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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7 年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高雄長庚紀念醫院、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活動日期：107年 4月 22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紀念醫院高層眷舍1樓【星光廳】(高雄市鳥松區大埤路123號) 

學分類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7點／輻防積分7點／公務人員7點/乳篩時數1小時 

※此課程為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非年度品保3小時繼續教育學分，非「首次執行」實作課程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30 ~08:50 學員簽到 

08:50 ~09:00 開幕式：蕭佳吉理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09:00 ~09:50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年度品保項目介紹 

李榮輝副主任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10:00 ~10:50 

目視檢查、水假體影像 CT 值準確度、擷像工作
站影像顯示評估 

11:10 ~12:00 水假體影像均勻度、雜訊評估、問題與討論 

12:00 ~13:00 午餐時間 

13:00 ~14:40 乳房攝影品質展望與輻射劑量把關 
黃美蘭 組長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4:40 ~15:00 休息 

15:00 ~16:40 乳房攝影品保之常見假影 
陳佩琴 醫事放射師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16:40 ~17:00 簽退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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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

107年度 非年度品質保證課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高雄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李榮輝 醫事放射副主任

品質保證的定義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QA)是
一個複雜的概念

包括放射科醫師為達到檢查執行中的

2

 包括放射科醫師為達到檢查執行中的
品質要求與保證所組織的所有管理執
行活動

CT品質保證的宗旨

1. 使CT設備在臨床廣泛應用中，提高臨床診斷和
治療效果

2. CT設備品質不佳或使用不當，會增添受檢者經
濟負擔，而且對受檢者的健康帶來莫大損害

3

3. 如影像品質差造成誤診、漏診，或劑量過大造
成正常組織器官的損傷等

4. 因此CT設備必須保證品質合格、性能優良，因
而達到最佳的醫療效果，以及把受檢者的損害
減小 到最低的限度。

測試一般分為兩大類

1. 由檢測部門專業人員定期進行參考測試

2. 儀器使用人員在每天機器運行時進行操
作檢查

4

狀態測試

1. 為使日常測試有比照性，每次測
試要保持一致性

2. 應遵循清晰定義的操作規則進行

5

2. 應遵循清晰定義的操作規則進行

3. 可適當限定一個可接受範圍的結
果及操作步驟，如 果超出應加以
標明

CT的穩定性檢測

1. 影響測試的一般情況

2. 基準值的建立

3 檢測週期

6

3. 檢測週期

4. 儀器、設備和測試條件的簽定

5. 所測的性能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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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測試的一般情況

1. 要仔細考慮選擇與所檢測設備相適應
的、標準的測試條件，包括環境參數

2. 下面所描述的穩定性測試的結果，只
受到所檢測的參數變化的影響，即參

7

受到所檢測的參數變化的影響 即參
數變化才會影響結果變化，測試設備
和裝置的變化應保持在最小

3. 記錄每次測試時 X光設備及附屬設施的
所有主要設置條件

基準值的建立

 當新的CT投入使用或X光設備任一零
件以及測試 儀器發生變化時，都將
可能導致測試結果的變化

 在驗收檢測或狀態檢測表明合格後，

8

 在驗收檢測或狀態檢測表明合格後，
要立即進行初始穩定性的檢測

 初始檢測的目的在於建立所測參數
的基準值。

檢測週期

以下情況必須重新檢測：

1. 懷疑設備工作不正常

性能參數發生變化的設備檢

9

2. 性能參數發生變化的設備檢
測維修之後

3. 測試結果超出標準，為確認
測試結果可靠性

使用測試裝置進行測試時規定

須記錄所有測試中所用的掃描參數的數值

 X光管電壓峰值（kVp)

 管電流平均值(mA)

10

 曝光時間與管電流的乘積(mAs)

 層面厚度(Thickness-mm)

 重組演算法(Algorism)

 影像解析度等(512X512)

測試規定與記錄-續

 其他使用者選擇的參數
 軟體版本的序號
 測試設備所有的掃描視野
 照射時測試裝置的位置

11

 照射時測試裝置的位置
進行穩定性測試時，使用者必須選擇兩
組典型的臨床應用掃描參數。其中一組
掃描參數能反應頭部掃描技術，另一組
為體部掃描技術，最好還能有幼童掃描
技術

