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馬偕紀念醫院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 輻射防護計畫

v 中華民國93年 3月23日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編訂
v 中華民國93年 4月20日 會輻字第0930012155號 准予核備
v 中華民國93年 9月15日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修訂基準值
v 中華民國94年11月 9日 會輻字第0940035445號 准予核備
v 中華民國96年 8月28日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修訂劑量限度

前言
§ 原子能法：民國57年公布施行。

§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民國59年頒布實施。

§ 游離輻射防護法：92年2月1日正式公布施行。

§ 特色如下：

（一）法律層級提昇。

（三）加強公共安全：有危害公眾健康與安全，或有

危害之虞者，得會同有關機關採行干預措施。

（二）實施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制度。

（四）物質、設備或輻射作業分類管理。

（五）增加行政罰規定。

輻防法的變化
v依能量大小將執照改成兩類：
許可類(license)及登記備查類
(registration)

v將操作執照一詞改為輻射安全證書。
主要關切者為操作人員是否接受足夠之輻射
安全訓練，以維護操作時之輻射安全。

v醫療曝露防護：
ô醫療曝露品質（第17條）

ô及志願協助病患人員之輻射防護（第18條）

v罰則：計13條，明定違反本法所規定義務之懲
處罰則（第38~50條）。

輻射防護計畫擬訂之依據
v 輻防法第七條：

ô依據作業之規模及性質，設置輻射防護管理組織。

(台北院區)從事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
三項診療業務。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師一名、輻射
防護員一名，另使用放射性物質活度達
1.11×10^9Bq以上之高劑量治療者，應至少再配置
輻射防護師一名。

ô(淡水院區)從事放射診斷、放射治療二項診
療業務。至少配置輻射防護師一名、輻射防
護員一名。

輻射防護計畫擬訂之依據(續)
v 依據輻防法施行細則，並參酌下列事項，擬訂本院輻射防
護計畫：

ô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

ô人員防護

ô醫務監護

ô地區管制

ô輻射源管制

ô放射性物質廢棄

ô意外事故處理

ô合理抑低措施

ô紀錄保存

ô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權責

§本院輻防組織名稱為
「馬偕紀念醫院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執行全院輻射防護管理業務，六個月
開會一次。

§設施位於不同處所者，各處所應依規
定設置輻防組織。(北淡二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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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防業務單位之業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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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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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管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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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6)規劃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
(7) 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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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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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管理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錄。
(11)向院長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議。
(12)其他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事項。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成員

由本院院長召集—
副院長及

各使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之單位主管、或場所主管，

專職輻射防護人員八人及

院內相關單位代表

組成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之成員

※至少每半年開會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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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資格-工作人員
v年齡的限制（本院從事輻射工作人員均超
過18歲）

v操作及輻防人員資格：(由領有訓練證明或
安全證書(執照)之放射師、醫師操作。

操作及輻防人員繼續教育

（放射師每四年必須取得100點積分

輻防師每六年必須取得 96點積分

輻防員每六年必須取得 72點積分。）

人員資格-工作人員(續)
v教育訓練：工作人員有接受之義務

ô每年提供輻射工作人員至少三小時以上定期
教育訓練，且輻射工作人員有接受該訓練之
義務，並記錄備查。

ô授課人員，由輻射防護人員，或相關科系畢
業，且從事輻射防護工作五年以上之人員擔
任。

ô未依規定實施教育訓練。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機構)

ô違反第十四條規定，拒不接受教育訓練。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罰鍰。(個人)

人員防護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v第六條(工作人員之劑量限制)

ô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
弗。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十
毫西弗。 有效劑量

ô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
五十毫西弗。

ô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百
毫西弗。等價劑量

ô前項所稱之週期，自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起算，
每連續五年為一週期。

2003,2004,…,2007 2008,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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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防護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v第十條 (教學或工作訓練之劑量限制)

ô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六毫西弗。

ô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
過五十毫西弗。

ô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
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ô得使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參與輻射
作業。

人員防護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v第十一條(懷孕女性工作人員之劑量限制)
ô單位主管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
員，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以確保妊娠
期間胚胎或胎兒接受與游離輻射安全標
準規定一般人相同之輻射防護。

ô對前項人員其剩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
之等價劑量，不超過二毫西弗，且攝入
體內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超過一毫西
弗;其有超過之虞者，應改善其工作條件
或對其工作為適當之調整。

人員防護-公眾的保護
v一般人之劑量限制

一、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15
毫西弗。

三、皮膚之等價劑量一年內不得超過50毫西弗。

v輻射工作埸所以外地區之限制(核醫及實驗室)

