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年度離島及東部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臺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活動日期：108年8月4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醫療大樓【多媒體會議室】(臺東縣臺東市更生路1000號B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8 年度離島及東部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臺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活動日期：108年 8月 4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醫療大樓【多媒體會議室】(臺東縣臺東市更生路1000號 B1) 

學分類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8點／公務人員8點／輻防積分5點／乳篩時數2小時 

※此課程為電腦斷層及乳房X光攝影醫療曝露品質保證認可之教育訓練學分【非首次實作課程】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30 ~09:20 學員簽到 

09:2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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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10:2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宣導 
蕭佳吉 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20 ~11:10 醫事倫理 
洪三和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學術研究及臨床教育委員會

11:10 ~12:00 用心傳遞為您健康把關-乳房攝影技術與品質(Ⅰ)
黃美蘭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2:00 ~13:00 午餐時間 

13:00 ~14:40 用心傳遞為您健康把關-乳房攝影技術與品質(Ⅱ)
黃美蘭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4:40 ~15:30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年度品保測試內容 
王旌宇  理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5:30 ~17:20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年度品保作業流程 

1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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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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
會務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蕭佳吉 理事長
報告日期：108年7月28日

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
進度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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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簡報

105年8月衛生福利部提出「106年醫院
評鑑版草案 將現制列為必要項目的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11

評鑑版草案」將現制列為必要項目的
醫事人力全部刪除，未來醫院任何職
類人力不夠照樣可通過評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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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年-108年為了
人力的爭取 全聯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22

人力的爭取，全聯
會出席公聽會或協
商會議、拜會立委
及新聞媒體專訪活
動等近百場

左1 衛生福利醫事司石崇良司長 右2 郭正亮立法委員

5

108年1月22日 出席衛生福利部「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試算結果第2次
討論會議」與石崇良司長共議本團體的人力建議，決議如下：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人力計算方式
備住：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33

(1)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1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2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6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備住：
1.急性一般病床以登記開放數計算，以無條件捨
去方式取至整位數。
2.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以急性一般病床時，專任
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科、泌尿科碎石機
腸胃科、健檢（巡迴）、心臟外科、超音波及其
他科醫事放射師。但不含質子中心及重粒子中心
的醫事放射人員。

(2) 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加護病床/20

(3) 

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至少應有4人以上；平均每日急診人次超過
160人次者，每達40人次，應增聘醫事放射人員1人，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
人員提供服務

急診量/365日/40人次超過4人以算出人
數計；不足4人以4人計

(4) 門診量：平均每日門診人次每達80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全院門診量/270日/800人次

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業人員：醫療機構使用有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或相關設備時，依「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 1人以上，另計

6

(5) 
備或相關設備時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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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應設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1人以上；但急性一般病床199
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人員

1人以上 另計

(6) 

輻射防護專業人員：依醫院評鑑基準應設有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有專任醫事
放射師輻射防護專業人員1人；但急性一般病床199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
人員

1人，另計

(7) 教學醫事放射師：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者，應有專人專責教學之醫事放射人員1人 1人，另計

(8)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每8小時一班，每班均應配
置2人以上醫事放射人員執行業務(設為中程目標並規劃未來4年內完成)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2
(有輪班制再乘以班次)

(9)
優良
項目

(1)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應設有各層級醫事放射師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2)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之1.10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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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福利部石司長表示：
衛福部已將各職類提出之人力訴求配置，各依「設置標準」及
「醫院評鑑基準 進行比較 並請醫院部門針對各職類的人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44

「醫院評鑑基準」進行比較，並請醫院部門針對各職類的人力
訴求提出意見。

針對各職類提出人力訴求配置，目前衛福部比較建議由「設置
標準」中去訂規範，因為如果納入設置標準，如未達標則有緩
衝修正時間。

衛生福利部原定108年3月19日召開會議因故暫緩延期
衛生福利部原定108年3月19日召開會議與醫院代表(包含台灣醫

7

院協會、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台灣區域醫院協會、台灣社區
醫院協會、台灣私立醫療院所協會、中華民國公立醫院協會)
協商，但因院方希望再確切瞭解各人力現況符合情形，因此該
會議又暫緩延期辦理。

•108年3月29日

「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盟」108年3月29日去函至醫事司，至今尚未有
任何進一步消息 因此108年4月19日「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盟 會議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進度報告--55

任何進一步消息。因此108年4月19日「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盟」會議
決議將於近期安排拜會劉建國委員，必要時召開公聽會。

•108年6月4日蕭佳吉理事長再拜會陳其邁副院長

自108年2月起，衛生福利多次欲召開醫療機構人合理配置商議會議，
卻都不明原因無故取消，且至今尚未有任何進一步消息，為使「醫療
機構人力合理配置」能儘速上路，蕭佳吉理事長108年6月4日拜會陳其邁
副院長懇請督促衛生福利部應盡速邀集各醫事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
召開會議共同集思廣益以取得最大共識。

8

雖然人力爭取歷盡艱辛，

但全聯會一定會全力以赴，持續竭力爭取全國會員的權益～

召開會議共同集思廣益以取得最大共識

•108年7月5日電詢衛生福利部
衛生福利部回應將於108年8月開始和各職類分別進行討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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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捍衛權益全聯會捍衛權益
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
簡報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11

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指出口腔
衛生人員在牙醫師指示下可以進行
所謂的「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
，其法律用語存有模糊空間，未來
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
影檢查業務之疑義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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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年12月22日
全聯會請衛生福利部釋示「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22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
內容所指之「口腔臨床醫療
輔助行為」，未來可能衍生
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
檢查業務之疑義

