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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ptic Radiation Tractography for Surgical Planning in Epilepsy  
O-001

Conference Room 4
10:00-10:10 

Mei Iok CHIANG 

Member,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s 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ased technique to estimate the 
location, orientation, and anisotropy of the brain's white matter tracts. It can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sions and the 
important white mater tracts which is valuable in surgical planning. Epilepsy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terior temporal lobe resection (ATLR) can control drug resistant focal epilepsy but may lead to visual field deficit (VFD) by 
damaging the optic radiation (OR), with especially the most anterior extent, Meyer’s loop, at risk of damage. Diffusion MRI (dMRI) 
based tractography of the OR can show the white matter (WM) pathwa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VFD. It allows estimation of the ‘safe’ 
resection size by measu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emporal pole and Meyer’s loop (TP-ML distan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59 patients with medically refractory focal epilepsy undergoing pre-surgical evaluation were studied. The 
OR tractrography was generated by manual placement of seeds, waypoints and exclusion masks (ROIs) on the processed images. 
Inter-rater manual OR tracts for each subject were compared using TP-ML distance.  

Results: The TP-ML distance of 59 subjects was range from 24.3mm to 45.9mm (mean 33.7mm) for rater 1 and 24.3mm to 48.7mm 
(mean 34.5mm) for rater 2. Meyer’s loop had high inter-subject variability in anatomy and hemispheric asymmetries.  

Conclusion: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 is to generate OR tractography by manual placement of seeds, waypoints and exclusion masks. 
This is time-consuming with large inter-rater variability. Recent study also shows that variance in data acquisition leads to 
substantive variance in OR tractography. Standardized data acquisition protocols and accurate placement of ROIs should be 
performed to avoid under-estim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Meyer’s loop.  

 

Personalized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Media in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002
Conference Room 4

10:10-10:20 

Man Kuok LO 

Member,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 is one of the non-invasive imaging techniques 
presenting imaging of the heart and coronary arteries. However, 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CIN) is a concern to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ge and cardia disease which are more prone to develop CIN. Therefore, minimizing contrast media volume will benefit the 
patients. Individualized contrast media administration, together with an appropriate iodine delivery rate can produce a CCTA with 
valuable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lected patients by cardiologist were examined CCTA with 256-slice GE RevolutionTM CT scanner. 
Iopamiro 370 (370mg I/ml, Bracco) was injected via an 18-gauge intravenous injection catheter in right antecubital vein. Oral beta 
blocker (sublingual nitro-glycerin) was given to patient prior to contrast media injection. Bolus test of 15-20ml contrast media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scan delay. In order to acquire adaptable image quality of CCTA, delivery rate and volume of contrast media 
could be attuned due to intravascular attenuation (Hounsfield, HU) of region of interest (ROI) of ascending aorta.  

Results: Patient siz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magnitude of vascular and parenchymal contrast enhancement. 
Delivery rate and volume of contrast media were attuned due to different patient size and intravascular attenuation of ROI of 
ascending aorta.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contrast media administration will benefit the patient. Valuable diagnostic images can be acquired with 
appropriate contrast media delivery rate and volume.  

 

The Role of Intervention in Cranial Aneurysm  
O-003

Conference Room 4
10:20-10:30 

Cecilia NOGUEIRA LI 

Deputy Supervisor,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ranial aneurysm is a bulging, weakened area in the wall of the artery in the brain, resulting in an 
abnormal widening, ballooning or bleb. If left untreated, there is a risk for rupture.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is a gold 
standard in cranial vessel imaging, it is an effective tool in detecting cranial disease, such as aneurysm, AVM etc.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type or stages of cerebral aneurysm and treatment will be recount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Different stages of cranial aneurysms and treatment will be mentioned, and the materials in treating 
aneurysms will be introduced.  

Results: Diagnostic imaging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ith cranial aneurysms includes DSA, CTA and MRA. DSA is still considered 
the gold standard for detecting and treating cranial aneurysms, its invasiveness may not be the first-choice for detecting cranial 
aneurysms, but DSA is definitely the first-choice in treating cranial aneurysms.  

Conclusion: DSA is a reliable tool in detecting and treating brain aneurysm, but it also has limitation, which will also be present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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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Compressed Sensing in MRI  
O-004

Conference Room 4
10:30-10:40 

Chi Ian AO 

Director of Academic Affairs,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 in MRI is to shorten the acquisition time without scarifying the 
image quality. Many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being studied such as boosting the main magnetic field and different pulse 
sequences. In recent years, a mathematical method called compressed sensing (CS) is proposed and proved to be very efficient in 
shortening the acquisition time.  

Materials and Methods: CS is a mathematical method that reconstructed image from undersampled data. This method allows us to 
acquire less image data. We then apply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methods to create different images. These images will be 
manipulated with filtering an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o created final images with acceptable image quality.  

Results: Nowadays, 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CS is a useful tool to shorten the acquisition in MRI. However, it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at CS is applied to commercial use in different commercial products. There is still limitation such as longer 
reconstruction time and CS related artifacts need to be solved. 

Conclusion: In this briefly introduction, we will go through the concept of CS, the usefulness in MRI images, the limit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a very promising method and it is believed to be applied in more and more MRI centers in the future. 

 

Managing CT Dose While Imaging the Paranasal Sinuses  
O-005

Conference Room 4
10:40-10:50 

Teck Hong CHONG 

Member, Macao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Associatio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has gradually replaced conventional radiographs 
due to its high resolution in visualizing the anatomical structures and osseous detail. Although afford such as application of orbital 
bismuth has been adopted to reduce radiation dose for CT examination, however; it does degrade the image quality. Therefore, 
decrease the exposure parameter shall plays a great role in lowering patient radiation dos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standard volumetric scan requested by radiologist still preserved. The kVp remain constant, which was 
120 kVp. The standard mA was reduced from 150 mA to 10 mA. Half rotation was applied to achieve 5mAs. The scanned length will 
be specific from hard palate to frontal sinuses only. The achieve CTDI (mGy)and DLP (mGy.cm) will be measured. The DLP will be 
use and multiply with tissue weighting factor based on neck region. The conversion (k) factors for adult at head region is 0.0021, 
based on ICRP 103 weighting factors.  

Results: Grainy and noisy images were obtained but visualized paranasal sinuses are well depicted. Radiologist is able to provide 
diagnostic report based on this series of low dose images. The CTDIvol was 1.00 mGy and the DLP was 11.60 mGy.cm. Based on 
the ICRP 103 weighting factor for head region, the final estimated effective dose was 0.02436 mSv (11.6 X 0.0021). A comparison 
was done with an another similar case which the exposure factors remains at factory setting. The final result was 0.28mSv. 

Conclusion: This study may suggest extreme low mA with iterative software appli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atient receive 
dose. Ultimately, it can become the gold standard to access acquired paranasal sinuses disease such as sinusitis.  
 

A Study on the Exposure Dose of Patients in the Bone Density Test Using DXA  
O-006

Conference Room 4
11:00-11:10 

Yun Jeong So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amsung Medical Center, Korea 

Background and Purpose: For DXA equipment, which is widely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having good precision and accuracy 
among diagnosis methods for osteoporosis, low exposure dose, and simple testing method; the DXA equipment was designed 
to provide patients with exposure dose guidelines by identifying the dose exposed during the lumbar bone density test 
specified by each equipment company.  

Materials and Methods: 14 units ('A' company-7, 'B' company-7') installed at the general hospital examination center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were compared. Dose measurements fluorescent glass element (PLD) was inserted into the dummy phantom 
in the reproductive lin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esticles and ovaries respectively) and lumbar spin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kidney and liver).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PSS program was used (version 22.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which 
presen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ies for total doses, and performe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for differences in dose 
values by equipmen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is set to p-value〈0.05. 

Results: The total mean dose from 'A' was 22.90 μGy, with a third-quarter value of 27.32 μGy, a minimum mean dose of 2.14 
μGy (right testicle), and a maximum mean dose of 67.00 μGy (the fourth dose in the lumbar spine), approximately 31 times 
the dose difference. The total mean dose from "B" was 42.21 μGy, with a third-quarter value of 46.87 μGy, a minimum 
average dose of 1.08 μGy (right ovary), and a maximum average dose of 149.16 μGy (the fourth dose in the lumbar spine), 
approximately 31 times the dose difference. As a result of the examination, the dose to “B” was measured higher than that of 
“A” equipment in general.  

Conclusion: As the results show, it is not simply to compare high or low doses from any equipment company, but to 
recognize that even small doses are exposed to surrounding organs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parts of the examination. In 
addition,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will need to minimize unnecessary radiation exposure due to problems with re-
examination preven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QC) due to changes in patient position, and to reduce medical exposure 
by developing appropriate shielding systems after orientation.  
Key words: osteoporosis, Dual Energy radiation absorption instrumentation (DXA), 3rd quar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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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iency of scler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raniofacial vascular malformations 
for pediatric patients  

O-007
Conference Room 4

11:10-11:20 

Ishak, M. K.1,*, Durai G. R. J.2, Rahimah H3 
1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Hospital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 Malaysia 
2Radiology Department, Women and Child Hospital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 Malaysia 

Background and Purpose: Vascular malformations are a vast group of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that are present at birth. These 
malformations can cause pain, pressure, and cosmetic annoyance as well as downtur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 child in the case 
of high flow. Sclerotherap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malformation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sclerothera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efficiency of scler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anomalies was investigated 
retrospectively in n=116 pediatric patients treated in Hospital Kuala Lumpur between 2017 and 2019 in the mean age of 7 to 16 years 
old. Sodium Tetradecyl Sulphate (STS) is used as sclerosants agent and Lipiodol is used as contrast agent.  

Results: Out of n=116 paediatric patients investigated, n=100 patients had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and n=16 patients were defined 
having Venous Malformations. All pediatric patients received adequate help to their symptoms solely from sclerotherapy.  

Conclusion: Sclerotherap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Vascular Malformations with a satisfactory clinical response in 
patient symptoms.  
 

Radiation dose between dual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and quantitativ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QCT) scanning in osteoporosis: a phantom study 

O-008
Conference Room 4

11:20-11:30 

Ghazali, Y.1,2,* Adenan M. Z.1  
1Fakulti Sains Kesihatan,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Puncak Alam  
2Jabatan Radiologi, Hospital Pulau Pinang 

Background and Purpos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is one of the established tests to diagnose osteoporosis patient by 
measuring the bone density at various skeletal sites and enable a prediction of individual risk fractu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two methods of non-invasive BMD assessment most widely used are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and Quantitativ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QCT). Spine phantom, Hologic DXA Quality Control 
Phantom was exposed in the DXA room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completion the scan with fixed parameters 100kVp and 245mAs. 
This step was repeated in CT scan room by using similar spine phantom with fixed kVp and mAs. Dose was measured by using 
Kerma Xplus dosimeter. Data collected was analysed by using Statistical Package of Social Science (SPSS) software version 23 for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measures of differences.  

Results: Effective dose of DXA was very small and safe for patient undergo DXA scanner. It is about 0.027-0.031mSv if compared 
to the 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 with one to two days of exposing. For QCT, the effective dose is between 0.273-0.283mSv and it 
is considered high for BMD test among osteoporosis patient.  

Conclusion: Radiation doses associated with DXA are very low. QCT techniques deliver doses to spine phantom was 10 times 
higher compared with DXA. Low-dose modalities are needed to reduce unnecessary radiation exposure and minimize associated 
health risks.  
 