所測的性能參數

 如果發現所測設備的性能出現明顯變化，
必須測量以下變數如：

1 檢查床的位置 空間解析度

12

1.檢查床的位置

2.層面厚度

3. CT值平均值

4.均勻度

5. 空間解析度
6. 雜訊
7. 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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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項目執行方式

年度品保項目

影像品質

劑量監控

13

劑量監控

非年度品保項目

影像品質

1. 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2. 檢查床與機架之對位 alignment of table to gantry
3. 層面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ing accuracy
4.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table/gantry tile accuracy
5. 層面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年度品保項目

14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7. 影像均勻度.雜訊與假影評估

eveluation of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nd artifact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9. 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detectability
10. 影像顯示器評估 image display device evaluation
11. 輻射寬度 radiation width
12. 劑量評估 dosimetry

非年度品保項目
1. 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2. 檢查床與機架之對位 alignment of table to gantry
3. 層面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ing accuracy
4.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table/gantry tile accuracy
5. 層面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15

6. 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CT number accuracy and linearity
7. 影像均勻度.雜訊與假影評估

eveluation of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nd artifact
8. 空間解析度 spatial resolution
9. 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detectability
10. 影像顯示器評估 image display device evaluation

實作

一.系統安全組件檢查

二.機械零件性能
 包含2~4項

16

三.影像品質控制
 包含5~10項
 5~9項由ACR假體作檢測

 第10項由光度計作檢測

一、系統安全評估(組件檢查1) 

項目 通過 不通過 說明

1. 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在機械方面是穩定的

2. 所有可動的部分半穩動作，沒有任何阻礙

3. 病患或工作人員不會接觸到銳利、粗糙邊緣或
其它包括電的危害

17

其它包括電的危害

4. 定位雷射燈功能正常

5. 所有指示燈功能正常輻射使用中等

6. 指示病人的揚聲器功能正常

7. 監控病人的攝影機、顯示器等功能正常

8. 張貼警告標示於合適位置(注意輻射、懷孕婦女)

9. 張貼原能會認可文件：設備、人員

二、機械零件性能

 檢查床與機架的對位

 圓孔垂直中心與檢查床中心的契合

 層面位置準確性

18

 鐳射定位線的準確性

 掃描層面位置與鐳射燈的一致性

 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檢查床移動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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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床與機架的對位

定義

保證床的長軸與經過掃描機架轉軸
的垂直線在同一條直線上。

19

的垂直線在同一條直線上

若校正不良時，即當病人超出採樣
區域時會產生影像假影(或影像向
左右偏移）。

測試方法

找出檢查床的中線，並做標記

1. 在保證機架不傾斜的情況下，將檢查床
升入掃描機架內。

20

2. 在機架開口的最大直徑上定位其垂直中
線，或用鉛錘定位機架開口的垂直中線，
在床面的膠帶上 標記掃描架中線。

 在床的頭尾兩端找出中心點再給予連線。

3. 測量兩個標記之間的水平誤差。

床台標註與鉛錘

21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機頭的中心線應

在檢查床中心線的+/- 5公釐內

(AAPM TG39)

22

(AAPM TG39) 。

機架的中心線應在檢查床中心線的±5 mm（或符合原廠規範）

層面位置準確性

三 層面位置準確性

23

三、層面位置準確性

3-1鐳射定位線(燈)的準確性

定義
 受檢者掃描的解剖位置通常用定位

鐳射光來確定。定位鐳射光包括：

24

鐳射光來確定。定位鐳射光包括：

1) 內定位鐳射光(位於機架正中的層面)。
2) 外定位鐳射光(機架外距離掃描層面有

一個參考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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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內定位鐳射光測試原理

將定位光線對準測試模組(假體)
的中心面對其進 行掃描。

掃描影像與理想已知影像的位

25

掃描影像與理想已知影像的位
置偏差即為定位光 線的偏差。

理想狀態下，其值應為0

3.1.2外定位鐳射光測試原理

定義：

兩側外定位鐳射光必須投
射在同一垂直平面上 並

26

射在同一垂直平面上，並
且保持在同一水平中。

測試方法

1. 利用一張A4白紙，置於兩側外定位
鐳射燈中央，觀測白紙中兩鐳射燈
的十字投影是否重疊。

27

2. 再將白紙移至接近左側鐳射燈，觀
測白紙中大小十字投影是否重疊。

3. 移至右測亦是如此。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標準偏差應

小於0.5mm。

28

內外定位鐳射燈關係

定義：
原廠設置內外定位鐳射燈有一定距離，
大約以30cm左右為準。

外定位鐳射燈是方便於擺位使用 在

29

外定位鐳射燈是方便於擺位使用，在
特定按鈕下外定位鐳射燈所指示的位
置會自動送至內定位鐳射燈位置，也
就是欲掃描層面，而且自動歸0。

對CT導引下的病理層面檢查非常重要

3.2 層面位置準確性
與內定位鐳射光測試

方法1—底片攝影法

方法2—CR攝影法

30

方法2 CR攝影法

方法3—其他

如Gafchromic (isp)