• 106年12月28日
衛生福利部函覆「關於第14
條第1項第3款『口腔臨床醫

11

條第1項第3款 口腔臨床醫
療輔助行為』之範圍，待立
法程序完成後，本部將另邀
專業團體研訂，屆時亦將邀
集醫事放射相關專業團體共
同參與。」

全聯會二次函請立法委

•107年1月12日及107年3月26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33

全聯會二次函請立法委
員督核嚴審「口腔衛生
人員法」，並於院會討
論本案前，協助安排本
會出席共識會議 。

包含：
李彥秀立委、林岱樺立委、郭正亮
立委、陳其邁立委、陳宜民立委、
陳超明立委、黃昭順立委、黃偉

12

哲立委、楊曜立委、廖國棟立委、
管碧玲立委、趙天麟立委、劉世芳
立委、劉建國立委、賴瑞隆立委

6



2019/8/1

7

為了捍衛權益，蕭佳吉理事長奔走拜訪諸多立委～
•107年1月26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林岱樺立委國會辦公室發函請衛生福利部解釋「口腔衛生人員法
(草案) 未來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44

(草案)」，未來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107年4月3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黄昭順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

•107年4月11日
黄昭順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張政凱主任覆：黄昭順委員將於近期協助召開協調會議並
找衛生福利部、牙醫師公會全聯會等單位與會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
開協調會議，商訂該草案「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之業務範圍

13

•107年5月20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會楊曜立委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楊委員承諾口腔衛生人員法之函釋
條文不會違背醫事放射師法，委員有把握維護放射師權益。

•107年12月31日止
蕭佳吉理事長已與多位立委聯繫並獲得支持，其中劉建國委員為該法案提案人之一，
其承諾將依照本會建議；同時，於進行任何協商討論前，一定會先提供討論版本予本
會確核！

 捷報→「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已暫緩～

年 月 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已暫緩，全聯會成功捍衛過程報告--55

107年3月18日

林岱樺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來電告知：本會針對「口
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
容，並未明確界定業務範圍，其法律用語存有模糊空
間等疑義，多次去函立委辦公室陳情，獲諸多立委支
持，因此決議暫緩「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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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捍衛權益全聯會捍衛權益
關注「牙醫師助理
管理辦法(草案)」
簡報簡報

107年3月衛生福利部提出「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關注「全聯會關注「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草案))」」報告報告--11

107年3月衛生福利部提出「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
(草案)」，由於「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
也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
之疑義，因此全聯會即刻成立「牙科業務權益
小組」，除了捍衛會員執業權益，也同時規劃
「醫事放射師牙科臨床業務訓練」，來落實提升
國民口腔健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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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4月14日
蕭佳吉理事長代表出席與牙醫師公會全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關注「全聯會關注「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牙醫師助理管理辦法((草案草案))」」報告報告--22

蕭佳吉理事長代表出席與牙醫師公會全
聯會兩會共同召開之輻防座談會議，針
對衛生福利部推出之「牙醫師助理管理
辦法(草案)」進行意見交流。

同日並出席「嘉義縣牙醫師公會第27
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2019嘉義縣市牙
展與學術年會」，席間也再次向衛
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重申：只有牙醫
師及醫事放射師(士)可以執行牙科放射
線設施業務。

17

•108年7月
電詢衛生福利部心理及口腔健康司，承辦人員回覆：「牙醫師助理管理
辦法(草案) 」還沒有送立法院，只是先將草案提供給立委，請立委提供
意見，但由於立委們尚未回覆，因此該案目前暫緩。

醫事放射師爭取醫事放射師爭取
為危勞公務人員
進度簡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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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10月2日全聯會第三屆第14次理監事暨99年度第2次全國各縣市

～緣 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危勞公務人員危勞公務人員進度簡報進度簡報--11

99年10月2日全聯會第三屆第14次理監事暨99年度第2次全國各縣市
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提案討論，由於本團體屬公務人員會
員占全國會員人數不到20%，為了不影響非公務人員的會員權益，
針對醫事放射師被歸為危險職業別之優缺點也以各方立場表達想法，
並決議回歸到事業單位。

106年7月8日本會第六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該案再次被提出時，
綜結在場出席人員之意見，為維護會員最大權益，決議「本議案回
歸到事業單位自行討論」，並請理監事帶回所屬公會報告。

19

107年8月31日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北醫放宏字第107022號函請
本會進行關於醫事放射師依其業務性質爭取列為危勞職務乙案。
107年9月29日第6屆第9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在不影響非公務人員
的會員權益也兼顧公務體系會員需求之前提下，本案決議由權益促
進委員會再提因應方案。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17條

明定公務人員自願退休年齡 第19條明定公務人員屆齡退休年齡 對於擔任具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程序～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危勞公務人員危勞公務人員進度簡報進度簡報--22

明定公務人員自願退休年齡；第19條明定公務人員屆齡退休年齡，對於擔任具
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者，得由權責主管機關擬定酌減方案，送銓敘部認定。

註：各醫療院所權責主管機關不同，台大醫院是教育部所屬、榮民醫院是退輔會
所屬、部分醫院則是衛福部所屬。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標準」第3條
權責主管機關擬議危勞職務酌減方案時，必須統整所轄或所指揮監督之相關機
關相同職務運作狀況，依擬認定之危勞職務進行下列項目評估：
(1)工作內容之危險性、(2)工作內容之勞力性、(3)現有公務人力運用狀況、(4)
未來公務人力運用規劃 【詳見 t檔第22頁】

20

未來公務人力運用規劃。【詳見ppt檔第22頁】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標準」第5條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範圍之原則如下：一、屬警察人員、消防人員、醫
護人員或其他全國一致性之危勞職務，其認定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由該職
務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先行協商一致性之認定原則。若仍無法達成一致性
認定原則時，得由銓敘部邀集各該權責主管機關協商。
註：該法之醫護人員係指護理師、護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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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危勞公務人員危勞公務人員進度簡報進度簡報--33

一般公務人員與危勞公務人員退休年齡比較

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
「屆齡退休」即年齡到了一定要退休

一般公務人員
危勞公務人員

(護理師、護士)
一般公務人員

危勞公務人員
(護理師、護士)

條 件

1.任職滿五年，
年滿60歲。

2.任職滿二十五
年。

1.任職滿五年，
年滿55歲。

2.任職滿二十五
年。

1.任職滿五年，
年滿65歲。

1.任職滿五年，
年滿60歲。

21

退休金 全額月退休金 全額月退休金 全額月退休金 全額月退休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全聯會爭取醫事放射師為危勞公務人員危勞公務人員進度簡報進度簡報--44