Ex-vivo characterisation of urinary stones composition using second generation dual-
energy spectral Computed Tomography with Sn filtration  

O-009
Conference Room 4

11:30-11:40 

Dk Mella Mohd Ali1,2, Mohd Hafizi Mahmud2,*, Noor Shafini Mohamad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ospital Tengku Ampuan Afzan,  
2Centre of Medical Imaging,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Selangor Puncak Alam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 to prescribe urinary stone management strategy is based on stone 
composition. However,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actual stone composition before a stone is passed or removed from a 
patient. Although Dual-energy CT (DECT) can predict urinary stone composition, it is not widely adopte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of a second generation DECT with Sn filter for characterising the urinary stones composi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three urinary stones were scanned ex-vivo using a dual source DECT scanner with dual energy 
mode of 140/80 kV with and without 4 mm Sn filtration. The DECT ratio (DER) was calculated to determine the type of urinary 
stones composition (uric acid, calcium oxalate, calcium phosphate and cystine stones). The DER analysis was further validated with 
semi-quantitativ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analysis. The mean difference of DER of the stone types was 
compared using ANOVA with p<0.05 was deem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DECT significantly discriminate the stones composition with and without Sn filtration (p<0.001). However, DECT without 
filter was not able to predict calcium oxalate and calcium phosphate compositions. The DECT without filter only showed 48.5% 
actual stones compos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FTIR results, whilst 100% actual stones composition were observed in DECT with 
filter. 

Conclusion: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DECT with additional Sn filtration, DECT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haracterizing and discriminating the urinary stones composition. This may improve diagnostic and therapy management in 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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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 method and ADC values distinguished malignant lymph nodes from benign in head 
and neck cancers  

O-026
Conference Room 3

10:00-10:10

Ming-Che Lee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detection of cervical nodal metastasis is important for the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ad and neck 
canc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FCM and ADC values at 3.0T MRI to distinguish malignant from 
benign lymph nod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2 patients (21 males and 1 female; mean age, 49.8 ± 9.5 years; age range, 28–66 years) were 
prospectively and consecu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for DWI ADC values and 169 lymph node lesions dissected from 22 patients 
with a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ymph node status, were analyzed using in-house software developed using MATLAB. A 
radiologist manually contoured the lesions, and ADCs for each lesion were divided into 2 (low and high) and 3 (low, intermediate, 
and high) partitions by using the FCM clustering algorithm. 

Results: The ADC values obtained with b values of 0 and 800 s/mm2 was 1.086 ± 0.222 × 10-3 mm2/s for benign lymph nodes and 
0.705 ± 0.118 × 10-3 mm2/s for malignant lymph nodes (P < .0001). When an ADC value of 0.851 × 10-3 mm2/s was used as a 
threshold value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lymph nodes, the best results were obtained with an accuracy of 91.0%, 
sensitivity of 91.3%, and specificity of 91.1%. The results of FCM technique showed that the low value ADC clusters were more 
sensitive (95.7%) in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lesions than the whole-lesion mean ADC values (78.3%), while retaining a 
high specificity (approximately 90%). Moreov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low value ADC 
clusters used as a predictor of malignancy for lymph nodes could achieve a higher area under the curve (0.949 and 0.944 for 2 and 3 
partition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DC value is a sensitive and specific parameter that can help to differentiate malignant from benign lymph nodes. The 
segmentation by ADC values of lesions through the FCM technique also enables efficiently characterizing the lymph node pathology 
and can supplement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lymph nodes. 
 

Scaphoid fracture of wrist: a phantom study  
O-027

Conference Room 3
10:10-10:20 

I-Ling Chung   Chia-Hung Kao   Hsing-Fen Hsiao   Han-Hsuan Liang   Chen Hsieh  Shan-Chia Wu   Ming-Fang L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ipei Municipal Wanfang Hospital (Managed by Taipei Medical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scaphoid fracture was a break in one of the small bones of wrist, and represented 2% of all fractures 
(Larsen et al., 1992). General x-ray was a common imaging examination for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pathology, and visualized 
the latest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wrist. The minimal survey of wrist consisted of two projections: posteroanterior (PA) and lateral 
view. The intricate anatomy of wrist was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hence combining with other views 
would help the clinician to better evaluate the underlying patholog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ich projection view would 
effectively reveal the whole of scaphoid and elevate the diagnosis sensitivity of clinicia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Using a protractor measured the angle between wrist phantom (Kyoto Kagaku Co., Ltd) and table. 
Phantom was externally rotated from 0° to 90°, and every 15° exposed once (Swissray ddRAura OTC, SID 100cm, 60 kVp, 4 mAs, 
18*24 cm). Finally, inviting three radiologists interpreted images and indicated which one is better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gle of wrist phantom and table was 45° would reveal the most of scaphoid. 

Conclusion: General x-ray produced a 2D representation of a 3D anatomical data on a film that would cause different tissues were 
superimposed on the image and affected diagnosis sensitivity. Oblique view could effectively reveal the most of scaphoid which 
would elevate the diagnosis sensitivity of clinician for scaphoid fracture.
 

Case report: Study of CTA Artifacts cause analysis by using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Method  

O-028
Conference Room 3

10:20-10:30 

Yu-Shi Ch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 Mei Medical Center, Chiali, Tainan,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A 57 years old woman with hypertension presented to OPD with intermittent vertigo. After CT 
angiography, the images due to venous stasis and reflux of contrast into the jugular veins. Artifacts related to left-sided venous 
injection resulting in a striking pattern of enhancement simulating vascular abnormalities. To our knowledge, the left brachiocephalic 
vein between the sternum and a tortuous aorta and proximal vessels may lead to venous reflux that can degrade the quality of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T angiography of brain was obtained on a 64-row multi-detector CT scanner (SOMATOM Sensation 
64; Siemens Medical Systems, Erlangen,Germany) by using a timing bolus triggered from the lef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n this case, 
venous access was in the left antecubital vein. Contrast injection was 100 mL of XENETIX 350 (350 mg Iodine/mL),at 3.5mL per 
second. We compared other patient's images with right antecubital vein access, there were no reflux artifacts occurred.  

Results: Pseudopathologic brain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due to venous stasis and reflux from left-hand side injection and 
brachiocephalic vein narrowing. By using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method, many literatures from PubMed showed the left 
brachiocephalic vein between the sternum and tortuous aorta and proximal vessels aggravated by hypertension may lead to venous 
reflux that can degrade the quality of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Conclusion: Artifacts related to left-sided venous injection for cross-sectional angiographic studies are well-documented in 
literatures. Reflux of contrast into the jugular veins simulating filling defects, and reflux into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and/or vertebral 
veins or venous plexus reaching the dural venous sinuses. We should be avoided left side injection due to vessel tortuous and 
narrowing retrostern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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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in thyroid cancer by MDCT  
O-029

Conference Room 3
10:30-10:40

Heng-Pin Sheu1,2   Li-Ying Huang3   Yu-Cheng Hung3   Te-Han Wang3   Wen-Chan Yu3   Jui-Yu Chen4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2Taipei Association of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s 
3The Rehabilitation and Technical Aid Center,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4Thyroid medical center,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Surgical resection of the thyroid gland is standard treatment for management of carcinomas and is 
performed by general surgeons. To perform safe and efficient thyroid surgery, surgeons should be familiar not only with the anatomy 
of the thyroid gland and the vital structures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gland but also with the anatomic variations in regional anatomy. 

Materials and Methods: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an MDCT scan on the thyroid less than a month prior to surgery, Each patient 
received 80 ml of nonionic contrast medium via a peripheral arm vein at a flow rate of 1 ml/s. After scaning, axial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at 0.5-mm increments at the end of the scan and then export fine cut data to three-dimensional (3D) printing 
workstation. 
Firstly, the mandible segmentation was derieved from the neck CT image using Mimics (Materialise, Belgium), 3D Slicer, or Amira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US), and then exported to 3D mandible model in STL format.  
Secondly, the denture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occlusal surface of the model in Meshmixer. 
Thirdly, the mental foramen indicators were placed properly on the denture in Meshmixer, yielding a patient-specific safety device 
(PSSD), and the PSSD was exported in STL format. Finally, we checked the printing parameters and converted the STL into gcode 
format (3D printer readable format) in Preform (Formlabs, Inc., Somerville, MA, USA), and printed the PSSD and madible models 
using Form2 (Formlabs, Inc., Somerville, MA, USA).

Results: We successfully fabricated a tailored thyroid gland phantom for surgeons. To reduce the injury, a 3D-printed templates and 
denture must be helpful before the operation. 

Conclusion: As most of the phantom parts are injected in molds fabricated using a 3D printer, they can be easily reproduced once the 
molds are fabricated. This phantom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n effective model for thyroid gland resection. 

 

Analysis of ⁹⁹ᵐ Tc-ECD cerebral blood flow scan with eZIS and Scenium software  
O-030

Conference Room 3
11:00-11:10 

Ying-Hsuan Li   Po-Ling Chang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re is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suffering from Alzheimer's disease(AD) in recent years. It'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discriminate lesions with only traditional SPECT imaging. By utilizing analytic systems to acquire practical information, 
more specific hypoperfusion spatial data can be provided to the physician, allowing for earlier diagnosis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Current available analytic systems include the easy Z-score imaging system (eZIS) (Matsuda et al., Tokyo Japan) and Scenium 
(Siemens, Germany). The databases of these systems are different i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analytical processes, but both assist 
in evaluation of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 reduc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spective analytical results, discrepancy, 
estimation for report, and severity lev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30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etween January 2018 and February 2019. A transverse image was 
selected after raw data OSEM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zed with both eZIS and Scenium software. The final images were observ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A scale i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esulting images: 
1-2 indicate slight difference, 3 indicate intermediate difference, and 4-5 indicate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enough to affect the report. 

Results: Of the thirty patients evaluated, eighteen were graded on the scale as 1-2, nine were graded as 3, and three were graded as 4-
5. The patients who were graded as 4-5 were all male, one in his youth, the others older than 70 years of age. Patients whose images 
were graded levels 1-2 were perceived to show slight to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two analyzed images, and these patients often 
show clear perfusion defects, as indicated by the interpreting physician. For example, patient 22 showed consistent results after 
processing in the displayed MCA and ACA territories. Patients graded level 3 were perceived to show intermedia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images, while patients graded levels 4-5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affect the resulting report. In one such 
instance, patient 13 appeared nearly normal after eZIS analysis, but displayed clear flow decrease in bilateral frontal regions after 
Scenium analysis.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two databases, despite basis of varying populations, show consistent results of analysis in the patients. 
However, in cases of mildly decreased perfusion or slight variation, the use of multiple methods to support the diagnosis is 
recommended. More cases of ⁹⁹ᵐTc-ECD scans can be collected in the future to allow for more sensitive and specific analytic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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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nalysis of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Procedure: The KMUH Experience  
O-031

Conference Room 3
11:10-11:20 

Yi-Jia 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GRT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radiotherapy department. 
Because of the image-guided technique, the radiation dose could be delivered to the patient more accurately. We believe that the 
periodical quality assurance of the image-guided system is enough to ensure positioning accurac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near-miss 
about the erroneous image-guided position, we begin to focus on the high-risk steps of the image-guided procedu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Using the FMEA(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IGRT procedures which 
have the highest RPN(Risk Priority Number) in our department. We propose two methods to lower the highest RPN. The first is the 
Poka-Yoke (mistake proofing ) method. This method is to add another image scans after the first five fractions have been treated for 
patients that have only one image scans in the whole treatment course. This method could prevent continuous image-guided error. 
The second is the space method. Radiotherapy technologists should check the spa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marks and the 
laser projected on the patients before drawing the new mark. The second method does not increase the workload because it is added 
to the original routine procedure.  

Results: After the quality management, the RPN is changed from 729 to 8. The multiplication of occurrence (O), severity (S), and 
detection (D) give the RPN. The O, S, D is changed respectively from 9, 9, 9 to 2, 4, 1.  

Conclusion: RPN should be concerned if its value is greater than 40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However, it is a rough value and there 
is no recommended value for the field of radiotherapy. We set the RPN under 40 as our goal in this study. By applying the two 
method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improve image-guided safety.  