斜線造影法(假體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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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ette （底片、CR）操作法

1)將底片黏在墊板上，底片邊緣與墊板邊緣平行，
將墊板固定，其方向與床的長軸(z)垂直，將床
升至頭部掃描位置

2)打開鐳射定位燈，沿鐳射光線的正中線用針在
底片上紮一排針孔，以此來標記其擺設位置

31

3)設定最窄層面厚度，對底片曝光
4)測量處理後的底片上從針孔至輻射視野中心的

校正誤差
5)如没有原廠參數，誤差不應超過± 2.0mm
，外部系統的準確性依賴於床升高及床控制移動

距離的準確性，並與燈的校正有關

底片法測量定位光線精準度

32

CR、底片攝影法

33

Gafchromic

ACR phantom 攝影法

第一層
擺位4個方向金屬小點
圖像可見4小點
使用最小切面(1mm)

34影像對位切片位置的準確性：±2 mm

3.3檢查床移動距離

定義：

 確定檢查床徑向運動的準確性和
穩定性。

35

穩定性

 在操作臺上使床能夠準確達到掃
描視野內的特定位置，這對於確
定影像面的相對位置很重要。

測試方法
方法1：
 將長度100cm的捲尺固定在床緣(非移動的床

緣)，接近足側的一端，用迴紋針作指標指
針，將其固定在床緣上(會滑動的床體) 使其
針尖正對著捲尺的中點 將床位數據歸零

36

針尖正對著捲尺的中點，將床位數據歸零。
1) 床負載為70~80kg；從控制臺來控制床面沿一個方

向移動300~500mm，然後回到起始點

2) 記錄由指標和捲尺指示的相對於起始位置的距離

3) 沿同一方向移動床，測量兩次以上，在相反方向
測量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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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床移動準確性
分次移動誤差

分次 移動距離 顯示距離 誤差 合格 不合格

前
進

第一次移動

第二次移動

第三次移動

37

進 第三次移動

移回原處

後
退

第一次移動

第二次移動

第三次移動

移回原處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標準偏差和平均誤差應小
於目前一般CT檢查床的移動距離精準度為
± 2.0mm(AAPM TG39)或符合廠商規格標準。

38

。

70Kg

4.檢查床/機架傾斜準確性

方法1—底片攝影法

方法2—CR攝影法

39

CR攝影法

40

機架傾斜準確性 Gantry tilt accuracy

41

錯誤的QC 原因:厚度太厚

結果說明

如没有原廠參數，傾角誤差應
小於3° 控制臺與掃描機架的

42

小於3 ，控制臺與掃描機架的
角度指示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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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假體

43

4 3 2 1

Head Foot

AlignmentLow contrastUniformityHigh contrast

ACR假體測試範圍

44

20
 c

m

4 cm

Alignment

CT # 

Slice width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Uniformity 
& noise 

Distance 
accuracy 

& SSP

High contrast 
resolution

5.第一層：Alignment ﹠Slice width

45

5.
 左右細條數加總後÷2
 上下左右細條數加總後÷4
 Ps.不明顯者算半條

6.
 5個測量點

 作3.5.8mm切層並紀錄

 應在參考誤差內

紀錄表格

切片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使用假體廠牌： 型號：
常規成人腹部掃描參數

掃描模式
(軸狀/螺旋)

管電壓
(kVp)

管電流
(mA)

球管轉一圈時間
(Rotation time,sec)

偵檢器組置
(N*T,mm)

重組切片
厚度(mm)

重組參數

誤差應在±1.5 mm之間或
符合廠商規格標準

46

高解析度肺部掃描參數

掃描模式
(軸狀/螺旋)

管電壓
(kVp)

管電流
(mA)

球管轉一圈時間
(Rotation time,sec)

偵檢器組置
(N*T,mm)

重組切片
厚度(mm)