醫事放射師公務人員擬爭取為危勞職務，依「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標準」第3條及第
5條，必須由權責主管機關，統整相關機關相同職務運作狀況且需完成「公務人員危勞
職務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之相關統計資料(詳如下頁)，依擬認定之危

～現況～

職務評估項目 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之相關統計資料(詳如下頁) 依擬認定之危
勞職務進行評估。而其認定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由該職務之中央主管機關(衛生福
利部)先行協商一致性之認定原則，全聯會没有主張的權利。

～問題點～
為協助公務體系之放射師會員，全聯會多方請益並向已是認定為危勞公務人員機關
的護理單位請教：

1)以退輔會所屬醫院為例，多數護理師表示：由於公務人員一旦認定危勞職務
則「屆齡」一定要退休，但目前遇到的狀況是，她們面臨屆齡但還想繼續工作，
但卻無法選擇，被認列為危勞反而是剝奪了她們的工作權……

22

「要如何進行才能夠使公務體系醫事放射師符合危勞公務人員，也兼顧屆齡但還
不想退休者還可以繼續工作，同時也不影響非公務人員的會員權益等各面向需求」
108年7月6日全聯會第6屆第1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經熱烈討論後決議，權益促進委員會將
於分析優劣情形後，近期向全國會員提出說明，也歡迎大家持續惠賜卓見。

～共識～

2)經查，已有退輔會所屬醫院早於多年前即著手進行醫事放射師危勞公務人員
爭取，但因該院有部分放射師反對而無法繼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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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

23

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
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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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一一))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

•106年12月3日•106年12月3日

107年11月11日
全聯會贊助並參加
「社團法人臺中市
身心障礙者福利關
懷協會」相關活動

•107年12月8日
舉辦「2018年全國

25

舉辦「2018年全國
醫事放射師淨灘活
動」

((二二))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於馬偕紀
念醫院辦理「106
年度基層醫事機
構實地訪視與輔
導 儲 備 委 員 培
訓」，各縣市公
會推派訓練儲備

26

委員共42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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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三三))為服務為服務離島離島會員會員，，全聯會辦理全聯會辦理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研討會研討會

• 107年5月19-20日• 107年5月19 20日
全聯於衛生福部澎湖醫院辦理
「107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
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8年6月21-22日
全聯會至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辦
理「108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
宣導暨專業課程繼續教育系列
（一）

27

（一）」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四四))為服務為服務東部東部會員會員，，全聯會辦理全聯會辦理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研討會研討會

• 106年10月1日106年10月1日
全聯會於台東馬偕紀念醫院辦理「106
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
列（一）」

• 106年10月15日
全聯會與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假慈濟科技大學舉辦「106年度牙科
醫學影像品質提升研討會」

• 107年9月1日

28

107年9月1日
全聯會與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於花蓮慈
濟醫院辦理「107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
策宣導暨專業課程繼續教育系列（二）」

• 108年8月4日
全聯會與臺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辦理「
108年度離島及東部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
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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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五五))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

• 107年4月22日107年4月22日
全聯會與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於高雄長
庚紀念醫院辦理「107年度電腦斷層及乳
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7年10月20日
全聯會將與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於臺北
市立萬芳醫院辦理「107年度電腦斷層及
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三）」

• 108年5月5日全聯會與高雄縣醫事放射師
公會於高雄長庚紀念醫院辦理「108年度

29

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8年7月14日
全聯會與苗栗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於衛生福
利部苗栗醫院辦理「108年度電腦斷層及
乳房攝影品管繼續教育系列（二）」

• 108年8月25日
全聯會於臺北市立萬芳醫院辦理「108年
度輻射防護繼續教育」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六六))為了提升為了提升超音波及牙科超音波及牙科臨床專業並強化執業權臨床專業並強化執業權
全聯會每年辦理全聯會每年辦理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超音波及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醫事放射實習學生超音波及牙科攝影實作技能競賽

• 106年2月19日
全聯會與高雄榮民總醫院舉辦
「106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 107年3月18日
全聯會與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
「107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30

射科學技藝競賽」

• 108年3月17日
全聯會與臺北榮民總醫院舉辦
「108年度全國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技藝競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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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7年年107107年年
年會成果報告年會成果報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全聯會「2018年第18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
慶祝大會 於107年11月3日在慶祝大會」於107年11月3日在
臺中榮民總醫院熱鬧辦理。

活動開幕，冠蓋雲集，衛生福
利部陳時中部長、臺中市政府
林依瑩副市長、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張瑞麟副局長及洪美智簡
任技正、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輻射防護處醫用科范盛慧科長
及梁詠慈簡任技士、臺中榮民
總醫院許惠恒院長 臺中榮民

32

總醫院許惠恒院長、臺中榮民
總醫院放射線部蔡志文主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核子醫學科蔡
世傳主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吳銘芳醫師、顏寬恒委員
辦公室鄭南俠秘書等長官政要
與會蒞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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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全日出席人數高逹3000名，國
外嘉賓有泰國泰國清邁大學

博Kittichai Wantanajittikul博
士及澳洲澳洲利物浦醫院Robba
Rai講師、WRETF世界放射線學
術教育基金會理事沈達亮先生
以及來自日本、韓國、泰國、
馬來西亞、印度尼西亞、越南
及香港、澳門等15個國際組織
的會長及代表近三十人。而國
內與會人員則包含醫學中心及

33

內與會人員則包含醫學中心及
各醫療院所醫事放射主管、十
所放射系主任及教師、全國二
十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
及嘉義縣牙醫師公會理事長李
顧問口榮、護理師護士等各相
關團體代表與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這也是衛生主管機關最高層級長官第一次出席全聯會年會

這份榮耀與各位會員分享

也在此再次感謝會員的熱情參與協助

3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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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協助會員，協助會員參與國際會議參與國際會議