 

Integration of radiation doses and myocardial function in radiotherapy plans for breast 
cancer  

O-032
Conference Room 3

11:20-11:30 

Shu-Ya Yang1,2  Tung-Hsin Wu2  Chih-Wei Yu1,2  Kuan-Heng Lin1,2  Chen-Xiong Hsu1,2  Shan-Ying Wang2,3  Pei-Wei Shueng1,4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3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Center,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4Department of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Radi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can improve tumor control, but also increase the side effects. As radiation 
presumably through the heart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cardiac toxicities.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 linear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major coronary events occurred with every Gray increase in mean heart dose (MHD). New perfusion defects in the left 
ventricle after radiation were detected. However, the MHD cannot represent the doses of segments of the left ventricl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mean segment dose and cardiac function using myocardial perfusion imaging (MPI) with Thallium-201 (Tl-201)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r tomography (SPECT) in left breast cancer (BC) patients who receive radiotherapy (R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left BC patients who received Tl-201 SPECT scans before RT and 1 
years after RT. Then SPECT MPI images were integrated and fused with the simulation CT images in the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he fused images discrete subvolumes of the left ventricle as defined by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20-segment model. Dosimetric indices of heart, 20 segments of LV, pre-RT and post-RT myocardial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SPECT 
were analyzed. Summed stress score (SSS), summed rest score (SRS) and summed difference score (SDS) were the parameters in 
SPECT. 

Result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enrolled 31 left BC patients. Of 31 patients, the MHD was 3.36 Gy and mean LV dose was 4.94 
Gy. Comparing the patients with cardiac defects (n=16) and those without defects (n=15), the mean LV dose and mean segment dose 
of patients with cardiac defects were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out defec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gment 2, 3, 4 and 9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cardiac defects and the patients without defec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radiation doses to the subvolumes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ex of SPECT M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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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stereotactic radiation therapy using IMRT and VMAT plans for canine 
nasal tumors 

O-033
Conference Room 3

11:30-11:40 

Kuan-Heng Lin1,2 Tung-Hsin Wu1 Chih-Wei Yu1,2 Fu-Ken Teng1,3 Chen-Xiong Hsu1,2 Wei-Ta Tsai1,4 Pei-Wei Shueng2,5  
1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3Ren-Ren Small Animal Hospital, Taoyuan City, Taiwan 
4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Dalin Tzu Chi Hospital, Chiayi, Taiwan 
5Department of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medicine from human oncology to veterinary oncology has enhanced 
veterinary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radiation therapy for canine tumors. It could be applied to treat tumors 
curatively, or to palliate the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dosimetric differences based on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SRT) technique in radiotherapy plans for canine nasal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Nine dogs with nasal tumors were enroll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plans were simulated. The prescription dose of planning tumor volume (PTV) were 3000cGy in 3 
fractions. The dose distributions for PTV and OARs (eyeballs, lens, tongue, mandible, brain) were analyzed. The monitor units 
(MUs) and treatment delivery time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The conformal index (CI) of PTV was better in VMAT as compared to IMRT (p < 0.05). The homogeneity index (HI) of 
PTV was better in IMRT as compared to VMAT (p < 0.05). The maximal mandible dos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IMRT as 
compared to VM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OARs. The treatment time of VMAT was shorter than IMRT.

Conclusion: SRT plans using IMRT and VMAT could be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from human oncology to veterinary oncology. Two 
kinds of SRT plans have feasible conformity, homogeneity in canine nasal tumors.
 

建立兒童頭部電腦斷層之機構診斷參考水平並執行劑量監控最佳化  
O-010

第 4 會議室

13:00-13:10 

劉書瑜   沈雨婕   王聖銘   蘇茂源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近年高階電腦斷層機器演進快速，輻射劑量監控備受重視，目前國內只針對小兒腹部電腦斷層劑量執行年度

品質保證測試，而兒童頭部電腦斷層並無特殊規範和限制，因此本研究以建立機構診斷參考水平（Local Diagnostic 
Reference Level , LDRL）作為本院兒童頭部劑量參考的指標之一。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共收集 114 例不施打顯影劑頭部電腦斷層之 0-16 歲孩童，依年齡分為 0-2 歲、2-5 歲、5-10 歲和 10 歲

以上共四組，機型採用 SIEMENS Sensation 64 slice CT 及 GE Healthcare Revolution CT，該設備均通過該年度品質保證品質

測試，利用劑量報告收集各病患的電腦斷層劑量指標（CTDIvol）計算各組的平均劑量及標準誤差平均值（SEM, standard 
error of mean）。建立後半年對各年齡再抽樣 10 例與建立的 LDRL 數值進行比對。  

結果：結果顯示不同機型在各年齡之頭部 LDRL 初始值 CTDIvol 分別為 0-2 歲 11.83mGy，2-5 歲 19.38mGy，5-10 歲

28.6mGy，10 歲以上 42.84mGy。顯示抽樣各組的平均劑量均低於 LDRL 初始值（LDRL 平均劑量 20%）而各組的 SEM 僅

10 歲以上該組高於 LDRL 初始值（SEM 兩倍）。 另外，結果也發現 0-2 歲及 2-5 歲的組別其平均劑量低於 LDRL 初始值 
( 30.7%,33.90 %)。  

結論：本次抽樣各年齡組之頭部電腦斷層劑量與機構建立之診斷參考水平並無顯著差異，因 LDRL有固定的計算方式，故所有

機型均使用相同方式進行運算。然而本研究建立 LDRL初始值的個案數仍然不足，未來應增加各組之樣本數，提供更精準的

LDRL的初始值，並將此數據作為長期追蹤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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錐狀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對於密網血管導向裝置的評估  
O-011

第 4 會議室

13:10-13:20 

李政龍 1   林佩玲 2   林宛瑾 2    歐長憲 2    葉力仁 3  

1義大醫院一般影像診斷科 
2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神經影像專科 
3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密網血管導向裝置(Flow diverter)近年來被認為是用來治療顱內瘤的一個有效技術，尤其是對於傳統上困難治

療的動脈瘤。由於密網血管導向裝置本身的設計，在透視下的可見性有限。因此，如何讓操作的醫師能夠有效的評估置放

之後的狀態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利用血管攝影錐狀束電腦斷層(CBCTA, Cone Beam CT Angiography)來評估密網血

管導向裝置釋放後的狀態，以便能夠即時做進一步的處理減少相關的併發症。  

材料與方法：密網血管導向裝置是治療顱內動脈瘤很有效又相對低風險的新器材，因為其密網導流的特性，在設計上必須

減少放射不透性的材料而導致其在透視攝影下可見性極有限，每一個接受密網血管導向裝置治療顱內動脈瘤的病人在裝置

釋放完成後皆會實施 CBCTA，掃描時同步注入低濃度顯影劑(20%，水:顯影劑=4:1)，以 1mL/s 的速度共 20mL，之後進行

後處理及重建。  

結果：根據 CBCTA 後處理重建的結果，我們可以在釋放完密網血管導向裝置即時評估其網孔的大小、血管壁貼合程度、

有無扭結凹折以及對於附近載瘤動脈分之覆蓋情況，加上需要較佳的推動力及貼合性，操作者無法在傳統血管攝影透視中

察覺較微細的裝置與載流動脈的關係。  

結論：在釋放的過程中若與血管壁的貼合度不佳常會導致血流內漏(endoleak)而造成動脈瘤無法閉塞，術中 CBCTA 的好處

是提供良好的透視可見性，可以很清楚地評估裝置的釋放區、與載瘤動脈的順應性、有無扭結凹折以及與血管壁的貼合程

度，當評估結果有問題時可立即加以處理。總結來說，CBCTA 對於評估一般透視攝影下不易察覺到的密網血管導向裝置是

很有用的工具，建議每次置放完後固定施行，以增加密網血管導向裝置的效能及減少術中併發症。  

 

從實證醫學探討超低劑量電腦斷層與一般常規攝影對胸部創傷之臨床應用  
O-012

第 4 會議室

13:20-13:30 

張弘達   趙慶勇   章文嘉   蔡瑋哲   徐世美 

新竹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胸部創傷病人疑似肋骨斷裂，透過實證醫學之手法評估肋骨系列 X 光與超低劑量電腦斷層掃描對此類病人的

適當性。  

材料與方法：使用 MeSH term 做同義字形成 PICO 搜尋，Summaries 包含 UpToDate、Nice、DynaMed，搜尋資料庫為

PubMed、Cochrane Library、Accessss、Ovid，並用 CEBM( 2011)選擇評讀診斷型之工具，藉此判斷搜尋到的文獻證據等

級，最後分析出結果，實證文獻所使用之儀器為 Philips DR 其 X 光條件為 125 kV (Chest)和 70 kV(Rib)，Siemens definition 
CT 其條件為 100 kV、10 mAs、 pitch 1.5。本院進而利用假體(Kyotokagaku N1 "LUNGMAN")以同攝影條件及不同儀器

(TOSHIBA Aquilion CT、siemens DR)進行影像與劑量驗證。  

結果：在 PubMed、Ovid.、Accessss 搜尋出三篇與主題類似，經評讀後篩選出一篇與目的相同文獻。文獻證據結果顯示，

160 位胸部創傷懷疑肋骨骨折的病人，先執行肋骨系列 X 光，再進行超低劑量電腦斷層之檢查，X 光結果呈現

Sensitivity=78.8,Specificity=85.7，超低劑量電腦斷層則兩項數據皆為 100，顯示出超低劑量電腦斷層之影像更能判別胸部創

傷，超低劑量電腦斷層劑量(0.203 mSv) 與肋骨系列 X 光劑量(0.175 mSv)，並無顯著差異(P=0.14)，與一般胸腔 CT 劑量

(1.193 mSv)有顯著差異。本院利用假體驗證結果，劑量分別為 X 光 0.184mSv、超低劑量電腦斷層為 0.24mSv，影像由兩位

放射線專科醫師判讀，肋骨清晰足以診斷，與實證文獻結果相同。  

結論：在評估胸部創傷病人疑似肋骨斷裂，可優先考量使用超低劑量電腦斷層來作診斷的工具，但在台灣礙於制度，仍然

需要先照射 X 光之後才能安排後續的檢查，然而在自費檢查前提下，能不增加輻射劑量又可清楚診斷，超低劑量電腦斷層

仍可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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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矢狀竇旁腦膜瘤術前電腦斷層腦血管靜脈相評估 
O-013

第 4 會議室

13:30-13:40 

林燕資 

臺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背景及目的：腦膜瘤是從頭骨與腦之間的腦膜長出來的。腦膜瘤是最常見的腦瘤的一種，它實際上不長在腦組織裡面，而

是長在腦膜，覆蓋在整個腦的表面。腦膜瘤可以出現在顱內(或脊髓，外表也有相同的腦脊髓膜包覆)的任何部位。有時候

腦膜瘤會侵犯到神經或血管，造成治療更加困難。大部分的腦膜瘤為良性的長得很慢，被發現時已經長得很大，直到它們

造成頭痛，癲癇或神經學症狀。腦膜瘤在被發現前可能已經存在五或十年。治療腦膜瘤最理想的是可以開刀根除，若腦膜

瘤沒侵犯上矢狀竇及周邊皮質靜脈比較可以根除，因此手術前評估上矢狀竇及周邊皮質靜脈是否被腦膜瘤侵犯，列為極重

要之一環。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所使用儀器為飛利浦 64 切電腦斷層，收集期間為，共六名受檢者，其中男性一名，女性五名。年齡由