重組參數

測試模式 設定厚度 實測厚度 誤差(mm)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腹部

高解析度肺部

特定厚度測試

3

5

7

6.CT值準確度 CT Number Accuracy

 目的：

測定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建議實施頻率：每月

47

 器材：ACR phantom

 掃描模式：一般掃描模式

(axial scan mode)

47

200 mm2

紀錄表格

使用假體廠牌： 型號：

測試模式 測試樣本 容許範圍 實測結果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腹部

骨頭 +850 ～ +970

空氣 -1005 ～ -970

壓克力 +110 +130

48

常規成人腹部 壓克力 +110 ～ +130

水 -7 ～+7

聚乙烯 -107 ～ -87

高解析度肺部

骨頭 +850 ～ +970

空氣 -1005 ～ -970

壓克力 +110 ～ +130

水 -7 ～+7

聚乙烯 -107 ～ -87

共28頁，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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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層：Uniformity& noise 
Distance accuracy

400 mm2

49

實施頻率：
每日（水的CT值）每月（均勻度、雜訊及假影）
掃描模式：一般掃描模式(axial scan mode)

紀錄表格

位置 水CT值 與中央ROI偏差 雜訊(標準差) 假影 合格 不合格

中央ROI

三點鐘ROI 基準值：

六點鐘ROI

九點鐘ROI

十二點鐘ROI

50

掃描參數 水CT值 雜訊基準值 測量雜訊 假影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頭部

高解析度肺部

掃描參數 影像扭曲測試值 (mm) 標準值 (mm)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頭部

高解析度肺部

十二點鐘ROI

水的CT值應介於 –7～ +7 HU
雜訊值與其基準值之差異，應不大於20%。

8.第四層：High contrast resolution

51

ACR phantom: 8 Al bar patterns-

4, 5, 6, 7, 8, 9, 10 and 12 lp/cm

效能判定準則

 將所得影像設定最佳之窗寬/窗高進行判讀，建議
為100/1100，必要時可將影像放大判讀。若臨床有
以底片方式輸出，則另測試底片影像輸出判讀。

 掃描條件為Adult abdomen應可清楚分辨 5 lp /cm。

掃描條件為HRCT應可清楚分辨 6 l /

52

 掃描條件為HRCT應可清楚分辨 6 lp /cm。

9.第二層：Low contrast resolution

53

1. 0.6% (6 HU) difference from a background material
2. mean CT number of approximately 90 HU
3. Cylinder-to-background contrast is energy-independent
4. Cylinders diameters and spaces: 2, 3, 4, 5, and 6 mm

效能判定

 所有模式下，應可清楚分辨6 mm圓盤

 或主圓盤與背景差
異值相比於雜訊值
大於1

54

大於1

大於

共28頁，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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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像顯示器評估

 目的：確保擷像之螢幕的品質符合標準

 測試所需設備：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SMPT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

55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 

TGl8-QC(task group 18)

 光度計(輝度計)

輝度計顯示影像
 測試標準： 全白區塊 >100 cd/m2

56

效能判定準則- SMPTE測試

 SMPTE測試
 0%~5%及95%~100%之低對比方

塊需清楚可分辨。
 0%~100%十一個灰階方塊皆應

清楚可分辨。
 不應有明顯可見的條紋假影、

失真 與陰影失真、與陰影。
 於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對比線

對，不論是平行與垂直方向，
應皆能分辨。

 亮度之標準建議如下：
 最大亮度應至少100燭光/平方

公尺。(藍色圓圈處)
 最大亮度與最小亮度之比值應

至少100。(藍色/紅色圓圈處)
SMPTE

原能會CT檢查過程中常見的問題

品保測試報告常見的問題
年度品保測試報告
1. 依據「品保操作程序書」的內容執行
2. 以原能會網站上的範本為例

品保測試前，應先確認…

(1)protocols的檢查條件(1)protocols的檢查條件
(2)使用假體
• 本程序書部份測試使
用美國放射學院的電
腦斷層認證假體ACR，
可應用於各廠牌及型號
的電腦斷層掃描儀。
• 結果判定可能會因所
用測試假體而有所不同
。

共28頁，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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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電流改變(軸位)

會受管電流影響

自動管電流調控功能

若電腦斷層掃描時啟動自動管電流調控
功能，則查詢代表性檢查的過去影像資
料，挑選出中等體型病人(60kgs)的掃描
影像，查詢影像上所顯示的管電流(mA)
或管電流時間乘積(mAs)，記錄至少10
位受檢者的結果，取其平均值。註：成
人腹部與小兒腹部影像中，請選取肝臟
上、下、中心的影像，所顯示的管電流
時間乘積。