1.為鼓勵會員國際學術發表意願，提升會員國際接軌能力，全聯會積極
爭取參加國際友會之國際會議免註冊費及其他優惠。
【目前已同意會員免註冊費的國際友會有：澳門放射師學會(MRTA)、中華醫學會影
像技術分會(CSIT) 】

2.同時已訂定「參與海外國際會議論文發表獎勵要點」，補助每人新台幣
壹萬元整，每年補助16名為限，歡迎會員踴躍申請。
補助內容詳見下頁報告檔

【申請表下載路徑：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國際會議訊息】

全聯會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合作 協助會員出國發表並帶團參加

35

3.全聯會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合作，協助會員出國發表並帶團參加
會議。

4.有關「國際會議訊息」及「投稿方式」將公告於網站並同步Email全國
會員。【路徑：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國際會議訊息】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協助會員，協助會員參與國際會議參與國際會議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會員參與海外國際會議論文發表獎勵要點

奬勵金額及申請方式簡述

•獎勵金額及名額
(1)本要點所列之會議係由本會制定參與之國際會議((詳見下頁報告檔))

(2)論文發表形式以英文口頭論文發表為限。

(3)每場次之獎勵名額以兩名為限，每人新台幣壹萬元整，年度總獎勵名額
以十六名為限。

(4)會員需於會議1個月前檢具申請書及發表摘要向全聯會提出申請。

(5)全聯會於會議日15日前通知審查結果

36

(5)全聯會於會議日15日前通知審查結果。

•權利與義務
經遴選代表本會參與海外國際會議論文發表之會員，不得與本會所提出之
其他相關補助重複申請。且務必與會發表並得出席開幕式等相關行程。並於
返國後兩週內，提出書面報告，俟審核完成後，支領相關之補助費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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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協助會員，協助會員參與國際會議參與國際會議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會員參與海外國際會議論文發表

制定參與之國際會議
組織
代號 組織(中文) 組織(英文)

01 國際醫事放射師聯盟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adiographers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SRRT

02 大韓放射士協會 The Korean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KRTA

03 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 Chinese Society of Imaging Technology ,CSIT

04 日本診療放射線技師會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JART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Hong Kong Radiographers' Association , HKRA

制定參與之國際會議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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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g p ,

香港放射治療師協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Radiation Therapists, HKART

香港放射師學院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Radiographers and Radiation
Therapists, HKCRRT

06 泰國放射師學會 Thai Society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SRT

07 越南放射師會 Vietnam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VART

08 澳門放射師學會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MRTA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協助會員，協助會員參與國際會議參與國際會議

108年度國際會議訊息如下：

會議時間
截稿日期
發表方式

組織(中文)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108年8月23至25日
2019年7月10日
口頭

越南放射師會

The 5th Phillipine-Vietnam-Myanmar 
Radiographer's Conference and  the 7th  
Vietnamese Annual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越南放射師會

越南峴港市亞里亞那會議

ARIYANA Convention 
Centre, Danang
地址：107 Vo Nguyen Giap 
Street, Khue My Ward, 
Ngu Hanh Son District, 
Danang City, Vietnam

108年9月6至8日
108年7月1日
口頭及壁報

澳門放射師學會

The 19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of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第 19 屆學術年會
主題：Chest Imaging & AI

澳門放射師學會(MRTA) 澳門銀河 Galaxy Macau

108年9月13至15日
108年4月24日

日本診療放射線技師會

The 35th Japan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35JCRT) 日本診療放射線技師會

日本埼玉市 SONIC CITY 
i S it Cit S it

38

108年9月13至15日
口頭

日本診療放射線技師會
g g ( )

主題：Let's promote team medical care 
with the nation

(JART)
in Saitama City, Saitama 
Prefecture

108年10月26至27日
108年7月19日
口頭及壁報

大韓放射士協會
The 54th KRTA Annual Meeting and 
26th East Asia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大韓放射士協會(KRTA)
韓國 Suwon Convention 
Center, Gyeonggi-do

108年11月9至10日
108年8月30日
口頭及壁報

緬甸放射師會
8th Myanmar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s
Conference

緬甸放射師會(MSMRT)
緬甸仰光溫德姆至尊酒店

(Wyndham Grand Hotel)

108年11月7至10日 108年08月20日
中華醫學會
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

the 27th CSIT National Academic 
Congress and International RT Forum

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

(CSIT)
中國山東省青島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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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8年年108108年年
年會訊息公告年會訊息公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92019年第年第19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本會謹訂於108年11月2日假臺北榮民總醫院舉辦
「2019年第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
慶祝活動」，本次國際會議主題為「放射技術的革新與未來
展望」，由國際組織「國際放射師聯盟 」(ISRRT)協辦，
擬邀請衛生福利部、外交部、臺北市政府等主管機關
指導。

本次國際會議，榮幸邀請到ISRRT會長 Donna Newman
擔任講座；大洋區區副會長同時也是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專家委員的Napapong Pongnapang博士也應邀
出席，能齊邀如此世界級專家來臺，係非政府組織專業
團體之首舉。

40

團體之首舉。

由於本會歷年來活動經費一向困窘，每年皆會向外交部、衛生福利部等單位
申請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然而核撥金額循例大約都只有3-5萬元……

為了促使活動順利進行，並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計畫」，蕭佳吉理事長
四處奔走，拜託相關單位及立委顧問等希望協助爭取補助金額能提高到100萬元，
目前已進行審查程序中，期待會有好的結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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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2019年第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符合108年醫學中心版教學醫院評鑑基
準研修(草案)「第4 2章研究計畫之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92019年第年第19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準研修(草案) 第4.2章研究計畫之執
行成果──4.2.3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行
與成果良好」

感謝會員支持，由於會員投稿十分踴躍，
壁報及中文口頭皆已達收稿上限，
無法再受理，
深感抱歉！

目前英文口頭發表尚可收稿，
徵稿活動延長至 年 月 日止

41

徵稿活動延長至108年8月16日止，
歡迎會員多多參與。

投稿方式：

網站線上投稿【網址：www.cart.org.tw；
請依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公告進行】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92019年第年第19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本(108)年度年會將於11月2日(六)假臺北榮總辦理，
過去兩年年會分別在高雄榮總及臺中榮總舉辦，場場
爆滿，已經連續兩年參加人數都超過3000人，鑑於