33 歲至 74 歲，經神經外科主治醫師評估，需要執行電腦斷層腦血管靜脈攝影。準備 18 號留置針於前臂，非離子含碘顯影

劑注射量(c.c)為病患體重(Kg)之兩倍，注射速率為 4.5ml/s，延遲 45sec 後開始掃描，掃描範圍由頸椎第二節至顱頂。重組

最大值投影法矢狀面、冠狀面及軸面 10mm/3mm。 

結果：本研究結果如下: 同時侵犯靜脈及頭骨二位，同時未侵犯靜脈及頭骨一位，未侵犯靜脈只侵犯頭骨一位，以上四位組

織學屬於 Grade1(common menigoma)裡的 Transitional type menigioma ;同時侵犯靜脈及頭骨一位，組織學屬於

Grade2(Atypical menigioma)裡的 Atypical;只侵犯靜脈尚未侵犯頭骨一位，組織學屬於 Grade1(common menigoma)裡的

Fibrous type menigioma。術後結果如下:同時侵犯靜脈及頭骨二位，同時未侵犯靜脈及頭骨一位與未侵犯靜脈只侵犯頭骨一

位，以上四位病患;依照辛普森級別的腦膜瘤切除術，為 GradeⅠ; 只侵犯靜脈尚未侵犯頭骨之病患，手術級別為 GradeⅡ ; 
同時侵犯靜脈及頭骨之病患，手術級別為 GradeⅢ。腦膜瘤侵犯上矢狀竇，因位置不同，造成腫瘤不能完全切除，殘存的

腫瘤有很高的機會復發，電腦斷層腦血管靜脈相，能在最短時間內呈現腦血管靜脈結構及腦膜瘤侵犯程度，為術前評估方

法之一。 

結論：本研究的病患大多都帶著外院 MRI 來就診，然而無論外院或本院 MRI 都並非常規作 MRV，導致術前無法確實了解

上矢狀竇及周邊靜脈是否被侵犯，進而由電腦斷層靜脈相，取而代之，既快速又準確。 

 

CT Perfusion 應用於腦中風之臨床設定與評價 - 南部某醫學中心為例  
O-014

第 4 會議室

13:40-13:50 

蔡長諭 1,2   楊志明 1   張庭維 1,2   潘品丞 1   郭威男 1   李榮輝 1  

1高雄長庚紀念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2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腦中風病人急性期的黃金治療時間相當短暫，未拖打對比劑之腦部電腦斷層(Non-Enhance Brain Computed 
Tomography, NEBCT)仍然是用於區分出血性、缺血性中風的一線成像技術。建立一套快速準確且可應用在急診的評估及診

斷準則是非常重要的。電腦斷層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CTP)應用於腦血管血流灌注，從可恢復的核心梗塞中分離出可挽救

的缺血性腦梗塞，有助於診斷辦識使用動脈內取栓術(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IAT)或注射血栓溶解劑(rt-PA)之患者，降

低中風後偏癱之後遺症。  

材料與方法：依據美國國衛院腦中風評估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NIHSS≧7 分啟動腦中風治

療。CT 為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操作之管電壓為 80kVp，effect mAs 為 200 mAs，Rotation time 為 0.28 秒/
圈，總掃描時間 66.44 秒，對比劑流速為 3.5ml/s，對比劑容量為 40ml，掃描範圍為蠂鞍(sella turcica)至腦池(Brain 
ventricle)，影像後處理工作站為 Vital Workstation。灌注成像分析腦血液動力學之改變，通過評價腦血流（cerebral blood 
flow, CBF）、腦血容量(cerebral blood volume, CBV)及平均通過時間(meantransition time, MTT)評估缺血性腦中風患者腦血

流低灌注區、梗塞區及缺血半暗區，由此獲得完整的腦中風診斷影像。  

結果：50 例受檢者的 NEBCT 檢出 38 例缺血性梗塞，其中 8 例受檢者的 NEBCT 無病灶，12 例為出血性腦中風。 此 38 例

病灶在 Perfusion 影像上的梗塞面積均比 NEBCT 病灶面積大，經 t-test 統計 P <0. 01。Perfusion CT 可以瞭解大腦血流的情

形，而血流的多寡則代表了腦缺血的程度。許多研究均顯示在偵測腦中風上是有很好的敏感度與特異性。 

結論：rt-PA 用於急性缺血性中風仍有禁忌症，如缺血性發作的時間已超過 3 小時或症狀發作時間不明，臨床症狀太嚴重

(NIHSS＞25)，影像評估為嚴重之腦中風，如腦梗塞區超過 1/3、出血性梗塞，故 CTP 有助於診斷辦識使用 ITA 或 rt-PA 治

療方式。急性腦缺血期病灶血流灌注嚴重減少，CBV 的減少是最直接的指標，它反映單位質量內血容量減少。當腦局部灌

注壓下降時，腦組織可以通過調節機制使局部血管床擴張以增加血容量來代償。急性腦缺血發作後，過度灌注和持續的灌

注不足可同時存在，且是造成腦組織損傷的原因。灌注成像可通過 CBF 和 MTT 來了解局部組織的灌注情況，有望幫助臨

床及時判斷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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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肺栓塞病患在高低劑量暴露的影響  
O-015

第 4 會議室

13:50-14:00 

陳祥元 1,2    郭宗德 1    吳茂昌 2    姜義成 2    吳子寬 2    黃于桐 2  

1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2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影像診療科 

背景及目的：急性肺栓塞最好的診斷工具便是 MDCT，可執行肺動脈血管攝影斷層掃描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的造影

檢查，但因為肺栓塞血栓因子往往小於公分之內，必須使用窄的射束，慢的螺距，為了要有好的影像品質，便需要有恆定

或是較高的輻射暴露，本研究希望在不影響正確診斷的前提下，降低不必要的輻射劑量。  

材料與方法：1.回溯性整理從 2017 年 1 月到 2017 年 12 月，一年間臨床診斷急性肺栓塞且於急診進行 CTPA 檢查的病歷資

料。 2.回溯性分析使用高與低劑量(120 kV /100kV)各 15 位急診肺栓塞病患，總共 30 位的病患，身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BMI)平均為 22.3±1.74kg/m2。 3.使用東芝 Aquilion 64CT，病患均以自動調整管電流模式進行電腦斷層攝影檢查，由

橫膈膜向肺尖掃描。120kv/100kV Auto mA，Thickness 8.0(32.0)mm，Rotation time 0.5sec，Helical Scan ，注射器

Mallinckrodt/OptiVantage injector，顯影劑 Omnipaque350mgI/ml 50C.C.，生理食鹽水注射液 Isotonic Soidium Chloride 
Solution20C.C.。 4.劑量評估部分，紀錄其受檢病患電腦斷層劑量指標（Computed tomography dose index，CTDI）與劑量長

度乘積(dose length product，DLP)。影像量化分析部分，利用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ROI)圈選在肺動脈幹

(Pulmonary trunk)，量測在高與低劑量之間影像的參數。 5.以獨立 t 檢定分析各個參數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結果：1.30 位病患平均身高 163.93，標準差(SD):5.48、平均體重 60.06，標準差(SD):6.63、平均 BMI 22.30，標準差

(SD):1.77。(表一) 2.120kV 曝露條件的高劑量組平均身高 163.20，標準差(SD): 4.52、平均體重 60.40，標準差(SD): 6.47、平

均 BMI22.64，標準差(SD): 1.92、平均 CTDI25.86，標準差(SD)4.21、平均 DLP 691.10，標準差(SD)160.75、平均 ROI 
258.33，標準差(SD)160.75。 3.100kV 曝露條件的低劑量組平均身高 164.66，標準差(SD): 6.37、平均體重 59.73，標準差

(SD): 6.99、平均 BMI 21.96，標準差(SD): 1.60、平均 CTDI14.72，標準差(SD) 5.45、平均 DLP 388.12，標準差(SD) 
175.02、平均 ROI 277.53，標準差(SD)55.69。  

結論：從結果可以判定這兩個族群在身高、體重與 BMI 及影像平均值上皆無顯著差異，但是在 CTDI 和 DLP 的 P 值分布皆

小於 0.05，顯示在常規使用肺栓塞掃瞄檢查時，當病患在 BMI≦22.3±1.774kg/m2的同時，使用低劑量進行掃描的方式是可

以有效降低輻射暴露。然而，亦必須注意降低劑量參數後的影像品質，必須符合診斷需求，因此，需不斷與臨床科醫師進

行討論與修正，以達到劑量合理抑低之目標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ALARA)。  

 

小腸攝影結合腹部電腦斷層檢查改善病灶顯影效果  
O-016

第 4 會議室

14:00-14:10 

劉奕甫 1   林維卿 2  

1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醫院醫學影像部 
2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小腸攝影一般而言首選顯影劑是鋇粉，對於阻塞、瘻管、穿孔的病況而言，水溶性顯影劑是安全上的抉擇。 
選擇 30 位使用水溶性顯影劑的患者，囿於顯影效果不佳而加做無靜脈注射顯影的腹部電腦斷層。 經腹部電腦影像定位與

分析，改善病灶顯像的效果，更確定腹部電腦斷層的輔助功效。  

材料與方法：選定 103-108 年內 563 位小腸攝影的樣本中，30 位病況分別是阻塞、瘻管、穿孔的患者。 阻塞 20 例、瘻管 5
例、穿孔 5 例的檢查前評估樣本。 使用 200.c.c 的水溶性顯影劑以內，經過 X 光影像的顯像下，診斷效果是屬於不盡理想

的樣本。 進而加做不經靜脈注射的腹部電腦斷層，達到病灶定位與改善診斷效果。  

結果：30 位使用水溶性顯影劑的小腸攝影合併腹部電腦斷層檢查下， 受檢前評估病況為阻塞 20 例、瘻管 5 例、穿孔 5
例。 囿於病況顯影較差，加做腹部電腦斷層改善病灶顯影。 診斷的結果分別是阻塞 24 例、瘻管 3 例、穿孔 3 例。 在使用

水溶性顯影的情況下，這些數據顯示腹部電腦斷層有助於細部病灶的檢查。 改善傳統 X 光攝影的不足處，更增加新的檢查

項目。  

結論：選擇水溶性顯影劑小腸攝影合併腹部電腦斷層樣本理由是因鋇劑金屬假影太強。 鋇劑在 X 光的顯像理想卻對電腦斷

層利大於弊。 基於病人安全與顯影效果做一個折衷，故擇其利避其害。 在選擇是否加做腹部電腦斷層同時，要考慮到水醒

影劑的藥量。 盡量低於 200c.c，因為藥量多寡會伴隨金屬假影的強弱。 過猶不及都會影響顯像效果。藥少怕 X 光影像顯影

差，藥多怕增強金屬假影。 近年發展壓抑金屬假影的電腦斷層掃描技術改善假影干擾。 對於水溶性顯影劑診斷效果不理想

的小腸攝影而言，腹部電腦斷層是可以值得考慮。 小病灶的診斷上有一定程度上的價值，可以考慮值得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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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狀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術檢測出雙分支的右冠狀動脈合併有深部心肌橋的病例報告  
O-017

第 4 會議室

14:10-14:20 

洪嘉亨   陳凱錡   陳名聖 

西園醫療社團法人西園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冠狀動脈心肌橋（MB）的發生頻率在右冠狀動脈(RCA)的機率（10%）是遠低於左冠狀動脈( LCA)的（90
％）; 冠狀動脈雙分支的右冠狀動脈(RCA)也是罕見的冠狀動脈異常，目前為止的文獻報導中也僅發現約 80 例 。在此案例

利用冠狀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CCTA）檢測到罕見合併有雙分支的右冠狀動脈(RCA)及其後方側分支上有冠狀動脈心肌

橋（MB）的情況。  

材料與方法：個案：BMI：23.4 kg/m2：掃描期間心跳 45 / min CT 掃描儀：Aquilion one（TSX-301A / 2c，Toshiba，Japan） 
顯影劑 CM：Iopamiro 370/100 ml，Braco，Patheon，Italia S.P.A.總量：79ml， 速率：4.0ml / sec 合併食鹽水沖洗 30 毫升 在
RR 間隔掃描：70-80％ 掃描切片厚度：0.5 mm，切片厚度：0.5 mm，間隔：0.25 mm 重疊，掃描旋轉時間：0.35s 後處理重