基準值建立或更新時機

1 新裝機1. 新裝機

2. 更換相關零件

3. 改變相關掃描參數時

4. 可用第一次的測試結果作為基準值

年度報告常見錯誤

水假體影像:
• 水假體影像部分雜訊非以臨床參數建立其基準值

輻射寬度:
• 臨床使用之偵檢器組置未測量

劑量評估:
• 成人頭部、成人腹部以及小兒腹部之電腦斷層劑
量指標基準值非以臨床參數建立

• 劑量指標之基準值，並非學會建議之參考水平

• 再現性、電腦斷層劑量指標、代表性檢查的病人
劑量表格填寫錯誤

劑量評估
填寫臨床使用參數

mAs = mA * s
Effective  mAs = mAs  / pitch

Slice  mAs = mAs / pitch

共28頁，第12頁



乳房攝影品質展望
與輻射劑量把關

黃美蘭 醫事放射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 組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常務理事

大綱

乳房攝影儀器設備&2016 DM QC

臨床特殊案例經驗分享

2018年臨床影像後續評核

2

20130227 3

乳房X光攝影乳癌篩檢重要政策
X-ray tube

Tube Port
Filtration

Collimation

Compression 

paddle
Grid

Screen-film or Detector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藉由常規性品質保證測試之執行，以確保輻射醫療儀器各
方面均維持在一定品質。

醫療曝露品質
保證組織

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
計劃

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
專業人員

品保測試儀器

5

為提升輻射醫療品質，保障民眾健康安全，原能會
自94年起，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7條，積極推動醫
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7條

–醫療院所使用經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醫療曝露品
質保證之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
關設施，應擬訂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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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7月開始施行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作業相關法規 儀器設備登記證

DICOM欄位需包含
1.乳房影像
2.假體影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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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6

乳房篩檢的角色

可在癌細胞還沒有擴散至其他部份之前發現早期

之乳癌

乳癌的預後（五年存活率）：
原位癌原位癌原位癌原位癌 (DCIS):

micro calcification 

(90%)

other (10%)

乳房影像檢查

• 影像檢查

– 乳房攝影乳房攝影乳房攝影乳房攝影

–乳房超音波

–乳房磁振造影 Echo MRI

Mammography

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篩檢性乳房攝影 (Screening mammography)

左右兩側乳房各要照兩張X光片，分別為頭腳向(由上往下照)
及斜位向(由側邊照)。

基本篩檢影像(4張)

CC (craniocaudal projection)頭尾投射法
MLO (mediolateral oblique projection)內外側斜位投射法

20170506

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乳房攝影檢查為何要緊壓乳房？？？？
• 使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乳房厚度一致，所有的
組織都攤平以利診斷。

• 組織越薄，穿透所需的XXXX光光光光
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劑量就越低，減少因檢查
所接受到的輻射線暴露，
同時減少散射現象，使影
像細節更銳利。

• 組織攤開後，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小腫瘤比較
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不會被很厚的正常組織遮
掩掩掩掩。

• 固定乳房，避免呼吸移動
造成影像模糊，使影像品影像品影像品影像品
質更清晰質更清晰質更清晰質更清晰。

20121124 12

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乳房攝影影像品質

受檢者受檢者受檢者受檢者

放射師放射師放射師放射師

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儀器設備

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優良影像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Huang Me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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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不佳影像

Acronyms in Mammography Imaging

FFDM – 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 Also called Digital Mammography

CR-Computed Radiography

SFM – Screening Film Mammography

the breast is almost entirely fat there are scattered  fibroglandular densities

the breast tissue is  heterogeneously  dense the breast tissue is extremely dense

BIRADS :4 Groups

Fatty Breasts

Dense Breasts

DBT –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 Also called Tomosynthesis

Level 1

Level 2

Level 1

Level 2

Tomosynthesis Can Reduce or

Eliminate Tissue Overlap

With tomosynthesis imaging, images acquir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separate

structures at differing heights. Conventional mammography would acquire only the

central image

Mammography 影像的需求

• 在最小可能劑量下, 達到很好的空間解析度 (spatial 

resolution) 

• 在不失曝光容許度(latitude)的範圍內, 儘可能達到最適當
的影像對比度(optimal contrast)