積分種類積分種類：：
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積分16點
公務人員7點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108108年年1010月月11日日 早上早上1010時起時起

爆滿，已經連續兩年參加人數都超過3000人，鑑於
反應熱烈，今年將採不限額報名。
竭誠歡迎全國會員朋友們偕同參加，期待今年與會
人數更超越前兩年，再創與會人數新高點。

42

108108年年1010月月11日日 早上早上1010時起時起

至全至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
→額滿為止

摸彩活動摸彩活動：：
為了鼔勵會員全程參與，本會已連續3年特別策劃
摸彩活動，歡迎會員踴躍參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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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92019年第年第191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慶祝國際放射師節，
全聯會邀請必勝客及肯德基
與全國放射師會員同慶

優惠券及手機圖檔
請至全國內口網站下載
網址：www.cart.org.tw

使用日期：2019年11月1日
至2020年1月15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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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8年度金門離島法規政策宣導繼續教育系列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與醫事倫理

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
洪三和主任委員洪三和主任委員

108/06/21

組織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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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發展目標與任務

醫放師五大

核心制定

UGY 、PGY之

護照修訂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

醫放期刊編定

活動規劃

人才資料庫建

置

臨床教育課程制定

•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公會發展因以會員福利及臨床專業為重點，
故針對臨床醫事放射師之臨床訓練與發展
制定相關課程，並按照北、中、南、東依
會員人數等比例開課。

• 針對臨床研究與學術發展，暫時停止相關
課程與活動，並擬訂相關合作辦法後，與
各學會一同規劃與執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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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
• 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將醫放師五大核心目標與臨床工作核對是
否相呼應，適時修正檢討是否與臨床醫放
師工作價值相符合。

• 五大核心價值設定應以UGY 、PGY護照編
定為起始點，制定出一個醫放師於職場前
後一貫式的訓練計畫及專業。

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評核內容之探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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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師五大核心能力制定評核內容之探討
評
核
項
目

評
核
項
目目
與
五
大
核
心
能
力
對
應
關

目
與
五
大
核
心
能
力
對
應
關關
係
關
係

UGY 、PGY之護照修訂
• 檢討護照內容是否符合學員學習所需。

• 針對臨床教師評核與回饋內容簡化，降低
臨床教師教學負擔。

• 將護照電子化，或者制定公版實習護照提
供各院制定自己的雲端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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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期刊編定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 除• 醫放期刊成立之宗旨與定義重新探討，除
接收學術研究類文章外，應增加宣導類及
推廣類文章及報導，故應需重新定位其價
值所在。

• 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目前暫定增加專訪類文章及新型儀器或檢
查方式的介紹。

人才資料庫建置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 需• 為因應政府機關相關計畫需求及徵詢，需
建立各專業類別之資料庫，以方便全國各
單位對於醫放師之專業需求。

• 雖然目前醫放師人才濟濟，但需要時卻找
不到該專業人士，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不到該專業人士 故當前先以教育部人才
資料表為主要方式來統計各類別專業人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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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

『醫事放射師』誓詞
•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我決心奉獻所學 全心投入 以放射醫學為職志
•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服病患為首願
• 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升品質為己任
•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
• 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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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與專業
• 醫事作為一種職業與一門專業之不同意涵

•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之所以可能之判準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職業」是一種工作，乃社會結構中的一項活動
「職業」具有兩方面的意涵：
(一)在社會中個人為謀生計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所謂「謀生計」的工作，主要是指：一份可以賺錢
的工作，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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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Occupation)的意義

(二)職份內所應做的事
從事一項職業必有其行動之規準與內涵，即
是在職份內所應當從事的行為。每一項職業
自有其相應之行為規範 使其得以更積極地自有其相應之行為規範，使其得以更積極地
進入社會、參與社會；此即謂之「職業道德」
。

職業

「職業 之為 種工作 必有幾項要素「職業」之為一種工作，必有幾項要素：
1.專精的。
2.固定的。
3.為社會所需要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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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職業」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必有其必要之性

質，更嚴謹的定義，一項「職業」應是：
1.合理的(合乎理性的)。
2.不違反社會道德的。
3.合乎社會規範的。

職業
問題討論

職業的意義– 職業的意義
1.軍人與殺手的對比
2.劊子手與殺手的對比
---------------------------------------------------------------------

– 一項職業，作為一種社會活動而言，之所以成其為一項職
業，其重點即在於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項因素，必要促進社
會整體之和諧與福祉，因此，凡有破壞或妨礙社會整體之
和諧與福祉的所謂「職業」都是不能被容許的，當然不得
稱其為一項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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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 )廣泛來說 「專業 是專門從事某種工作(一)廣泛來說，「專業」是專門從事某種工作
或行業
-只要長久地或熟悉地做一份工作、熟練一種動
作技巧，都可以說是「專業」！

專業(Profession)的意義
(二)嚴格而言，「專業」意指專精於某方面知

備識，具備相關才能與從業倫理或道德的人
- 每一專業自有其專業所處之特殊情境，情境內
的和諧與順暢，方有助於專業的進步與發展。

-專業的倫理情境或道德境遇，專業從業者亦必
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須於其所處之專業情境內，講求倫理或道德的
實踐，此即「專業倫理」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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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工作是一門專業也可是一種職業

(一)職業是以賺錢為目的，醫事專業是以促進
健康為目的。

(二)職業有職業道德，專業有專業倫理。
(三)職業可有許多且可隨時更換，專業乃一個

人終其一生的生涯事業。
-「專業」不只是一份工作或一種職業，而是我們生涯內專
精的一項事業。
-職業乃專業實務工作的展現，一門專業的實務工作可相應多
種職業。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
疇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
主性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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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
聲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一、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以知識、理論
為基礎，即是以科學真理為依據
• 此一判準是一種行業或事業成其為一門專
業最為顯明的依據。