建（工作站 Vitrea fx，版本 3.1.0） 輻射劑量：1.26 mSv  

結果：雙分支右冠狀動脈（單個開口的雙分支右冠狀動脈），帶有兩個平行分支。（前和後分支）。 最小變窄的處為右冠

狀動脈近端(RCA-P)，顯示為動脈粥樣硬化。 在右心房心肌的右冠狀動脈後方側分支（RCA-PL）發現冠狀動脈心肌橋

(MB)（深 3.1 mm，長 41.3 mm）。  

結論：據我們所知，這是第一例雙分支的右冠狀動脈(RCA)，且在其中一平行的分支，後側分支的外側(posterior branch, 
RCA-PL)發生冠狀動脈心肌橋(MB)的情形。 雙分支右冠狀動脈(RCA)和冠狀動脈心肌橋(MB)均難以通過常規冠狀動脈造影

檢測出，特別是雙分支的右冠狀動脈(RCA)在只有單一開口的型態，而冠狀動脈心肌橋(MB)在心肌環中發生。 冠狀動脈電

腦斷層血管造影（CCTA）是一種理想的非侵入性工具，可檢測最新的罕見冠狀動脈異常。  

 

電腦斷層冠狀切面測量胼胝體角度對於常壓性水腦症及阿茲海默症之診斷價值  
O-018

第 4 會議室

14:20-14:30 

林詩文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常壓性水腦症(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 是一種好發於老人的水腦症，是少數可逆或可治療的失智

症之一。臨床症狀與老年人易發生的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 AD)的症狀相近，兩種病症於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表現

上都是腦室、皮質腦溝擴張之特殊影像，但兩者在臨床治療卻有著相當大的差異。為提升其確診性，我們使用測量冠狀切

面，測量胼胝體角度(Callosal Angle, CA)之夾角，有效鑑別兩者於電腦斷層之差異，做出正確診斷。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回溯性研究，提供兩種影像判讀資訊給三位年資分別為 20 年、23 年、25 年之放射專科醫師判

讀，區分兩種影像。第一種單純軸狀切面之頭部電腦斷層，第二種為相同軸狀切面外，另組經測量過 CA 的冠狀切面。共

收集 20 例之電腦斷層，其中有 12 位是 NPH 之電腦斷層影像，8 位為 AD 之影像，受測者年齡皆符合好發年齡區間在 75 歲

至 85 歲之間。NPH 及 AD 之電腦斷層影像皆是經臨床確診後的病患。正常 CA 範圍 100 度至 120 度之間，NPH 的 CA 角度

則在 50 度至 80 度之間。  

結果：經三位放射專科醫師判讀的結果分析，第一種單純只有軸狀切面之頭部電腦斷層當中，只有 2 位受檢者之影像疑似

NPH，確診的為零位，只有軸狀切面之情況下，皆無法有效鑑別 NPH 及 AD 之影像差異性。而經臨床放射師提供重組之過

胼胝體角度的冠狀切面影像，能確診的為 12 位 NPH 之影像及 8 位 AD，皆可因 CT 冠狀切面 CA 的測量有效鑑別 NPH 及

AD 之影像差異性。結果顯示此冠狀切面能提供放射專科醫師高度的鑑別診斷效力。  

結論：如受檢者之臨床診斷主訴符合常壓性水腦症之適應症，建議第一線臨床放射師可另外重組過 CA之冠狀切面，以利此病症

之確診及 AD之間的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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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鉍材質的胸部屏蔽在電腦斷層掃描下可達到輻射劑量降低和足夠的影像品質  
O-019

第 4 會議室

14:30-14:40 

吳子慧 1   姚敏思 1,2   柯智翔 1,2   李秀萍 2   謝宜兼 1,2   李元浩 1   陳榮邦 1,2  

1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2臺北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放射線學科 

背景及目的：對於所有接受 CT 研究的患者，降低劑量方法的重要性已不再被強調。鉍屏蔽的主要缺點是透過增加影像雜

訊而可能會降低影像品質，這會對診斷價值產生負面影響。我們的研究目的是探討透過疊代重建（IR）技術對影像品質的

影響，研究鉍屏蔽在女性患者乳房上對劑量減少率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所有影像皆用 256 層雙源 CT（DSCT）掃描儀 (Sonation Definition Flash,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以高螺距螺旋模式進行掃描，以獲取從肺尖到肺底的 axial 影像。在 管電流 120 kVp,有效 mAs 為 110 的條件下，

切片厚度為 5.00 mm，包括 pitch 為 1.2 和旋轉時間為 0.5 秒。實現了肺窗厚度為 5 mm 的重建影像和 B-kerne 的中度平滑重

建法影像。所有女性均被安排到放射科進行其他臨床科室轉診的 CT 胸部檢查。三種掃描類型的方法包括常規的 CT 胸部掃

描和另外兩種方式:在 scout view 前後，分別使用鉍屏蔽。所有掃描類型的方法通過使用疊代重建（IR）kernel 得到影像。 
患者控制的條件（例如 BMI，L-R 長度，A-P 長度和周長），輻射劑量和影像評估（即 SNR / CNR）都利用平均值±SD 定

量表示。 

結果：所有這些照射組均分為無鉍屏蔽，scout view 前用鉍屏蔽和 scout view 後用鉍屏蔽，兩側乳房輻射劑量總和分別為

9.83±1.77（mGy），8.51±1.98（mGy）和 6.73±1.13（mGy）。 這三種掃描類型的平均劑量減少率跟參考值相比，分別為

13.45（％）和 31.56（％）。無鉍屏蔽，scout view 前用鉍屏蔽和 scout view 後用鉍屏蔽的 B31f 訊號雜訊比分別為

1.90±0.47、2.23±0.63 和 1.99±0.68。I31f 的訊號雜訊比分別為 2.47±0.84、3.33±1.33 和 2.65±1.06; B31f 的對比雜訊比分別為

8.01±2.89、7.69±2.30 和 6.96±2.18; I31f 的對比雜訊比分別為 10.50±4.89、11.21±3.84 和 9.31±3.58。 

結論：鉍材質的乳房屏蔽可有效減少接受 CT 檢查的患者的輻射劑量。 此外，結合疊代重建（IR）技術，鉍屏蔽產生的影

像雜訊得以減少，因此影像的診斷價值得到了高度維護。 

 

使用 128 排雙射源電腦斷層高間距閃光掃描模式(Flash mode)與螺旋掃描模式(Spiral 
mode)評估經導管電氣燒灼術病患肺靜脈 CTA 之比較  

O-020
第 4 會議室

14:40-14:50 

曾鈴惠   黃姍姒   張建法   郭萬祐 

臺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背景及目的：近年來心律不整治療應用經導管電氣燒灼術越來越普遍,但由於左心房及肺靜脈結構複雜,且與食道相鄰,電燒

時有心臟破裂及食道受損之風險,因危險性高且耗時,故不宜只靠 X 光定位,需使用 3D 立體定位術精確標定電燒位置,故肺靜

脈 CT 檢查是電燒評估極重要的項目,本研究目的是收集相同病患利用不同掃描模式針對肺靜脈檢查做影像品質與劑量之比

較,選擇最佳掃描方式  

材料與方法：使用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DSCT(Dual source CT),從 2017 年 1 月~12 月共收集 24 位心律不整病患,有
同時執行過 Flash mode 及 Spiral mode 掃描肺靜脈檢查的,其中女性 7 位,男性 17 位,平均年齡 57.4 歲(標準差 10.9),再根據不

同掃描模式請兩位胸腔放射科醫師比較肺靜脈型態影像品質打分數皆能得到良好診斷效果,並記錄電腦斷層劑量指標

(computed tomography dose index:CTDIvol;mGy)和劑量長度乘積(dose-length product:DLP;mGy*cm),換算出 effective dose 有效

輻射劑量(mSv)做比較  

結果：Flash mode 及 Spiral mode 在肺靜脈型態影像品質方面皆能獲得良好診斷效果,但在劑量分析部分,Flash mode 的平均

CTDIvol 為 4.28 mGy,DLP 為 119.3 mGy*cm,Spiral mode 的平均 CTDIvol 為 55.63 mGy, DLP 為 1192.2 mGy*cm,換算 Flash 
mode 及 Spiral mode 的平均有效輻射劑量分別為 1.67 mSv 及 16.69mSv,故 Flash mode 的平均有效輻射劑量比 Spiral mode 減
少 15.02 mSv  

結論：心律不整肺靜脈掃描利用 Flash mode 除了影像品質不受影響外,在劑量方面 Flash mode 甚至比 spiral mode 平均少了

15 mSv(相差 10 倍),故使用電腦斷層雙射源做肺靜脈 CTA 評估時,Flsah mode 為最佳掃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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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CCTA)評估左心耳封堵器之手術結果─案例報告  
O-021

第 4 會議室

14:50-15:00 

黃哲儀 

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心房顫動為最常見之心律不整，而中風是心房顫動患者的嚴重後遺症，患有心房顫動的患者，其得到中風的
機率是正常人的五倍，根據統計數據約有九成之血內血塊易生成於左心耳。相較於傳統習慣使用的經食道超音波，電腦斷
層血管攝影更不具侵入性。相較於服用抗凝血劑之病人易導致出血等副作用，使用左心耳封堵器可以避免相關副作用，使
用電腦斷層血管攝影可以有效評估左心耳栓塞之程度及左心耳封堵器置放之成效。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收集裝有左心耳封堵器之病患且實施心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之病患共 3 人(男性 1/女性 2 人)，平均年
齡 67 歲 (61 歲-78 歲)，使用 GE Revolution CT 電腦斷層儀，所用對比劑為 Iopamidol 370，注射速率: 5 ml/s，注射總量為
50ml。所得影像由放射線專科醫師進行進ㄧ步判讀分析。  

結果：在所收集病患之心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中，均可清晰評估左心耳封堵器實施後之效果，且無血栓形成。  

結論：本院左心耳栓塞之病人且同時實施心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之病患案例偏少，為本研究的主要限制，但在現有案例的
分析中，心臟電腦斷層血管攝影顯示出極佳的影像診斷效果，且足以作為在左心耳封堵器術後效果評估的有效工具。  
 

MRI 量測肝臟脂肪方法的一致性評估  
O-022

第 4 會議室
15:00-15:10 

蔡松樹 1,2  吳惠紋 1,2   楊馨寧 1,2   葉佳碩 1,2   陳健豪 1,2   梁光鋒 1,2   黃麗娟 1,2   吳彬安 1* 

1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2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MRI 為一可量測肝臟脂肪的非侵入性方法，而 IDEAL-IQ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為一種複雜的化學位移編碼脂肪量化的 MRI 方法，可直接用於肝臟脂肪的定量波序, 
但臨床上並非所有的 MRI 皆具備該量化的方法，因此我們同時使用 IDEAL-IQ 及常見的 in-out phase (IOP)方法量測肝臟脂
肪含量，並比較兩種量測方法的一致性。 

材料與方法：我們收集 34 個病患 (男:11; 女:23) 的影像資料, 其平均年紀為 59 ± 13 歲 (mean ± sd)。在 3T MRI (Discovery 
750W, GE) 使用 16 elements anterior array coil，在一次閉氣分別使用 IDEAL-IQ 及 IOP 脈衝波序取得肝臟的影像，於兩種影
像中分別在肝臟的 S4, S8 及 S7 (Couinaud system segments)圈選 400 ± 10mm2的 ROI (region of interest) 量測訊號強度並計算
fat fraction %(FF%)，IDEAL-IQ 則直接量測 fat-fraction map 得到 FF%  ; IOP 影像的 fat fraction 的計算公式為 liver fat fraction 
% = SIfat/(SIfat+SIwater); 以 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評估兩種方法的相關性，並以 Bland-Altman 統計方法評估兩種方法在
量測肝臟脂肪的一致性。 

