜〜11XX光體檢光體檢

人為輻射人為輻射

全體全體0.300.30體內輻射體內輻射

全體全體0.400.40〜〜0.900.90隨居住地隨居住地
點而異點而異

地表輻射地表輻射

全體全體0.300.30〜〜0.600.60隨海拔而隨海拔而
異異

宇宙射線宇宙射線

天然輻射天然輻射

接觸代表群體接觸代表群體等效劑量等效劑量((毫西弗毫西弗//年年))來源來源

煙草本身會自土壤吸收天然鈾系放射物如鉛-210、釙-210與鈷-60等， 中山附設醫院核子醫學科

輻射防護劑量限值輻射防護劑量限值

輻射暴露產生的傷害輻射暴露產生的傷害(detriment)(detriment) ICRPICRP 和和NCRPNCRP將這些將這些
傷害風險的機率係數傷害風險的機率係數(probability coefficients)(probability coefficients)稱為危稱為危
險度險度(risk),(risk),包含包含

致死癌致死癌

非致死癌非致死癌

嚴重遺傳效應嚴重遺傳效應

＝ 5.6×10-2/Sv

1991年安全工業致死發生率0.2~5×10-4/年

輻射工作者平均年等效劑量

2.1mSv× 5.6×10-2/Sv=1.2×10-4/年

輻射防護的原則輻射防護的原則

nn 防止輻射確定效應的發生，同時也要抑低機防止輻射確定效應的發生，同時也要抑低機
率效應的發生率到社會能接納的程度率效應的發生率到社會能接納的程度

nn 利用輻射所獲得的效益必須超過它的代價利用輻射所獲得的效益必須超過它的代價

nn 考慮到經濟與社會因素之後，一切輻射曝露考慮到經濟與社會因素之後，一切輻射曝露
必須保持合理抑低必須保持合理抑低

nn 輻射作業人員與一般民眾接受輻射劑量均不輻射作業人員與一般民眾接受輻射劑量均不
得超過法規的限制得超過法規的限制

可忽略的個人劑量可忽略的個人劑量

nn NCRP(1987#91NCRP(1987#91號報告號報告):):該報告定義了該報告定義了 一個輻射暴一個輻射暴
露的可忽略個人風險水平露的可忽略個人風險水平(negligible individual risk(negligible individual risk

level),level),低於該水平再努力降低對個人的暴露就是不低於該水平再努力降低對個人的暴露就是不
正當的正當的

nn NCRP(#116NCRP(#116號報告號報告))定義了可忽略個人劑量定義了可忽略個人劑量::

建議建議0.01mSv0.01mSv作為每個射源或每項實踐的可忽略個作為每個射源或每項實踐的可忽略個
人劑量人劑量

Thank you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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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光診斷病患的暴露劑量光診斷病患的暴露劑量

50mR/50mR/秒秒心導管檢查攝影心導管檢查攝影

11--4R/4R/分分透視攝影透視攝影

100~600100~600電腦斷層攝影電腦斷層攝影

0.7~1.250.7~1.25乳房攝影乳房攝影

5/5/次次血管攝影血管攝影

60~34060~340牙科攝影牙科攝影

55四肢攝影四肢攝影

20~10020~100胸部攝影胸部攝影

600~1000600~1000骨盆攝影骨盆攝影

皮膚暴露量皮膚暴露量((mRmR))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修改自醫學影像物理學,1998

距離怎麼算ㄋ距離怎麼算ㄋ??

nn 距離的量測試由管球距離的量測試由管球
的中心點算起的中心點算起

nn 吸收劑量單位吸收劑量單位::

nn 西弗西弗((SvSv))

nn 毫西弗毫西弗mSv(10mSv(10--33Sv)Sv)

與你我切身相關的法規與你我切身相關的法規

nn 輻射工作人員相關法規輻射工作人員相關法規

nn 設備相關法規設備相關法規

nn 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

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一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台幣三佰萬元以下罰金科或併科新台幣三佰萬元以下罰金((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摘要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三十八條法第三十八條 ):):

nn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擅自或未依核准之輻射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擅自或未依核准之輻射
防護計畫進行輻射作業，致嚴重污染環境。防護計畫進行輻射作業，致嚴重污染環境。

nn 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取得許可、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取得許可、
許可證或經同意登記，擅自進行輻射作業，致嚴許可證或經同意登記，擅自進行輻射作業，致嚴
重污染環境重污染環境