• 理論與實務乃呈現一動力結構：邏輯上，
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 卻往往是實務理論先於實務；在時間上，卻往往是實務
先於理論。而於現實而言，「技術」正是
理論與實務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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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二、曾受專門陶成，有適度的專業權利：肯
定專業人從事專業的勝任能力，專業範疇
內的權威，強調專業人於專業上的自主性

• 專業需要有真實的技能(技術導向)。
• 專業的陶成，須有經過審定的專門課程以
教育專業學習者 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教育專業學習者，並經由專業組織頒發證
照或執照，以確立其專業人員執行實務的
權威性以及受到法律的保障──科學與技
術為大眾所確認。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三、遵守倫理信條(Ethical Code)：倫理信條
所代表的即是一份「承諾」

• 從事一門專業，即是投入於其中、專注事
業、關心其發展，必要時為其犧牲奉獻一
己之心力。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 醫事專業• 醫事專業直接關照到人之生命，醫事專業
要求從業人員拿出奉獻精神。在如此的信
念下，各國或各地的醫事專業人員均有其
倫理信條r及主張的內容，其內涵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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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四、提供重要服務：以他人為中心的利他主
義之服務
• 我們幫助他人一定要使我們幫助的人得到
更多的福利與更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服
務。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 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醫事專業面對的正是一個活生生之人的生
命保障與健全，更需要心與腦的兼顧，德
行與知識的相輔相成，才能使患病者獲得
最完滿的服務。

醫事作為一門專業：五項專業的判準

五、組成專業團體，有合格的組成份子：專
業人共同組成的協會或學會，維護專業聲
譽，使得專業值得大眾所信任

• 任何專業均應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業組織，即「協會」或
「學會」。

• 藉著協會的組織力量、組織的聯繫與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
砥礪 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 獲取人們對醫療砥礪，以建立起專業的責任心或責任感，獲取人們對醫療
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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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還需要專
業人彼此之間的互助、砥礪與督促。

• 最重要的是專業人要共同建立起專業的責
任心或責任感。

• 專業的自主性得自專業權威而來的自主意
識 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 能負識，其最重要的就是對「責任意識」能負
起責任，一肩扛得起該做之事及其一切後
果。

倫理

• 原自希臘文本意為：風格、習慣；
• 在中文的解釋倫為輩份、次序亦指人際關
係。

• 理就是道理；倫理：指人群關係應有的行
為法則
也是 種能辦別對與錯的行為素養• 也是一種能辦別對與錯的行為素養

• 倫理的標準源自於人類的判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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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 描述性倫理：兩性關係、專業團體之倫理
範規範。

• 純倫理(後設倫理學)：解釋某種行為道德的
理由，並分析主要倫理學名詞之意義如權
利、美德加以分析推論其行為是否合於邏
輯。輯

醫事倫理

• 廣義地說，可泛指發生在醫療過程中，存
在於醫療照護人員 病人 家屬及整個社在於醫療照護人員、病人、家屬及整個社
會之間，與道德價值判斷相關的所有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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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的目的
• 保障病人的權利• 保障病人的權利
• 維護病人的安全與健康

「倫理」或「道德」
• 「倫理」主要是關乎人與人之間關係和諧的要理。
• 「道德」則是在乎人之行為的達至倫理之善。
•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都必然且必須會作倫理(道
德)的價值判斷。

• 專業是人一生的生涯事業，專業工作占據生活中的
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很大部分，因此，專業倫理的價值判斷是與人生有
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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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呼喚
(一)「良心」時刻監督著我們的言行，亦時時

提醒著我們的作為，猶如小蟋蟀提醒著小
木偶。

(二)一旦我們有了不當之作為，我們自己會知
道，即使表面不願承認，卻也逃不過良心
的譴責。的譴責

良心的呼喚
(三)一個人之所以堪稱成為一個人，就是因為良心

內存於己之生命中 而非由外在給予 猶如小內存於己之生命中，而非由外在給予，猶如小
蟋蟀在小木偶成為一個真小孩時，即離他而去
。

(四)「良心」本身並不是什麼目的與價值，卻是讓
我們得以成就更高價值，以迄絕對價值的靈明
。。

(五)「良心」是道德之無上命令的顯發處，猶如小
仙女對小木偶所發的指令：只有作為一個憑良
心做好事的乖孩子，才能變成一名真小孩。

40



2019/8/1

19

專業倫理判準
• 自由意志：表現主要在於病人自主意願的表達醫療的過
程中 欲取得病人的同意 得考慮：程中，欲取得病人的同意，得考慮：

-告知(Disclosure)
「是否以病人了解的方式使病人接收到充分的相關訊息？」
-能力(Capacity)
「以病人目前的情況，是否足以充分了解被告知的相關訊息
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以及明白預後而作決定之能力？」
-自願( Voluntariness) 
「病人是否真的是在無生理約束、心理威脅或不當資訊之操
控下而自由地作出決定？」

專業倫理判準
• 卓越：這樣做，會不會使我的能力更為卓
越

-專業人從事專業工作的卓越，是以豐富的知識落實為高超
、精巧的技術而產生精緻化的專業服務，創造福祉；這是永
無止境的努力所成就的道德意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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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判準
• 和諧：這樣做，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和諧：這樣做 會不會使我與周遭的關係
更為和諧

-專業從業的最高倫理判準，亦為從事專業的最大意
義。
-追求高品質、精緻的專業服務，就是各個專業的從
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 發揮所長 盡 己業人員在其專業工作的崗位上，發揮所長，盡一己
之力貢獻於社會，使得整個群體關係和諧，享有美
善的生活。

自主原則
• 思想(Thought)自主：一個人的情緒正常，
具備穩定的理性思考能力具備穩定的理性思考能力。

• 意願(Will)自主：一個人具有決定自己意願
的能力與權利的自由。

• 行動(Action)自主：一個人具有自由行動的
能力與權利。能力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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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醫事專業面對自主能力缺乏或不完全的病
人 有兩方面需考量人，有兩方面需考量：
• 代理自主於倫理上的有效性。
• 精神狀態的不健全與自主能力的衡量。