結果：IDEAL-IQ 的 FF %範圍為 1.5 - 19.38 % (mean ± sd: 5.86 ± 4.43) ; IOP 的 FF%範圍為 0.16 - 17.87 % (mean ±  sd: 3.58 
±3.99), 兩種方法中分別有 50.0 %及 26.5 %病人有脂肪肝(FF% > 5%); 兩種方法有高相關性(r = 0.94, p < 0.05); 由 Bland-
Altman 分析得到兩種方法的 bias = 2.27, bias 的 SD = 1.54, 95 % CI 的 limits of agreement (LOA): -0.75 ~ 5.30，有 97 % 的
FF%是落在 95 % CI 的 LOA 區間，表示兩種方法有一致性 (agreement)。 

結論：MR 的 in-out phase 和 IDEAL-IQ 兩種方法在量化肝臟脂肪具有一致性，而 in-out phase 是一種較普遍可選擇做為量測
肝臟脂肪的方法，因此當無 IDEAL IQ 可使用時，則 in-out phase 是一個可以量測肝臟脂肪的替代方法。 
 

主動脈竇動脈瘤磁振造影影像評估─病例報告  
O-023

第 4 會議室
15:10-15:20 

林玉琴 1   游振志 1   古清瑋 1   吳祐丞 1   蔣詩偉 1   王昭穎 2  

1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2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背景及目的：主動脈竇動脈瘤，是發生在主動脈竇上的一種罕見心臟疾病，臨床上過去主要是利用心臟超音波來做初步診
斷，而本病例報告主要是探討如何使用心臟磁振造影來提供診斷的價值，而此案例又裝設磁振相容式心律調節器，增加其
診斷的複雜度與特殊性。  

材料與方法：此病例報告為一位 45 歲男性病患，裝有心律調節器，因暈眩，噁心和胸悶而進急診室，安排注射對比劑的胸
腔電腦斷層。電腦斷層影像上發現右主動脈竇有擴張的現象，後來門診進一步安排注射對比劑之心臟磁振造影檢查，檢查
利用 1.5T 磁振造影儀執行，掃描波序為 Cine SAX(動態心臟短軸切面）/RVOT（右心房心室血流流出切面）/4CH(心臟四腔
室切面）/VLA(左心室心房長軸切面)，藉以得知心肌壁與瓣膜間運動血流的情況，並利用 MDE(心臟延遲增強影像)來觀察
心肌的活動力。  

結果：綜合這些影像分析數據發現病人右主動脈有一主動脈竇動脈瘤(最大直徑 4.2 mm)且心臟運動功能稍微減退，而動脈
瘤尚未破裂。結構結合動態性之心臟影像磁振造影檢查能有效避開相容式心律調節器的磁化率假影切面而找出有意義的診
斷訊息。  

結論：心臟磁振造影極具診斷價值，能於術前提供心臟功能血流數據分析，對於可能致命性的破裂主動脈竇動脈瘤有極佳
診斷能力，並提供後續治療策略擬定與追蹤提供良好的工具，並降低相容性的心律調節器對於疾病診斷的影響。  
   62



租賃 X 光巡迴車與在院 X 光攝影之成本分析實證研究-以乳房攝影為例  
O-024

第 4 會議室
15:20-15:30 

林宏翰 1   龔建吉 2   葉偉成 1   許哲瀚 2   洪弘昌 1   張馨云 2   趙健蕾 2   蕭景欣 1

1衛生福利部南投醫院放射科 

2中臺科技大學 

背景及目的：2010 年起衛生署將婦女乳癌 X 光篩檢，下降至 45 歲。為增加婦女做乳癌 X 光篩檢比例，縣市衛生局開始提
供數位乳房 X 光巡迴車服務，以深入社區方式推動乳癌篩檢。乳房 X 光巡迴車因可深入社區配合衛生所四癌整合篩檢活
動，成為衛生所認定四癌整合篩檢活動不可或缺的設備。公立醫院為配合衛生所四癌整合篩檢活動，及有乳癌篩檢數量的
壓力，因而採購或以租賃方式建置乳房 X 光巡迴車服務項目，本研究想了解租賃乳房 X 光巡迴車與在院乳房攝影之成本分
析之差異。  

材料與方法：針對 2014 年至 2016 年這三年統計，乳房 X 光巡迴車共做了 888 個乳攝影檢查，在院乳房攝影檢查共做了
5706 個檢查。本次研究乳房 X 光巡迴車是以租賃方式算，而租賃租金是以攝影人次計算，每一個攝影人次須付廠商 800
元，加上本院尚需支出放射師、掛號行政人員、社區行政人員、判讀醫師。本研究根據兩組乳房 X 光攝影中每一個活動流
程的消耗，將活動的成本及資源做分配，包含了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追蹤資源消耗的方式及原因，找出因果關係 ，以反
映在不同的作業基礎下真實的成本，來兩相比較。

結果：研究結果 2014 至 2016 在乳房 X 光巡迴車執行一位乳房攝影檢查所需成本 1106 元(包含放射師、掛號行政人員、社
區行政人員、判讀醫師)。在院乳房攝影成本包含：用人成本（掛號人員，醫事放射師、社區行政人員、判讀醫師等）、設
備折舊費用、設備維護費用、用電費。在院乳房攝影檢查，執行一位乳房攝影檢查所需成本 998.6 元。兩相比較在院乳房
攝影比租賃乳房 X 光巡迴車，每個乳房篩檢成本少 107.4 元約少 9.7％，在院乳房攝影成本較低。  

結論：在院乳房 X 光攝影平均每個乳房攝影檢查成本較低，而本次研究乳房 X 光巡迴車是採租賃方式，減少了購置乳房攝
影儀器與搭載儀器貨車攤提折舊，否則可能造成虧損的情形。因此建議四癌篩檢地點如鄰近國健署認證之乳篩醫療機構，
應盡可能拉回院內做檢查，可降低乳房攝影之成本。為鼓勵服務偏遠醫療服務不足的地方，偏鄉使用乳房 X 光巡迴車建議
給與較高給付，不應齊頭式給付。  
 

探討乳房攝影放鬆姿勢之效益  
O-025

第 4 會議室
15:30-15:40 

謝宛容   袁孟祺   蔡伯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背景及目的：乳房攝影是目前可有效早期篩檢乳癌的工具，但受限於檢查時的疼痛使人卻步。我們觀察到放鬆緊繃的肌肉
有助於緩解攝影造成的疼痛，受檢者有較舒適的檢查經驗。

材料與方法：乳房攝影儀器的機型是 GE Senographe essential，使用疼痛圖表量化受檢者的疼痛指數。蒐集 108 年 1 月 1 日
至 108 年 4 月 30 日間，由同一位放射師執行，受檢者排除 1)乳房本身有多發性囊腫 2)經前乳房脹痛 3)肩膀有五十肩或受
傷、手術 4)乳房曾手術切除惡性腫瘤 5)已知乳房有惡性腫瘤。共 400 位受檢者。比較同一受檢者的內外斜位攝影，右側-緊
繃和左側-放鬆的疼痛表現。右側-緊繃是指右手緊握扶手，肩膀高聳。左側-放鬆的姿勢是肩膀和左手自然垂放，不需握住
扶手。後續請第三者為 400 份影像評分。  

結果：400 例中，疼痛部份：300 例(75%)疼痛有改善，意即左側-放鬆的姿勢使受檢者感到疼痛有舒緩的效果；其中 55 例
(13.8%)疼痛大幅改善。100 例(25%)疼痛沒有改善，意即左側-放鬆姿勢病人並沒有使受檢者感到舒適；其中 6 例(1.5%)疼痛
加劇。影像部份：321 例(80.2%)影像評分有提升，79 例(19.8%)影像評分沒有提升，其中有 30 例(7.5%)評分略有下降。

結論：放鬆姿勢可以改善受檢者對檢查的疼痛改善(75%)。放射師在執行檢查時，引導受檢者擺好放鬆姿勢再執行檢查，受
檢者可以得到較舒適的效果。且放鬆後得到的影像品質，整體而言是提高的。但肌肉呈現僵硬現象的受檢者，放鬆姿勢未
能提供良好的改善，可能需要進一步探討其他方式輔助，如放射師的鼓勵話語、引導放鬆式呼吸等，以呈現更好的效果。
 

卵巢威爾姆斯腫瘤(Ovarian Wilms’ tumor)影像特徵:病例報告與文獻回顧  
O-034

第 3 會議室
13:00-13:10 

施孟妤 1  李政君 1   陳志強 1   張祐剛 2  
1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科
2童綜合醫院醫學研究部 

背景及目的：卵巢癌雖不比子宮頸癌來得普遍，卻位居婦科癌症死亡首位，原因是缺乏早期症狀。本研究案例為卵巢威爾
姆斯腫瘤(Ovarian Wilms’ tumor) ，屬於腎外腎母細胞瘤(Extrarenal Wilms’ tumor,EWT)，是一種非常罕見的腫瘤，迄今文獻
僅報導了 9 例原發性 Ovarian Wilms’ tumor。超音波檢查只能區分病灶是囊腫或實質性；電腦斷層初期僅能診斷卵巢腫瘤；
藉由磁振造影(MRI)的鑑別診斷，確實了解腫瘤的大小、型態特徵、淋巴結有無轉移、骨盆腔周圍腸道所涉及的範圍等，提
供臨床醫師做術後的追蹤與治療。  

材料與方法：41 歲女性個案，於 2019 年 4 月做電腦斷層追蹤，發現骨盆的前骶區有復發性的 Ovarian Wilms’ tumor，進行
腹腔鏡手術切除腫瘤，病理報告證實為 Ovarian Wilms’ tumor。2019 年 5 月又因持續下腹痛，進一步安排 MRI 骨盆腔檢查
做後續追蹤，使用 Philips Ingenia 1.5T MRI 儀器，執行 T1WI、T2WI、脂肪抑制 T2WI，及注射對比劑後的脂肪抑制 T1WI
脈衝序列。  

結果：骨盆腔發現一個大塊 10.3*9.0*6.7 cm多葉狀復發性腫瘤，T1W 顯示低訊號，T2W 顯示高訊號，打完對比劑後在壞
死區域明顯呈現異質性顯影。此腫瘤位於骶骨前面，壓迫到直腸與膀胱，左髂內發現多個 1.5cm 淋巴結轉移。在顯微鏡
下，顯示腫瘤所有部分具有三相生長模式，包括胚細胞，基質細胞和上皮分化與腎小管樣結構，符合過去文獻上的病理報
告，腫瘤表現出典型的 Ovarian Wilms’ tumor 的三相組織學。

結論：儘管臨床追蹤 Ovarian Wilms’ tumor，電腦斷層會是最常使用的工具，但 MRI 所使用的 T1WI、T2WI、脂肪抑制
T2WI，及注射對比劑後的脂肪抑制 T1WI，雖是傳統基本常規序列，但相較之下，其評估胚胎瘤會比電腦斷層優勢，因為
可以分辨壞死、不同時期的出血、脂肪。提供臨床醫師完整資訊與掌握病情、制定好的治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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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全身骨骼假體應用於 X 光擺位訓練  
O-035

第 3 會議室

13:10-13:20 

陳世昇  何嘉祥   林志文   劉郁琪 

佛教大林慈濟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本研究延伸先前虛擬 X 光攝影室的基礎，目的為提升虛擬病人拍攝活動度。在放射擺位教學上，因 X 光攝影