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二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
止其許可、許可證或登記止其許可、許可證或登記((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
十一條十一條):):

nn 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擅自進行輻射作業。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擅自進行輻射作業。

nn 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取得許可或許可證，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取得許可或許可證，
擅自進行輻射作業。擅自進行輻射作業。

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三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必要時，廢
止其可許可、許可證或登記止其可許可、許可證或登記((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十二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十二

條條))

nn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未對協助者施以輻射防護未對協助者施以輻射防護

nn 申請永久停用者處理期限為三個月違反規定者申請永久停用者處理期限為三個月違反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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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四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止作業((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摘要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四十四條法第四十四條))：：

nn 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實施人員劑量監測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實施人員劑量監測

nn 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同意登記，擅自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未經同意登記，擅自
進行輻射作業進行輻射作業

nn 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實施教育訓練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實施教育訓練

相關法規罰則相關法規罰則((五五))

輻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二萬元輻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二萬元
以下罰鍰以下罰鍰((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十六條摘要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十六條):):

nn 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拒不接受教育訓練。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拒不接受教育訓練。

nn 違反第十六條第七項規定，拒不接受檢查或特別違反第十六條第七項規定，拒不接受檢查或特別
醫務監護。醫務監護。

一般民眾的輻射劑量限度一般民眾的輻射劑量限度

nn 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nn 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十五毫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十五毫
西弗。西弗。

nn 皮膚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皮膚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摘自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十一條摘自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十一條))

體內曝露防護原則體內曝露防護原則

nn避免食入吸入放射避免食入吸入放射
性物質性物質

nn增加排泄及避免在增加排泄及避免在
污染區逗留污染區逗留

指導醫用輻射防護的指導醫用輻射防護的ICRPICRP出版物出版物

ICRPICRP出版物中直接用於指導醫用輻射防護的出版物中直接用於指導醫用輻射防護的ICRPICRP出版物有：出版物有：

nn ICRP 73ICRP 73號出版物號出版物《《醫學中的放射防護與安全醫學中的放射防護與安全》》(1996)(1996)

nn ICRP 57ICRP 57號出版物號出版物《《醫學和牙科工作人員的放射防護醫學和牙科工作人員的放射防護》》(1990)(1990)

nn ICRP 34ICRP 34號出版物號出版物《《放射診斷中患者的防護放射診斷中患者的防護》》(1982)(1982)

nn ICRP 75ICRP 75號出版物號出版物《《工作人員輻射防護的一般原則工作人員輻射防護的一般原則》》 (1997)(1997)

nn ……………………………………

Q. and AQ. and A..
((摘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頁摘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頁Q&A)Q&A)

nn QQ：：根據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放射性物根據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放射性物
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91.12.2591.12.25發發
佈）規定，操作佈）規定，操作150150仟伏特以下之仟伏特以下之XX光機，僅需接受光機，僅需接受1818小時小時
以上之輻射防護訓練，將來是否會造成許多非醫事人員或以上之輻射防護訓練，將來是否會造成許多非醫事人員或
醫事人員醫事人員((如護理師如護理師)) 只要接受十八小時的訓練也可操作只要接受十八小時的訓練也可操作
醫院的醫院的XX光機？光機？

nn QQ：：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雇主應對在職之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雇主應對在職之
輻射工作人員定期實施教育訓練，對於規模小的業者或自輻射工作人員定期實施教育訓練，對於規模小的業者或自
僱者，要求其自行辦理定期教育訓練，有實務上的困難，僱者，要求其自行辦理定期教育訓練，有實務上的困難，
該等業者可否與其它業者合辦訓練？另如指派在職輻射工該等業者可否與其它業者合辦訓練？另如指派在職輻射工
作人員或由其自行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是否亦可視為已作人員或由其自行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是否亦可視為已
實施定期教育訓練？實施定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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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nd A.Q. and A.
((摘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頁摘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頁Q&A)Q&A)

nn QQ：：CC臂移動型臂移動型XX光機如在固定場所使用，是否要加裝安全光機如在固定場所使用，是否要加裝安全
連鎖裝置？連鎖裝置？

nn QQ：：XX光室之輻射偵測條件為何？光室之輻射偵測條件為何？

nn QQ：人員劑量佩章之有效等效劑量低於一毫西弗，是否仍：人員劑量佩章之有效等效劑量低於一毫西弗，是否仍
需配戴？配戴多久？需配戴？配戴多久？

nn QQ：請問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請問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之輻射工作人員定期教育訓練，是否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之輻射工作人員定期教育訓練，是否須向主管機關申報？
可否採計作為換發輻射安全證書之證明文件？又該訓練是可否採計作為換發輻射安全證書之證明文件？又該訓練是
否可使用影音光碟授課？否可使用影音光碟授課？