自主原則
•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可由「人 事 時 地 物 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可由「人、事、時、地、物」等五項因素來考量。

• 在人方面，醫事人員在面對不同的對象，除了注意
適度的調整自己的用語之外，並尋求其他醫療人員
的幫忙，且適時地請病人或其家屬復誦其所接收到
的訊息，可幫助醫療人員了解病人的理解到什麼程
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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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原則

• 在事方面，什麼該先說、什麼可放在後面說、什
麼必須要說、什麼可不必要說，還有很重要的是麼必須要說、什麼可不必要說，還有很重要的是
，該如何切入主題、又該如何結尾。

• 在時間方面，時間點的選擇卻是相當重要的，也
就是說，該在什麼樣的時間告知以及告知時間長
短的拿捏，都是要配合病人及其親屬的情況。

自主原則
• 在地點方面，如果有可能，可選擇一舒適、安逸
、且保有隱私的地方告知。、且保有隱私的地方告知。

• 在物品方面，在告知與解釋的時候，有些什麼輔
助的東西可茲利用，以利病人及其親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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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法律

• 法律乃後天人為訂定，用以規範人之外在
行為的「他律強制性 規範 倫理為人天行為的「他律強制性」規範；倫理為人天
性本然，規範人內心生活之「自律性」規
範

倫理與法律
• 法律是別人要求我、別人評判我；倫理則
是自己要求自己 自己評價自己是自己要求自己、自己評價自己

• 法律是人過生活的起碼需求，倫理則帶領
人趨向美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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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倫理
• 醫事倫理即是在日復一日的醫療專業實務
工作中 支配 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工作中，支配、管轄與導引醫療照護所應
有的行為規範之原理、原則以及專業作為
所應創造的倫理價值。

• 醫事倫理必須提出一套倫理規範與道德理
想，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以導引醫事工想 它必須提供行動準則 以導引醫事工
作者在現實具體的實務行為上達至更好、
甚至最好的醫療照護。

Thank you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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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傳遞為您健康把關
-乳房攝影技術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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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癌症登記現況

假影討論

Biopsy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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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時鐘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年12月27日公告
癌症登記報告-2016年

2016年癌症發生情形

2015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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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癌症標準化發生率趨勢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015、2016年國人十大癌症比較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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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女姓十大癌症比較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016年乳癌發生率與死亡率資料來源:癌症登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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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現一張好的影像品質?

品質保證 擺位技術

乳房攝影醫療暴露品保的重要
� 國內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一位
� 乳房攝影檢查為乳癌早期診斷的最佳方式
� 國民健康署推動乳癌篩檢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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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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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小時乳篩學分每年10小時乳篩學分

醫院自辦品管座談會醫院自辦品管座談會
北中南品質提升課程北中南品質提升課程 外單位自辦乳篩課程外單位自辦乳篩課程

培訓醫院品管座談會培訓醫院品管座談會 線上學習平台線上學習平台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如何取得乳篩學分管道 乳房X光攝影影像下半年度教育課程課程對象:醫師或有申請乳篩資格需求之放射師

52



07/16/2019

7

106年度106年度

107年度107年度

108年度年中前108年度年中前
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國健署乳篩時數計算國健署乳篩時數計算

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取消乳篩資格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0學分

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乳篩資格以年度計算
(106年12月通過，106年仍必須修10小時)

0

10

10

DM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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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放射線醫學會培訓醫院宣導假影光碟(醫學物理學會提供)

Recognition of breast cancer depends on detection of :

A high-quality image provides high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breast cancer and high 
specificity to identify the normal b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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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vs. screen-film mammo 
�Suboptimal conditions in any one step can affect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Opportunity to optimize each task independently 

Descriptors of image quality 
� Tissue coverage 
� Spatial resolution 
� Contrast and dynamic range (latitude) 
� Noise 
� Freedom from artifacts 

56



07/16/2019

11

Artifacts in digital mammography
�all of the artifacts caused by components before the image receptor are still possible
�nonuniformities in the detector response
•improper flat fielding
•errors in scanning (CR, slot scanning system)
�nonuniformity or miscalibr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hard- or soft-copy display systems
�Dead dels in the detector

Artifacts category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 and Machine)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Processing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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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Blurred microcalcifications Blurred microcalcifications and dense breast 
tissue 

Motion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Higher compression and reduced exposure time eliminated patient motion and improved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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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erspiran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mall, faint radiopaque densities 

Thin Breast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Thin breast artifact is a patient-related artifact that is unique to digital mammography. This artifact is 
seen in women with breasts that compress to less than 2 cm in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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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line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kin lesion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Skin lesion mimicking cal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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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r mark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Tape (arrows) holding scar marker in place is visible. 
� This may obscure underlying disease. 

Tape artifact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Tape artifact can cause anatomy to be obscured 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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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e injections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obscure disease and lowers sensitivity of mammography. 

Foreign body 
Patient-related Artifacts 

� eye glasses 
� Making sure that face shield is in place will prevent this type of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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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Inhomogeneity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associated(Ghosting) 

•latent image from a prior exposure 
•The machine should be recalibrated 
•A test image ac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artifact is no longer pres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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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associated(Ghosting) 
� Ghost image was caused by low detector temperature. 
� Proper operating temperature for detector is 25–35°C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Detector-associated(Gouging) 
� circular artifacts 
� If the compression paddle accidentally hits the unprotected detector array, indentations in the detector array can resul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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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associated(Horizontal line artifact ) 
� defective line of pixels 
� an incorrect readout of data 
� also be seen on magnified views 
� calibrate the machine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Collimator Misalignm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 A vertical white bar can be seen along the edge of the image when the collimator is misaligned with th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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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exposure 
� “salt-and-pepper” effect：low SNR 
� the exposure being prematurely aborted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Grid Lines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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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Misplacemen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Vibration Artifact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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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le 
Hardware-related Artifacts 

Artifacts resulting from dust on compression paddle. 