只有在按下拍攝鈕後才會知道結果，一般的 X 光假體多為單一部位單一姿勢，而直接拍攝真實病人又常因經驗不足導致重

照增加病人輻射暴露。先前的虛擬 X 光攝影室研究設置了虛擬病人但是僅能拍攝八個固定動作四個固定照野，若能夠模擬

全身的骨骼假體就能夠提升拍攝的真實感，讓使用者有更多的思考如何擺位機會，而且無限制病人姿勢可達到全方位的練

習，以及更大靈活度的應用。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的材料概分軟體跟硬體兩部分。軟體包括：Unity 3D、Blender。硬體則是 HTC VIVE 以及電腦。研究

方法是先使用 Blender 製作各種 3D 物件，導入至 Unity 3D 內，經程式給予物件物理特性及對應關係。最後由 Unity 3D 專

案匯入 SteamVR 來控制 HTC VIVE，再編寫程式賦予 HTC VIVE 控制器功能。  

結果：模擬真實 X 光攝影室，具有 X 光管球、全身骨骼假體、X 光成像區、數位影像接收器 X 光管球：可調式光照野，射

源與影像接收器間的距離(SID)調整。全身骨骼假體：擬真全身骨骼，可自由調整關節角度與動作，目前可動關節有下列：

頭部轉動、肩關節運動、手肘運動、髖關節運動、膝蓋運動，持續增加中。X 光成像區：可產生對應光照野的模擬 X 光影

像，隨使用者調整而變動，SID 改變影像放大率亦隨之改變，如有需要考核模式可設定成按下確認鈕再顯像。數位影像接

收器：使用者要放置數位影像接收器才可產生 X 光片，此為模擬真實狀況避免人員忘記放片子。  

結論：目前研究已完成四肢骨骼關節運動與人體翻轉，後續將會繼續調整細部關節活動。本研究模擬全身骨骼能夠相較於

真實假體之優點：有即時影像可觀察骨骼角度變化、不必佔用攝影室、價格便宜、維護方便。X 光影像只有骨骼以及重要

器官，沒有考慮其他組織，因此 X 光影像並不完全擬真，但對於訓練學生以及新進人員擺位技術概念已足夠。  

 

懷孕中期早產發生與子宮頸長度變化之關係  
O-036

第 3 會議室

13:20-13:30 

彭賢雯 1,2  張振榮 2  曾振志 1  洪千惠 1,2  李宜樺 1  

1臺中榮民總醫院婦女醫學部 
2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早產的定義為懷孕 20 週以上，但未滿 37 週前生產，在臺灣，早產的發生率佔所有懷孕的 8-10 %，並佔新生
兒死亡原因的 80%。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發達，婦女結婚與懷孕年齡也逐漸上升，所造成的早產風險也逐漸上升。本研究為
分析懷孕中期妊娠婦女子宮頸長度與早產發生之間的關係。

材料與方法：回溯 2018 年 01 月-12 月共 79 位，懷孕中期(14-28 週)至本院住院之妊娠婦女，並記錄剛入院時執行產科超音
波之子宮頸長度，追蹤至生產，分析子宮頸長度與早產發生率。本研究使用 GE VOLUSON S6 超音波儀，經腹部測量子宮
頸長度。  

結果：研究發現，發生早產(妊娠週數在 37 週前生產)孕婦為 28 位，子宮頸長度平均為 1.01 公分，P 值<0.05；但在 2.5 公分
以下時，孕婦執行預防早產的子宮頸環扎術比例為 98%，平均生產週數為 38 週又 4 天，代表子宮頸長度影響醫師決定使否
執行手術的決定，且成功延長生產的時間，預防早產的發生。

結論：以超音波測量子宮頸長度實為方便、簡單的檢查；所測量長度更可供產科醫師對於懷孕中期婦女，做為臨床預防早產的
參考值，執行進一步的醫療介入，避免早產的發生。

 

扁平足照射標準化  
O-037

第 3 會議室

13:30-13:40 

莊鈞雅   黃素蘭   蔡仁明 

國軍高雄總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對於國軍醫院來說，有許多入伍軍人因為體位的關係需照射雙腳 standing foot lateral view 來判斷是否為扁平
足，因為關乎到公平性與個人權力的問題，如何讓檢查做到沒有爭議性，是我們一直以來一直再做檢討與改進的地方。藉
著輔具的改進，讓受檢者得到更安全的環境，技術上也與醫師多次探討得到更標準與統一的方法。  

材料與方法：材料是一個凹型的木箱，木箱凹的地方剛好能讓降至最低的 standing bucky 與 tube center 垂直。 方法是讓受
檢者側面站上凹型木箱，受測腳垂直站在凹槽內，另一隻腳往後放上凹型木箱的凸面，照射另一隻腳時需請受檢者向後轉
兩腳交換。  

結果：與舊有夾片的方式，影像的品質是沒有落差的，但是放射師在使用上能夠更方便，而受檢者也能得到更安全穩定的
照相環境。  

結論：一般照射 Standing foot lateral view 時，受檢者需站上較高的木箱上做檢查，我們改進木箱的高度，讓木箱高度配合
Standing bucky 的最低中心點，讓受檢者得到更安全的環境。技術方面經過一些改進，使我們得知腳掌的內側必須平行
Standing bucky 才能使第 5 蹠骨近端凸點露出，讓醫師能夠準確量測。經過這些改進軍人在體位上的判斷能夠得到更公平與
準確的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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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Total Body Composition 比較國人的 BMI 與 Body Fat Percent、A/G Ratio 之間的

差異性 

O-038
第 3 會議室

13:40-13:50 

李慧怡   張育培    陳名聖 

西園醫療社團法人西園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現在國人對於肥胖標準，有許多方法來表示，例如以身體質量指數 BMI 及腰圍來判定，BMI 的計算方法為

「體重(公斤)/身高 2(公尺 2)」。但近年來流行的方法是，以 DXA 機器掃描 Total Body Composition 藉由綜合分析 ASMI、 
Body Fat Percent 、A/G Ratio、BMI 來表示有無肌肉減少或有無過多體脂肪。本篇討論以比較國人的 ASMI 與 BMI､Body 
Fat Percent 、A/G Ratio 之間的差異性為主。  

材料與方法：回溯分析 2017 年 4 月到 2018 年 4 月，共 212 位受檢者年齡為 20 歲~85 歲之 Total Body Composition 骨質密度

檢查，其中男性和女性分別為 107 人與 105 人。為排除有糖尿病與心臟疾病患者，只採用健康且 BMI 為正常值在

18.5≦BMI＜24 的受檢者，篩選後為男性 51 人女性 63 人共 114 人，受檢者年齡為 24 歲~88 歲，比較各自的 ASMI(亞洲肌

少症小組建議數值)與 BMI(以現今台灣衛福部公布數值)､Body Fat Percent(參考 2014 年韓國數值以接近亞洲人數值) ､ A/G 
Ratio (NHANES 為標準)之間的差異性。  

結果：以各自年齡性別來區分標準，在選取正常 BMI 值的 114 人中，超過 ﹪BF 正常值的為 88 人(男性 46 人女性 42 人) ，
顯示這些人其實是有過度肥胖的(即使 BMI 值是正常的)；而 ASMI 值顯示：男性有 17 人及女性 19 人四肢骨骼肌肉質量不

足，可能有肌少症的風險；A/G Ratio 值: 男性有 46 人、女性 47 人屬於腹部型肥胖(內臟脂肪型、中廣型/蘋果型)為各種病

症導火線 ；男性有 5 人、女性有 16 人屬於臀部型(肥胖皮下脂肪型、西洋梨型)為體態變形主因 。  

結論：因為國際上還沒對 ASMI 與 BMI､Body Fat Percent ､A/G Ratio 的數值做統一切點，所以本文先以適合亞洲人的數

據做參考數值，研究國人可能忽略了因肥胖造成心臟血管疾病或其它病症以及有可能因為肌肉量不足而造成肌少症，應有

所警惕。  
 

運用自主加壓控制器降低病患接受乳房攝影不適感  
O-039

第 3 會議室

13:50-14:00 

吳亭瑤   湯雅君   謝慧茹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影像診療部 

背景及目的：多數民眾因恐懼接受乳房攝影時壓迫乳房伴隨的疼痛感,因而拒絕接受乳房攝影檢查而延誤最佳治療時機., 自
主加壓控制器可依據受檢者對於疼痛耐受度差異,由受檢者決定最終壓迫力道 , 以減輕受檢者於檢查時不適感. 本研究目的為

評估運用自主加壓控制器於常規乳房攝影檢查時是否可降低受檢者壓迫乳房之疼痛感並提升受檢意願  

材料與方法：本試驗於 108 年 1 月至 5 月共收集 58 受試者(平均年齡 55 歲,)於林口長庚醫院使用 19＊23 或 24＊29cm 壓迫

板執行乳房攝影,受試者每一側乳房皆接受 craniocaudal (CC) 和 mediolateral oblique (MLO)角度照攝 每位受試者接受乳房攝

影檢查前先由技術師說明乳房壓迫之重要性和使用自主加壓器方法 ,受試者開始接受乳房攝影檢查時,先由技術師壓迫乳房

至 10daN 後再由受試者使用自主加壓控制器決定最終壓迫乳房力道,於檢查結束後接受疼痛評估. 此試驗設計我們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針對受試者進行乳房壓迫厚度,執行乳房攝影時所接受壓迫力道,乳房影像密度分析和檢查結束後疼痛評估進行 t 檢
定(student paired t- test), 針對受檢者使用自主壓迫控制器再接受乳房攝影檢查之意願使用 one way ANOVA 統計方式,當統計

結果為 p＜.05 則代表具有顯著統計意義.，除此之外亦對於使用自主加壓控制器影像判讀結果和前次使用傳統方式之結果進

行分析  

結果：由統計分析顯示受檢者執行乳房攝影時乳房影像密度分析及壓迫力道和受檢者是否使用乳房自主壓迫控制器無顯著

相關(分別為 p =0.4,p = 0.104)使用自主壓迫控制器接受乳房攝影後之疼痛評估與未使用自主壓迫控制器的疼痛評估相比較,
使用自主加壓控制器之疼痛估明顯降低(p＜.01). 此外,使用自主加壓控制器後再接受乳房攝影檢查之意願相較未使用自主加

壓控制器則明顯提升(p＜.01)對於影像報告判讀結果,使用自主加壓控器和傳統方式乳房攝影呈現 88%一致性  

結論：於乳房攝影檢查時使用自主加壓控器可降低疼痛感並提升婦女接受乳房攝影檢查意願達到預防保健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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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低劑量 X 光設備之性腺劑量評估 
O-040

第 3 會議室

14:00-14:10 

賴政詩 1,2   丁健益 3   蔡依珊 1    林佳嫻 1,2   王建國 1  

1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3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背景及目的：青少年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經常在診斷和之後的治療過程中需接受 X 光檢查。而游離輻射在發育階段所累積

的輻射劑量對於年輕病患的影響是不確定的，來自 x 射線的電離輻射具有足夠的能量來破壞人體中的分子結合。修復失敗

的損傷可能影響染色體誘導癌症。累積的電離輻射增加了不良健康問題和不確定因素，包括癌症和異常懷孕對患者的可能

性。為了實現合理可實現抑低(ALARA)概念，本院在 105 年新購一部新型游離腔之低劑量 X 光機(EOS) ，利用二個垂直之

狹縫 X 光射束，雙向同步攝影，並可利用後處理軟體將影像組成 3D 立體影像。而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與常規放射

照相比，輻射暴露減少了 81.81%。而本院去年研究報告顯示新型低劑量 X 光設備(EOS)比目前臨床使用的數位 X 光機(DR)
在儀器輸出端(DAP)約減少 80%。各器官實測減少的劑量約減少 85%~97%。甲狀腺約減少 85%劑量，肺部約減少 94%劑