• 能夠照到乳房內所有組織對比度(tissue contrast)差異很小
的各種不同組織

• 系統可以容忍及補償(compensate)自胸壁到乳尖的厚度差
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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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健署假體影像抽審宣導事項
• 非年度品保假體影像及其所對應之非年度品保紀錄之格式要求
如下：

– 假體影像須為未經壓縮之DICOM格式，其DICOM標籤中應包含儀
器之設備登記證號。

– 非年度品保紀錄形式及內容應符合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之規定

• 須包含所提供假體影像之影像可見模擬物評分結果，結果應包含可見模擬纖
維、鈣化點群及腫塊物之分數，不可僅提供曲線圖。

• 請確實依法執行品保作業，並保存校驗紀錄(含測試影像)，以
利抽審作業。

• 乳攝車應於每次移動後，執行檢查前，依規定進行品保作業

國健署假體影像抽審宣導事項

• 抽審作業審查重點摘要：

– 年度品保報告

• 具備覆核人員簽名

• 品保報告之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 品保項目及標準是否符合品保程序書規定

• 若有不合格，則應有檢討改善措施

– 假體影像抽審

• 院方之假體影像評分結果是否適當

• 假體影像評分結果是否符合程序書之標準

• 假體影像中是否包含明顯假影

• 若有不合格，則應有檢討改善措施

21 22

2016 Digital Mammography 
QUALITY CONTROL MANUAL

24

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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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X-Ray tube

Rhodium 銠銠銠銠
Molybdenum鉬

Molybdenum (Z = 42)

Rhodium (Z = 45)

Tungsten (Z = 74)

kV對影像的影響 X-ray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能量越高穿透能力越好
即即即即X-ray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穿透率越高

Soft tissue

Soft tissue

能量過高能量過高能量過高能量過高
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大部分光子都穿透過去
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無法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
低對比度

Tumor

Tumor
Soft tissue

能量適中能量適中能量適中能量適中
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能清楚分別較緻密及較鬆散的組織
好的對比度

Tumor 能量過低能量過低能量過低能量過低
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大部分光子都被吸收
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劑量都被病患吸收
低訊號

X-ray Tube
• 0.1-0.3 mm (Focal Spot)

• 23, 25o Anode Angle

• 6o tube tilt

• Source-to-Image 
Distance: 50-80cm

• Heel effect

焦點大小影像的影響:半影
--小焦斑與大焦斑

Dark Clear Dark

small focal spot

小焦斑小焦斑小焦斑小焦斑
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影像邊緣清晰,,,,
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可清楚分辨高密度的小
物件物件物件物件
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空間解析度高

Gray

Dark DarkClear

Gray

Large focal spot

Penumbra

大焦斑大焦斑大焦斑大焦斑
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影像邊緣不清晰,,,,
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不能清楚分辨高密度的
小物件小物件小物件小物件
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空間解析度低

The Tube - Focal spot size (0.1-0.3 mm )

3030

d

h

散射散射散射散射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會使影像模糊

Maximum angle

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降低散射線:使用鉛柵使用鉛柵使用鉛柵使用鉛柵

乳房攝影鉛柵 3 : 1 ~ 5 : 1

一般x光機鉛柵 8 :1 ~ 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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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柵種類

• 線型鉛柵

– 常見

• 交錯型鉛柵

–能吸收較多的散射線。

• 聚焦式鉛柵

Grids
• Scatter ↓ → Contrast ↑

• Focused to the x-ray source 
and move

– 3:1 – 5:1 

– 30-50 lines/cm

• High Transmission Cellular 
(HTC) grid

– Cross hatched grid

– Copper grid strip

– Air (interspace 
material)

– 3.8:1

放大影像放大影像放大影像放大影像

••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空氣間隙放大:

-- The bigger is the

magnification factor

- The smaller is the region

radiographed => difficult to 

localize the region of interest

- The lesser the quantity of 

scattered radiation reaching

the film => less dose 

focal spotfocal spot

diaphragmdiaphragm

primary beamprimary beam

compression compression 

devicedevice

scattered radiationscattered radiation

magnification magnification 

devicedevice

secondary beamsecondary beam

film/screenfilm/screen
cassettecassette

SOD

30CM

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

國內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一一一一位

乳房攝影檢查為乳癌早期診斷的最佳方式

國民健康局推動乳癌篩檢政策(45-69歲)