ô空氣中、水中、污水下水道的放射性物質濃
度不得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

v放射性廢水、廢氣之排放 (核醫及實驗室)

ô應先實施輻射安全評估，報請核准

ô記錄需每半年申報一次並保存

人員防護-工作人員(續)
v劑量監測

ô個別劑量監測：
ô經主管及輻防人員認定，須經常進入管制區
之工作人員均應由輻防人員向人員體外輻射
劑量計測單位申請個人劑量佩章，按規定配
帶，並不得借用他人之輻射劑量計，或將之
故意曝露於輻射之下。

ô若工作人員使用個人輻射劑量計有違反規定
或不正常使用之事情形，輻防人員應按情節
輕重簽報主管予以適當處分。

ô環境監測或個別劑量抽樣監測

醫務監護

v體格(健康)檢查
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定期(每年)健康
檢查。輻射工作人員有接受之義務。

ô依檢查結果為適當之處理。(判定為
二級管理者需復檢並追蹤記錄。)

ô準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

ô紀錄應保存三十年

一般體格檢查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就下列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一、 既往病歷及作業經歷之調查。

二、 自覺症狀及身體各系統之物理檢查。

三、 身高、體重、視力、色盲及聽力檢查。

四、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五、 血壓測量。

六、 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七、 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八、 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脢(ALT或稱SGPT)、肌酸酐
(creatinine)、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之檢查。

九、 其他必要之檢查。



4

健康檢查頻率

v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就下列規定期限，定期實施
一般健康檢查： (94-2-18修正)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 次。

二、年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

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四、特殊體格檢查，每年檢查一次。

特殊體格(健康)檢查、及紀錄保存

v法規依據
ô「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六條

ô「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二條、第二十條、附表
三及附表六

v檢查項目：
ô作業經歷之調查

ô血液、皮膚、胃腸、肺臟、眼睛、內分泌與生殖系
統既往病歷之調查

ô頭、頸部、眼睛（含白內障）、皮膚、心臟、肺
臟、甲狀腺、神經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
骨、關節及肌肉系統之物理檢查

ô心智及精神檢查

ô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紀錄保存(續)

v檢查項目(續)：
ô甲狀腺功能檢查(T3、T4、TSH)
ô肺功能檢查（包括用力肺活量(FVC)、一秒最大呼氣
量(FEV1.0)

ô血清丙胺酸轉胺脢 (ALT或SGPT)及肌酸酐
(Creatinine)、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之檢查

ô紅血球數、血色素、血球比容值、白血球數、白血球
分類及血小板數之檢查

ô尿蛋白、尿糖、尿潛血及尿沉渣鏡檢

v 應考量不適合從事輻射作業之疾病：血液疾病、
內分泌疾病、精神與神經異常、眼睛疾病、

惡性腫瘤

地區管制(輻防法第10條)
v 管制區：於進出口處及區內適當位置，
設立明顯之輻射示警標誌及警語。

地區管制(二)
地區管制(三)

v管制區：管制措施定期檢討，並確保對一般人

造成之劑量符合劑量限度。

v定期進行輻射或放射性污染偵測

v備有輻射偵測及監測儀器，用於偵測管制區之劑
量或污染情形，並定期(每年)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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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輻射劑量偵檢器之種類

劑量筆【PD】
個人輻射劑量警報器
【EPD】

地區管制(四) RT治療室平面圖

地區管制(五) 放射科平面圖 輻射源管制

v管制對象：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v管制方式

ô輸入、轉讓、輸出、使用、安裝、改裝、
持有、停止使用、永久停止使用(報廢)

ô許可(證)、登記備查、豁免管制量
ô有效期限

v五年(許可證)
v無 (登記備查)，但每五年應提報輻射安全
測試報告、教育訓練紀錄等文件備查。

輻射源管制(續)
v輻射源應建立完整料帳清冊 (並隨時修訂)

v輻射源應嚴格管制，防止失竊及不當使用
v 91年陽明大學因保管不當造成射源遺失，罰停用輻射源
三個月。

v 92年中興大學一台含有射源鎳-63（8mCi）的儀器，未依規
定報廢，射源不知去向，處十萬元罰鍰。

v輻射偵測

ô許可證：每年至少一次，並提報偵測證明。

ô放射性物質到貨時，確認包裝及包件表面之完整
性，並偵測其表面劑量率及擦拭測試並記錄。

輻射源管制-擦拭及偵測
v密封放射性物質擦拭測試(物質與設備管理辦法第52條)