Breast-within-a-Breast Artifact  
� Thick breast 
� false exaggerated boundary.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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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Processing Bars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Detector interface line 

� slight difference in calibration of two halves of detector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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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of Edge   

� breasts or breast implants 
� Failure of the algorithm to properly detect the edge of the breas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skin line processing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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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Density Artifac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Pixel dropout 
Software Processing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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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on Digital Mammography 
� Total 8,582 mammographic images/ 2,200 patients/ 4,440 by direct type FFDM/ 4,142 by indirect FFDM. 
�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FFDM artifacts was 3.4 % (292/8,582) 

J Digit Imaging. 2014 Apr;27(2):231-6. 

TOMO BIOPSY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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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定位組織切片概念

Pre-fire pai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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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fire pair images

Post-biopsy pai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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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y Check :執行Encro前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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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 Bio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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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審查乳篩放射師臨床影像抽片
自選片
• 一年內挑選緻密、非緻密影像
• 醫院與乳攝車皆執行業務需送2份
抽選片
• 4份/人(乳攝車優先)

• 時間範圍:20180101-20181231

影像儲存格式(DICOM)

• 2份/人
• 電腦自動帶入DICOM訊息資料，不須委員評分

後續審查臨床影像評核抽選片
�抽到局部切除、隆乳影像、精神科病患、pacrmaker 、 Port-A、行動不便等無法配合者請被抽審者註明於抽選單上者，可申請遞補，此份影像不計分
�使用乳房斷層攝影儀請勿送審合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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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view1. 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

(A)Pectoral muscle

(B)Nipple

(C)Adipose tissue

(D)Glandullar tissue

(E)Blood vessel

(F)Lymph node

(G)Cooper’s ligaments 

(H)Retrogandullar fat space

(I )Inframammary fold 

(J)Axilla

A A

B B

C C

D

D

E

J J

E

G G

H

H

a

b

c

d
f

79



07/16/2019

34

MLO  view1. 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影像說明

(A)Pectoral muscle

(B)Nipple

(C)Adipose tissue

(D)Glandullar tissue

(E)Blood vessel

(F)Lymph node

(G)Cooper’s ligaments 

(H)Retrogandullar fat space

(I )Inframammary fold 

(J)Ax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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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C

C

D

D

E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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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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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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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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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評分項目擺位:80分其他:20分

乳房攝影
DICOM欄位編號與欄位名稱

標準規格

身分證號病歷號 原能會證號
70新公告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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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討論

MAMMOGRAPHY QUALITY PROGRAM 
BEST PRACTICES - A GUIDANC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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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品質保證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雲林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王旌宇 醫事放射師

品質保證的定義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Q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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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要求與保證所組織的所有管理執
行活動

2

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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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品質保證的宗旨

• 使CT設備在臨床廣泛應用中，提高臨床診斷和
治療效果治療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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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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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CT設備必須保證品質合格、性能優良，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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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檢測部門專業人員定期進行參考測試

 儀器使用人員在每天機器運行時進行操
作檢查

4

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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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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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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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儀器、設備和測試條件的簽定

所測的性能參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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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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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錄每次測試時 光設備及附屬設施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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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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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初始檢測的目的在於建立所測參數
的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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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週期

以下情況必須重新檢測：

1. 懷疑設備工作不正常

2. 性能參數發生變化的設備檢
測維修之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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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時間與管電流的乘積(mAs)

 層面厚度(Thickness-mm)

10

( )

 重組演算法(Algorism)

 影像解析度等(512X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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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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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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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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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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層面厚度

3 CT值平均值

5. 空間解析度
6. 雜訊
7 劑量

12

3. CT值平均值

4.均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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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年度品保項目

影像品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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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iti i

年度品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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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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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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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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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iti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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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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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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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零件性能二.機械零件性能
 包含2~4項

三.影像品質控制
 包含5~10項

16

 5~9項由ACR假體作檢測

 第10項由光度計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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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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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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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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定位線的準確性

 掃描層面位置與鐳射燈的一致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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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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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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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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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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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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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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架的中心線應在檢查床中心線的±5 mm（或符合原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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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位置準確性

三、層面位置準確性

23

3.1鐳射定位線(燈)的準確性

定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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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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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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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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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偏差即為定位光 線的偏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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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兩側外定位鐳射光必須投射在同

一垂直平面上，並且保持在同一

水平中。

26

水平中

96



14

測試方法

1. 利用一張A4白紙，置於兩側外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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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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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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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偏差應如没有原廠參數 標準偏差應

小於0.5m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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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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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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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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3—其他

如 f h i (i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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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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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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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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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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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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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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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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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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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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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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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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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回原處

第一次移動

37

後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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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Kg

38

7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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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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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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度指示應一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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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假體

43

Head Foot

ACR假體測試範圍

4 3 2 1

20
 c

m

Alignment

CT # 

Slice width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Uniformity 
& noise 

Distance 
accuracy 

& SSP

High contrast 
resolution

44

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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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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差應在±1.5 mm之間或
符合廠商規格標準

常規成人腹部掃描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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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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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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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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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T值準確度 CT Number Accuracy

 目的：

測定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測定CT值準確度與線性度。

 建議實施頻率：每月

 器材：ACR phantom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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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7 ～+7

聚乙烯 -107 ～ -87

骨頭 850 97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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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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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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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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鐘ROI 基準值：

六點鐘ROI

九點鐘ROI

十二點鐘RO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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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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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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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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 /cm。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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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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主圓盤與背景差
異值相比於雜訊值
大於1

54

大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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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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所需設備：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SMPT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 

TGl8-QC(task group 18)

 光度計(輝度計)

55

輝度計顯示影像
 測試標準： 全白區塊 >100 cd/m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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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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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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保測試前，應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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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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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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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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值建立或更新時機

1. 新裝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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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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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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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量評估

填寫臨床使用參數

mAs = mA * s
Effective  mAs = mAs  / pitch

Slice  mAs = mAs / pitch

曝露品質保證操作程序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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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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