乳腺為對輻射敏感的組織，且接受乳房攝影
篩檢者多為健康者。

34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影像評核

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
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
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執行乳房攝影
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檢查業務

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

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乳房攝影篩檢檢查

�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
�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署

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執行乳房攝影業務醫療院所

放射線醫學會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評核評核評核評核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評核評核評核評核

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主管機關審查乳房攝影醫療院所

執
行
乳
房
攝

影
業
務

執
行
乳
房
攝
影

篩
檢
業
務

原
委
會

國健局委託

放射線醫學會

每年10小
時乳篩學
分

後 影
像評核

3小時
乳房
品保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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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儀器審查

醫療院所輻射
防護暨醫療暴
露品保作業

乳房X攝影儀
醫療曝露品質
保證作業檢查

醫療機構臨床
影像後續審查

37

峸 與檢討峸 與檢討峸 與檢討峸 與檢討

38

事就發生在2016年2月6尤

開 :超音波定位 片

罼子 接尝 自體 重

共28頁，第19頁



CT發現Breast cancer 乳 容影像討乳 容影像討乳 容影像討乳 容影像討

44

後續審查乳篩放射師臨床影像抽片
自選片(目前醫學會4月分與國健開會後確認)

• 1.放射師一年度所照影像區間挑選緻密、非緻密影像 2.半年區間(建議3-9月)

• 醫院與乳攝車皆執行業務需送2份

抽選片

• 4份/人

• 所有乳篩放射師

影像儲存格式(DICOM)

• 1份/人(或程式設計自動將要求DICOM tag 列出?)

45

DICOM 格式

乳篩醫療機構或巡迴車實地訪查機制

放射師
委員

醫師

專家

完成實地訪
查與書面稽
核作業

47 48

共28頁，第20頁



2018/4/2

1

乳房攝影品保之常見假影
Mammography

107.04.22 

高雄長庚醫院放射診斷科

陳佩琴

大綱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乳房攝影的發展

認識假影認識假影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

結語

前言

• 乳房攝影為早期偵測乳癌之重要工具之一,所獲得之乳房

攝影影像品質之好壞,也進而影響醫師臨床診斷之敏感性

與特異性

• 在獲得好的影像品質之同時,也要同時注意對乳房所造成

的劑量問題,因而如何在影像品質與劑量之間得到一個較

佳的平衡點,成為實行乳房攝影品質保證的努力目標

一張影像的好壞

技術層面 設備層面

病人本身條件 乳房攝影機之
攝影條件選擇
擺位之優劣

品質與穩定度
閱片設備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藉由常規性品質保證測試之執行,方能確保各方面皆維

持在一定之品質,進而於劑量不致於過高的情況下,獲得

具有高診斷價值之乳房攝影影像

共28頁，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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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乳房攝影業務

人員

國民健康署原子能委員會

非年度/年度品保人員
每年3hrs 乳房品保學分

臨床影像評核
每年10hrs 乳篩學分

儀器非年度品保
年度品保

非年度品保
年度品保

醫療曝露品質管控

國健局臨床影像評核標準

乳房X光攝影臨床影像評分表

1. 擺位 (position) 20分

2. 壓迫 (compression) 10分

3 暴露 (exposure) 10分

• 人員-臨床影像標準

3. 暴露 (exposure) 10分

4. 對比度 (contrast) 10分

5. 鮮銳度 (sharpness) 10分

6. 假影 (artifact) 10分

7. 雜訊 (noise) 10分

8. 照射範圍
(collimation) 10分

9. 標籤 (labeling) 10分

無灰塵、棉絮等環境不潔造成的假影
環境、洗片
過程假影，
最多扣5分

無指紋、刮痕等影像處理不當的假影

無滾軸壓跡、水痕等洗片機造成的假影

無柵板線條(grid lines)假影
機器與其他
因素假影，
最多扣5分

無壓迫板與片匣排列不齊造成的假影

無其他假影

乳房攝影的發展乳房攝影的發展

乳房攝影的發展

Year
1980

Year
~now

Year
1950’

Year
2000

Year
1970

Direct‐
exposure 

film

Xero‐
mammography

Screen‐film 
mammography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The evolution of Breast imaging: Past to Present, Radiology, 2014

(Digital Mammography)

乳房攝影系統主要組件
• X‐ray tube

• Cathode and dual filaments

• Anode ‐Mo, W

• Filter ‐Mo, Rh, Ag, Al

• Collimator• Collimator

• Compression paddle

• Grid

• X‐ray detector

認識假影認識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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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Artifact?