一定能量以下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一定能量以下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得以訓練代之得以訓練代之::
nn 固定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公稱電壓固定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公稱電壓1515萬伏或萬伏或
粒子能量為十五萬電子伏以下者粒子能量為十五萬電子伏以下者

nn 骨質密度儀其可接近表面骨質密度儀其可接近表面55公分處每小時公分處每小時55微西弗微西弗
以下者以下者

nn 櫃型行李檢查櫃型行李檢查XX光機其可接近表面光機其可接近表面55公分處每小時公分處每小時55
微西弗以下者微西弗以下者

nn ……………………
nn 操作或使用資格應由其專業管理法規予以規範於操作或使用資格應由其專業管理法規予以規範於
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僅接受十八小時輻防訓練之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僅接受十八小時輻防訓練之
人員，但未取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而執行醫人員，但未取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而執行醫
事放射業務者，衛生署可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三十事放射業務者，衛生署可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三十
四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四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登記證登記證
((摘自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三條摘自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nn 固定型設備供稱電壓固定型設備供稱電壓150KV150KV或粒子能量為或粒子能量為150Kev150Kev以以
下者下者

nn 骨質密度儀表面骨質密度儀表面55公分處每小時公分處每小時55微西弗以下者微西弗以下者
nn 櫃型行李檢查櫃型行李檢查XX光機其可接近表面光機其可接近表面55公分處每小時公分處每小時55
微西弗以下者微西弗以下者

nn ..........
經主管機關審核後發給使用登記證經主管機關審核後發給使用登記證……((摘自第十九條摘自第十九條))

nn 設施經營者於取得使用登記證後自核發日起算設施經營者於取得使用登記證後自核發日起算,,每每
屆滿五年前後一個月內檢送文件主管機關備查屆滿五年前後一個月內檢送文件主管機關備查((摘摘
自第二十二條自第二十二條))

除第十三條第一項以外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者除第十三條第一項以外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者,,應應
向主管機關申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證許可證

nn 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五年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五年

許可證許可證
((摘自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三條摘自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輻射劑量單位介紹輻射劑量單位介紹

輻射與防護 nn 1R=0.01Sv,1mR=10uSv1R=0.01Sv,1mR=10uSv
nn 0.05mR=0.50.05mR=0.5 uSvuSv
nn 2.1*102.1*10--44msv=2.1*10msv=2.1*10-7Sv=0.21u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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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劑量的單位輻射劑量的單位

nn 西弗西弗((SvSv))為等效劑量的國際專用單位，等為等效劑量的國際專用單位，等
於於11焦耳／千克焦耳／千克

nn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ICRP)選擇了西弗作選擇了西弗作
為等效劑量的單位，為了紀念為等效劑量的單位，為了紀念ICRPICRP前主席前主席
西弗西弗(Rolf Sievert,1895(Rolf Sievert,1895--1966)1966)。。

nn 等效劑量等效劑量H(SvH(Sv)=)=吸收劑量吸收劑量((radrad)*Q()*Q(射質因射質因
數數))

射質因數射質因數

nn 11 :: χχ射線、加馬射線、貝他粒子、射線、加馬射線、貝他粒子、
電子電子

nn 1010 :: 中子、質子及中子、質子及

nn 2020 ::阿伐粒子及帶多電荷粒子阿伐粒子及帶多電荷粒子

認識劑量單位認識劑量單位

nn 吸收劑量雷得吸收劑量雷得((radrad））

100100 radrad =1=1戈雷戈雷GyGy

--物質吸收的輻射能物質吸收的輻射能

nn 等效劑量侖目（等效劑量侖目（remrem））
100100 remrem =1=1西弗西弗SvSv

--表示人體受傷害的程度表示人體受傷害的程度

nn 1R=9.5mSV1R=9.5m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