ô鈷60遠隔治療設備：半年

ô銥-192 遙控後荷式治療設備：每次更換
射源時

v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物質與設備管理辦法第48條)

ô每次作業完畢或每週，應偵測其工作場所
污染情形並記錄。

ô每年應就排放之廢水取樣至少二次，並偵
測分析其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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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處理-鈷鈷--6060治療機治療機
訂定意外事故處理及通報程序並揭示於管制區明顯易見之處

當射源無法回到安全位置時，請遵循以下步驟：

（一）、操作人員應進入治療室，儘量避免被主射束照到，

迅速移開病人，協助病人離開治療室。

（二）、關閉治療室的門。

（三）、治療機的控制鎖轉到OFF的位置。

（四）、速通知下列人員 1.輻防人員：x x x (分機2301)

技術主管：x x x (分機2301)

科主任 ：x x x (分機2301)

2.友信行 ：0800-011599

合理抑低措施
v 為提昇輻射醫療之品質，減少人員可能接受之不
必要暴露，各作業場所應依據ALARA 原則，訂定
並實施醫療暴露品質保證計劃。

v ALARA原則(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在合理可達成範圍內的最低要求 (即在社會資源
容許的前提下)，法定容許劑量應盡量壓到最低。

v 為減低人員的輻射劑量我們必須用更多的防護措
施(如更厚的水泥屏蔽);但太多的防護措施也意味
著較高的成本。當防護成本太高或不合理時，輻
射應用(如放射治療及診斷)就不可能進行。

本院各項偵測及監測基準
紀錄基準 調查基準 干預基準

工作人員劑量監測 3 mSv 15 mSv 40 MSv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鈷 60

環境輻射偵測（管制區）
2.5μ Sv/hr 25μSv/hr 50μSv/hr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鈷 60

環境輻射偵測（非管制區）
0.4μ Sv/hr 0.5μSv/hr 2.5μSv/hr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輻射污染偵測

背景值 5倍 背景值 10倍 背景值 20倍

X光機之輻射安全

ô每年定期檢測 X -光機之滲漏輻射
及攝影室之散射輻射。

ô應備有輻射防護所需之鉛衣。

ô防護用鉛衣應平坦放置或以衣架掛於
X光室內，不得摺疊、尖掛式存放。

ô攝影時檢查室前後門應關閉，以確保
輻射安全。

受檢者輻射防護安全指引
v對於意識不清或無法配合者，如需家屬
協助攝影時，應提供鉛衣，並應事前告
知輻射可能造成的影響。

v檢查前務必詢問婦女是否懷孕，如果有
懷孕可能，建議申請非游離輻射檢查，
如一定需做該項檢查時，請加會婦產部
(科)評估對胎兒影響，並向病人解釋可
能造成之影響。

v對於生育年齡婦女及小孩應視檢查部位
對生殖器官或甲狀腺實施必要之防護。

民眾或病人在醫院使用輻射醫療儀器時，

是否擔心輻射劑量的問題？
v美、加、西班牙等國曾於1985-1990年間，有18
位病人因直線加速器操控軟體錯誤或是不當的
修復，受到高劑量的輻射而死亡。

v 7月1日起，針對「醫用直線加速器」、「鈷-60
遠隔治療機」及「含放射性物質的遙控後荷式
治療機」等治療設備，施行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作業。

v醫院應訂定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並設置品
保組織及品保人員，未實施者課以罰則，期望
能提昇醫療曝露品質，減少不必要的輻射傷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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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保存(及申報事項)
v紀錄保存
ô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擦拭報告、廢水樣品
偵測紀錄、工作場所偵測紀錄、(儀器校驗
紀錄及會議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ô輻射防護訓練紀錄至少應保存十年。

ô游離輻射(特殊)體格、健康檢查及醫務監
護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十年。

ô劑量紀錄：自離職或停止參與輻射工作之
日起，應至少保存三十年，並至該員年齡超
過七十五歲止。

紀錄保存(及申報事項)(續)
v半年報
ô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許可證

ô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許可證或使用

登記證

v年報
ô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登記證

ô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使用許可證

紀錄保存(及申報事項)(續)
v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之排放

v環境輻射監測結果

v許可證：每年應提報偵測證明

v登記或許可(證)之記載事項變更者，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請變更。

v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不符者

ô應申請停止使用或運轉

v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人員）設置申報
表。異動時，亦同。

其他事項(附則)

v輻射安全作業守則

v定期實施全院之輻射安全檢查
並留存紀錄備查。

v定期宣導本計畫之內容。

ô新進輻射工作人員

ô定期教育訓練

v定期檢討及修正本計畫。

敬 請 指 教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