❝ Any variation in mammographic density not caused by 

true attenu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breast, reducing thus 

the image quality, which may lead to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image interpretation ❞

Classification systems of artefacts in direct digital full-field mammography, ECR 2012

假影從哪裡來？

X-ray source到達detector之間所經過的路
徑，都有可能發生假影

認識假影的重要性

• 假影會降低影像品質，使病灶模糊或誤判，導致判

讀錯誤

• 認識假影並即時修正它，不僅可以提高影像的品質

還可以避免假影被誤判為乳房病灶，還可以避免假影被誤判為乳房病灶

Artifacts on FFDM

•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Digital Mammographic Artifacts on Full-Field Systems: What Are They and How Do I Fix Them?, RadioGraphics 
2008

Artifacts on FFDM

•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Motion artifact

• Antiperspirant artifact

• Thin breast artifact

• Superimposition of objects or substances over the breast 
parenchyma

•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共28頁，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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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ntiperspiran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Thin Breas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Artifacts on FFDM

•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Field inhomogeneity

• Detector‐associated artifacts

• Collimator misalignment

• Underexposure

• Grid lines

• Grid misplacement

• Vibration artifact

•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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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Inhomogeneity
Hardware‐related

Detector‐associated Artifacts 
Hardware‐
related

Ghosting

Detector‐associated Artifacts 
Hardware‐
related

GougingGouging

Detector‐associated Artifacts 
Hardware‐
related

Dead detector element

Collimator Misalignment 
Hardware‐related

Underexposure 
Hardwa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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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Lines 
Hardware‐related

Grid Misplacement 
Hardware‐related

Vibration Artifac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on FFDM

•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 Breast‐within‐a‐breast artifact

• Vertical processing bars

• Loss of edge

• High‐density artifacts

Breast‐within‐a‐Breast Artifact 
Software 
processing Vertical Processing Bars 

Softwar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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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oss of Edge 
Software processing Software processing

Loss of Edge 

High‐Density Artifact
Software processing

High‐Density Artifact
Software processing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乳房攝影品質保證
確保儀器維持一定之品質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
• 非年度品保

每日至半年品保項目 頻度

1. DICOM印表機品質控制 每週

2. 偵檢器平面範圍校正 每週

3. 假影評估 每週

4 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 每週

通過校正

影像內無不想要的假影

4. 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 每週

5. 假體影像 每週

6. 壓迫厚度指示計測試 每兩週

7. 診斷閱片工作品保 每週
8. 閱片箱及閱片環境條件 每週

9. 目測檢查表 每月

10. 重照及廢片分析 每季
11. 壓迫力 每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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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品質保證-非年度
• 偵檢器平面範圍校正

• 目的

• 確保系統經過正確地校正

• 測試所需器材

壓克力假體 大小要能覆蓋整個直接數位影像偵測板• 壓克力假體，大小要能覆蓋整個直接數位影像偵測板

• 資料分析

• 偵測器平面校正是由擷取工作站的軟體自動執行

• 無須理會擷取校正影像內出現的各種不均勻現象，校正
過程中將修正各種不均勻現象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非年度
• 假影評估

• 目的

• 評估直接數位乳房X光機中假影的來源與程度。此測
試用來區分X光設備(X光源、濾片)、壓克力假體或直
接數位偵測板所造成的假影接數位偵測板所造成的假影

• 測試所需器材

• 壓克力假體，大小要能覆蓋整個直接數位影像偵測板

乳房攝影品質保證-非年度
• 假影評估

• 評定標準

• 如果假影出現在兩張攝影影像中，於壓克力假體旋轉
過後，在相對應的位置，那此假影產生原因為壓克力
假體，其不會造成影像上的問題假體 其不會造成影像上的問題

• 如果假影出現在兩張攝影影像中，於壓克力假體旋轉
過後，在相同的位置，就必須區分出X光設備(X光源,
濾片)或直接數位影像偵測板的問題

結語
• 隨著時代的變遷，儀器日新月異，影像假影產生的原

因都不一樣，唯有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才能及時發
現並解決它

• 如何增進影像品質

• 人員再教育訓練，包含對儀器的熟悉，以及技術擺
位熟練度的提升

• 確實做好機器的品保工作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ATTENTION

陳佩琴
pachin11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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