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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電腦斷層掃描儀輻射醫療曝露品質輔導計畫」【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調查──參數資料表】 

壹、填寫說明 

1.請提供該台電腦斷層掃描儀「100 年 8 月 1 日（含）以後」臨床受檢病患相關

資訊，臨床病患身高及體重為選填項目（無相關紀錄可免填）。 

2.請提供貴院下列相關檢查之電腦斷層臨床掃描參數(若貴院臨床未執行該項

檢查項目，則不需提供臨床掃描參數)： 

(1)成人：常規頭部掃描、常規全腹部掃描、常規上腹掃描、常規下腹部掃描、
肝臟動態血管攝影、常規胸部掃描、高解析度肺部掃描、心臟血管

鈣化評估、冠狀動脈血管攝影。 

 (2)兒童：常規頭部掃描、常規腹部掃描。 

3.本資料表之「兒童」泛指 10 歲(含)以下，每台儀器設備請儘量提供至少

20 位受檢者相關資料，若臨床不曾執行兒科檢查則免填，但請於資料表註明。 

4.病患之電腦斷層掃描臨床影像條件資料請務必提供注射對比劑之前、後數據。 

5.「初設臨床掃描參數」於注射對比劑前、後之相同則填寫一次即可；不相同

時敬請分別於藥前及藥後之空格填入。 

6.「管電流時間乘積（mAs）」請直接抄寫貴院儀器掃描參數原設定之 mAs。 

7.「輸出平均管電流時間乘積」填寫方式： 

(1)僅有在管球輸出調控（Tube current modulation or AEC）模式開啟下，才需填寫

本項目，若管球輸出調控（AEC）模式關閉則本項免填。 

(2)計算方式：該組影像上所顯示之 mAs 加總/該組影像張數。請勿直接抄寫

儀器劑量報告之 mAs 加總結果。 

8.「掃描範圍」：請直接填寫起始位置及結束位置（單位：mm）。 

9.「影像 CT 值與標準差」係指影像雜訊量測(說明詳見本手冊第 2-10 頁)，

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1)請記錄 ROI 所顯示之 CT 值與標準差，MDCT 則以貴院醫師判讀該組作為
量測對象。 

(2)影像量測 ROI 位置：請依照圖 1～圖 6 各項檢查部位所示，並將 ROI 放置

於非病變且均勻之組織。 

(3)影像量測 ROI 大小：成人請依照圖 1～圖 6 ROI 之說明；兒童檢查影像，

其 ROI 大小則依照被測物之大小調整（需包含被測物體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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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檢者體型與影像雜訊量測說明 

1.頭部（常規頭部掃描）：【表 1、表 3填表說明】 

(1)圖 1：長軸量測位置（請以眶上耳洞連線作為長軸量測角度）。 

(2)圖 1-1：短軸量測位置。 

(3)圖 1-2：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請選取如圖 1-2 之影像，ROI 圈選位置如圖 1-2
所示。 

(4)ROI 1：側腦室旁，ROI 大小固定 1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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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腹部（常規全腹部掃描）：【表 2、表 8填表說明】 

(1)短軸方向：平行棘突(Spinous process)，長軸方向：垂直短軸。 

(2)圖 2：為全腹部體型量測位置 1（2-1：Portal vein）、量測位置 2（2-2：I.C.）、
量測位置 3（2-3：Symphysis pubis）。 

(3)圖 2-1、2-2、2-3：影像長軸與短軸均以皮膚做為起始與結束位置，若長軸因 FOV
不夠大(如圖 2-3)則以量測定位影像(Scout view，圖 2)代替。 

(4)圖 2-4：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如圖 2-1 所示，ROI 圈選位置如圖 2-4 所示。 

(5)ROI 1：Aorta，ROI 大小固定 1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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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腹部（常規上腹部掃描及肝臟動態血管攝影）：【表 6、表 9填表說明】 

(1)短軸方向：平行棘突(Spinous process)，長軸方向：垂直短軸。 

(2)圖 3：為全腹部體型量測位置 1（3-1：Portal vein）、量測位置 2（3-2：I.C.），
若貴院上腹部位檢查皆未切至I.C.，則以常規檢查之最後一張影像作為量測位置。 

(3)圖 3-1、3-2：影像長軸與短軸均以皮膚做為起始與結束位置，若長軸因 FOV 不
夠大則以量測定位影像(Scout view，圖 3)代替。 

(4)圖 3-3：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如圖 2-1 所示，ROI 圈選位置如圖 2-4 所示。 

(5)ROI 1：Aorta，ROI 大小固定 1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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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腹部(若無此檢查項目者免填)：【表 7填表說明】 

(1)短軸方向：平行棘突(Spinous process)，長軸方向：垂直短軸。 

(2)圖 4：為全腹部體型量測位置 1（4-1：I.C.）、量測位置 2（4-2：I.C.），若貴
院下腹部位檢查皆未以 I.C.作為起始點，則以常規檢查之第一張影像作為量測
位置。 

(3)圖 4-1、4-2：影像長軸與短軸均以皮膚做為起始與結束位置，若長軸因 FOV
不夠大(如圖 4-2)則以量測定位影像(Scout view，圖 4)代替。 

(4)圖 4-3：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如圖 4-1 所示，ROI 圈選位置如圖 4-3 所示。 

(5)ROI 置於腰大肌，ROI 大小固定 1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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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胸部（常規胸部掃描及高解析度肺部掃描）：【表 4、表 5填表說明】 

(1)短軸方向：平行棘突(Spinous process)，長軸方向：垂直短軸。 

(2)圖 5：為胸部體型量測位置 1（5-1：Axilla：兩側肩關節下緣連線）、量測位置
2（5-2：Bifurcation of trachea 下 2-3 cm）、量測位置 3（5-3：Costophrenic 
angle）。 

(3)圖 5-1、5-2、5-3：影像長軸與短軸均以皮膚做為起始與結束位置，若長軸因 FOV
不夠大(如圖 5-1)則以量測定位影像(Scout view，圖 5)代替。 

(4)圖 5-4：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如圖 5-2 所示，ROI 圈選位置如圖 5-4 所示。 

(5)ROI 1：Descending aorta，ROI 大小固定 100 mm2。 

註：高解析度肺部掃描不需進行 ROI 量測。 

 

 
 

 

 
 

 



第 7頁 
行政院衛生署「電腦斷層掃描儀輻射醫療曝露品質輔導計畫」【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調查──參數資料表】 

6.心臟（鈣化評估及冠狀動脈血管攝影）：【表 10、表 11 填表說明】 

(1)圖 6：量測定位影像（Scout view）量測身體寬度（單一平面），體型量測位置 1
（5-1：Axilla）、量測位置 2（5-2：Bifurcation of trachea 下 2-3 cm）、
量測位置 3（5-3：Costophrenic angle）；體型量測為選填項目，有則提供。 

(2)圖 6-1 為心臟鈣化評估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選取心臟最寬處）。 

(3)圖 6-2 為心臟冠狀動脈血管攝影進行 ROI 量測之切面位置（選取心臟最寬處）。 

(4)ROI 1：Descending aorta，ROI 圈選 100 mm2。 

 

 

圖 6-1 心臟鈣化評估進行 ROI 量測位置 圖 6-2 心臟冠狀動脈血管攝影進行 ROI 量
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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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檢查參數)一覽表 

表 1、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兒童頭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頭部大小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
o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標 
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流時
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準
差 

ROI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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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部科單位主管：                  醫事放射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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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兒童頭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病患 11 病患 12 病患 13 病患 1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頭部大小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標 
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流時
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
與標準差 ROI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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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15 病患 16 病患 17 病患 18 病患 19 病患 2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部科單位主管：                  醫事放射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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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兒童腹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
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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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部科單位主管：                  醫事放射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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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兒童腹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病患 11 病患 12 病患 13 病患 1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
大小 
位置 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
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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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15 病患 16 病患 17 病患 18 病患 19 病患 2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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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成人頭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頭部
大小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
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Feed/Rotation
)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Off)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mAs 

 

        
影像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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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前 藥後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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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成人胸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標 
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流
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mAs 

 

        
影像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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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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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高解析度胸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指標
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流
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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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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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成人上腹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 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 2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 
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ff)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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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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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成人下腹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前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 
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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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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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常規成人全腹部)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 
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
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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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藥前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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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肝臟動態血管攝影)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腹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 
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 

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m

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
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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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藥前 動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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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心臟冠狀動脈血管攝影)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藥後 藥後 藥後 藥後 藥後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io
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流
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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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藥後 藥後 藥後 藥後 藥後 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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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電腦斷層掃描儀臨床影像條件一覽表(心臟鈣化評估) 

參數設定 
檢查項目 

初設臨床
掃描參數 病患 1 病患 2 病患 3 病患 4 

影像取得日期 Date     

性別 Sex     

年齡 Age     

身高（選填） Height (cm)     

體重（選填） Weight (kg)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1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2 短軸 Short Axis     

長軸 Long Axis     胸部大小 
位置3 短軸 Short Axis 

 

    

對比劑 Contrast Medium 無 無 無 無 無 

管電壓 kV      

管電流時間乘積 mAs      

管電流 mA      

管球旋轉時間 Time per 
rotation (s)      

切面厚度 Slice Thick- 
ness (mm)      

準直儀 
（偵檢組置） 

Collimation 
(mm) (N*T)      

掃描視野 SFOV (cm)      
起始 
位置 Start     

掃描範圍 
結束 
位置 

Scan 
range
（m
m） End 

 
    

軸狀/螺旋狀掃
描 

Axial/helical 
(A/H)      

螺距 Pitch      

影像重組參數 Reconstruct- 
ion Filter      

管球輸出調控 Tube current 
modulation(On/O      

劑量長度乘積 DLP 
(mGy*cm)     

電腦斷層劑量
指標儀器顯示
值

Display CTDIvol 
(mGy)     

輸出平均管電
流時間乘積 

輸出平均
mAs 

 

    
影像 CT
值與標
準差 

ROI 
1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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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 5 病患 6 病患 7 病患 8 病患 9 病患 10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部科單位主管：                  醫事放射主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