量，腎臟及腰椎約減少 91%劑量，性腺約減少 97%劑量。 國外論文也顯示從前後（AP）位改變成後前（PA）位的照射方

向變化可以將器官劑量降低。本次實驗將研究使用 EOS 儀器配合使用鉍遮蔽片的防護效果與病患改變體位成後前（PA）

位的照射方向變化的輻射劑量降低效果比較，以提供臨床輻射防護使用。  

材料與方法：本次實驗使用標準人型假體做為測試假體，該假體可拆解成不同切面，並可在不同器官組織內置入 OSLD 以

供測量，可以探討器官及組織劑量及全身有效劑量。本次實驗以全脊椎攝影為主，將 OSLD 置入假體內卵巢、睪丸(表皮)
及乳房內，使用前後（AP）位及後前（PA）位的照射方向並分別使用鉍遮蔽片防護後器官所降低的輻射劑量。實驗所用攝

影距離 SSD 為 100 公分，攝影條件為 90KVP、250mA、11.35 Sec。該部儀器為狹縫型掃描儀，故攝影時間較長。  

結果：Table1 乳腺及性腺接受不同照法及 Bismuth 屏蔽層數的平均劑量及劑量比值 乳房 (breast) 卵巢 (ovary) 睪丸 (testis) 劑
量照法 平均劑量 劑量比值 平均劑量 劑量比值 平均劑量 劑量比值 AP 155.59 1 73.00 1 205.14 1 PA 55.85 0.36 49.85 0.68 
21.96 0.11 AP + BI (X1) 87.10 0.56 41.82 0.57 111.82 0.55 AP + BI (X2) 55.36 0.36 35.70 0.49 64.88 0.32 PA + BI (X1) 18.74 0.12 
30.30 0.42 10.25 0.05 AP: anteroposterior; PA: posteroanterior; BI: bismuth; X1: one layer; 2X: two layers AP 平均劑量作為

baseline 去估算劑量相對比值  

結論：在器官劑量比較中，器官劑量是器官平均吸收劑量，實驗的結果顯示，與卵巢相比，男性的睾丸因在表皮下直接暴

露輻射線其所接受之劑量明顯更高。前後位與後前位劑量比較，後前位的各器官劑量為前後位的 11%~68%，在沒有任何防

護下可以採用後前位照，以降低病患性腺輻射劑量。若前後位照加上二片鉍遮蔽片做防護，乳房的劑量相當於後前位之劑

量，而卵巢的劑量會比後前位之劑量更低，唯有睪丸因在身體最表淺位置，故其劑量較後前位稍高，因此若病患對於後前

位之擺位會不適應可以建議採用前後位照加上二片鉍遮蔽片做防護。最好的防護是採取後前位並在病患背後遮上一片鉍遮

蔽片，在各敏感性腺器官均減少相當大的劑量。  

 

減肥新方式—胃底動脈栓塞  
O-041

第 3 會議室

14:10-14:20 

林軒星 

彰化基督教醫院南郭院區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肥胖的定義 BMI≥30kg / m2（台灣≥27），肥胖被認為是許多疾病的危險因素，包括 2 型糖尿病、高血脂、肝

病、心臟病、退化性關節病、塞性睡眠呼吸暫停、惡性腫瘤……等。現代人因為生活壓力及飲食習慣，導致全球平均 BMI
正在上升。 傳統減肥方式：改變生活作息（例如飲食和運動）、藥物控制及縮胃手術，雖然手術對於初期減肥及後期體重

的維持有良好的效果，但是會增加併發症和死亡的機率，此手術對於過度肥胖的患者效果有限。 生長素釋放肽 Ghrelin: 刺
激食慾，飯前明顯增加，飯後減少。 瘦素 Leptin: 飯後會刺激產生瘦素，刺激飽食中樞而降低攝食。 胃底動脈栓塞通過影

響胃底的內分泌功能從而改變患者的代謝，降低患者飢餓感，達到體重減輕目的。 大約 90％的生長素釋放肽是由胃底產生

的，而供應胃底的血管主要來自左胃動脈（LGA），通過栓塞左胃動脈（LGA）和少部分胃網膜動脈（GEA），可降低生

長素釋放肽的產生。  

材料與方法：研究中隨機挑選 20 名患有重度肥胖症的受試者，年齡在 27-68 歲，平均 BMI 為 45±4.1，接受了胃底動脈栓

塞術。研究結果為手術後 30 天患者出現不良反應事件或者 1 年後受試者的體重減輕情況，另一研究重點為此手術的可行性

及患者術後的生活質量。 研究中在術後 1 個禮拜、2 個禮拜、1 個月、3 個月、6 個月、1 年對患者進行數據紀錄。  

結果：結果顯示患者平均體重減輕為：1 個月 8.2%，3 個月 11.5%，6 個月 12.8%，一年 11.5%， 20 名接受胃底動脈栓塞的

患者在研究中皆獲得 100%體重減輕，且術後生活正常。  

結論：使用胃底動脈栓塞術來治療重度肥胖症是可行的，且表現出良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這種治療方案能夠在術後至少

1 年內降低患者飢餓感同時明顯減輕患者的體重，相信這對重度肥胖的患者是一大福音。  

 
 
 
 
 
 

66



探討不同身體質量指數於腰椎斜位角度的最佳化  
O-042

第 3 會議室

14:20-14:30 

呂奇賢   盛于漩   彭建鈞   蘇逸欣   張明暉   黃逸君   蔡筱涵   張立杭   曾櫻綺   陳啟仁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腰椎斜位如何在盡能抑低劑量情況下，得到標準影像，以觀察近六個月做過電腦斷層的 Abdomen 檢查，同時
記錄影像、體重、身高，在實施腰椎斜位攝影時，探討蘇格蘭狗的最佳角度是否會受 BMI 的影響，並且提供臨床的最佳攝
影角度給予參考，降低重照率。  

材料與方法：研究儀器為 GE 電腦斷層 64 切、電腦斷層後處理電腦(aw2.3)，研究收集 40 位案例，受檢者必須脊柱良好，
無任何退化及壓迫，重組腰椎 3D 影像，量測腰椎斜位中的蘇格蘭狗最顯的角度，先測量 RAO 及 LAO 角度各為多少，將
其換算成 RPO 及 LPO 的角度，並且記錄體重、身高換算成 BMI，五個椎柱中必須清晰可見蘇格蘭狗及張開的關節突關
節。  

結果：本研究將 40 位案例分析後，結果顯示 BMI 越高的受檢者，所使用傾斜的角度要越大，對於大部分一般體型，受檢
者最佳攝影角度約 30 度，若受檢者體型壯碩者過，建議些許增加攝影角度約 33 度，微胖者最佳攝影為角度約 35 度。  
以下是本研究數據：1.健康體位(18.5≦BMI<24)：BMI 的平均數是 22.05(kg/m2)、RPO 的平均數是 30°、LPO 的平均數是
29.67°  2.過重體位(24≦BMI<27)：BMI 的平均數是 26.06(kg/m2)、RPO 的平均數是 33.13°、LPO 的平均數是 32.5°  3. 輕度
肥胖(27≦BMI<30)：BMI 的平均數是 27.88(kg/m2)、RPO 的平均數是 35.83°、LPO 的平均數是 35° 

結論：經由此研究發現，受檢者體型越大者，其腰椎斜位的角度必須越大，研究結果可能因受檢者體厚，影響實際攝影角
度。本研究為回溯性研究，可能因操作者不同，亦或對於關節突關節最佳角度觀點不同，皆會造成數據有所誤差，期許未
來收集更多的案例，得到更加客觀的數據。  

 

利用實證醫學探討以 STRESS 方式的膝蓋 X 光影像是否有助於診斷 ACL 
O-043

第 3 會議室

14:30-14:40 

陳建銓  林易萱*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對於 ACL 的醫學影像來說，做 MRI 檢查是最清楚準確的方式，但臨床遇到 MRI 禁忌症的病人，例如身上裝
置 PACEMAKER 且無法調正校正或無法配合檢查時間長度等，或許能另尋合適檢查方式，本文以實證方式討論使用
STRESS 加壓取得 KNEE LATERAL 影像以助診斷 ACL 是否受傷。  

材料與方法：首先設 PICO，P:KNEE、ACL，I:STRESS RADIOGRAPHY，C:NORMAL，O:DIAGNOSIS，以上述 PICO 為
關鍵字鍵入 PUBMED，UPTODAY ，CORCHRAN 資料庫搜尋文獻，共搜尋到 21 篇相關文章，排除掉較不符合及無全文
資料後，取得 J.BELDAME(2010)發表的文章作為本次實證醫學應用文獻，此篇為 case-control study，證據等級為 3 的文
章，接著以 CASP 做文章評讀。  

結果：本研究進行兩種型態的 dynamic X 光攝影，Franklin 為未加壓影像，和 Telos®的 STRESS 加壓影像做比較，在健康
和受傷的 ACL 樣本中都是具有價值的，而 Telos®有著更高的診斷價值，在 STRESS 影像中靈敏度為 59%，特異性為
90%，且 Telos®影像的取得來說比 Franklin 更加有把握，Franklin 會有病人因疼痛及其他原因無法配合擺位，以及未達到必
須角度而形成品質不良影像的問題，因此以 STREE 方式影像更有助於診斷，最後進行 CASP 評讀。  

結論：文章分析後了解，在無法使用 MRI 做 ACL 的檢查時，仍可初步使用理學診斷加上 STRESS view 的 X 光影像來輔助
對 ACL 的診斷，在 STRESS view 影像取得上，患者會比 Franklin 更容易配合完成影像，dynamic X 光攝影在臨床診斷中和
理學檢查與 MRI 相比診斷價值雖較低，但臨床理學檢查有困難或著是無法做 MRI 時，STRESS 方式的膝蓋 dynamic X 光攝
影則會發揮出其價值。  

 

用超音波檢查輔助肩部 X 光片診斷的缺陷 
O-044

第 3 會議室
14:40-14:50

黃巧芸   陳志強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肩膀疼痛是骨科門診患者常見的主訴，常規的影像學檢查會先照一張肩膀 x-光片，影像呈現的結果很高的比
例是無異常發現。為了再次評估肩關節 Rotator Cuff 的狀況，臨床醫師常會再開立肩關節的超音波檢查。本研究旨在評估以
超音波檢查診斷肩關節疼痛是否為有用的方法，並且將結果與肩關節 x-光片進行比較。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共收集臨床八位主訴肩關節疼痛的患者，先照了肩膀 X-光片，依病例號尾數分配法，由負責的放射診
斷科主治醫師完成報告。之後再以超音波 GE LOGIQ E9 的機型，使用高解析度頻率 6-15MHz 線性探頭 ，檢查 Rotator 
Cuff。由放射師指導、協助患者擺位，專責的唯一一位放射診斷科主治醫師執行檢查，並且由該位執行檢查的主治醫師完
成 Rotator Cuff 超音波報告。  

結果：八位患者的肩膀 x-光片報告顯示，有一位患者有發現 Humeral Head 有 Fracture，其他七位患者的肩膀 x-光片無明顯
的異常發現。 然而這八位患者的超音波檢查皆發現有不同程度的 Rotator Cuff Tear(肩袖撕裂)。  

結論：單用肩膀 X-ray 素片診斷因 Rotator Cuff Tear 所造成的肩關節疼痛或手臂無法舉高，有一定程度的困難與風險。搭配
使用高解析度超音波檢查 Rotator Cuff，評估不同程度的 Rotator Cuff Tear，用來輔助診斷患者因 Rotator Cuff Tear 所造成的
肩關節疼痛或手臂無法舉高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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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人類甲促素（rhTSH）應用在碘-131 治療甲狀腺癌時輻射劑量率之變化  
O-045

第 3 會議室
15:00-15:10 

王文祥   陳妍文   蘇于婷   黃曉君   王寶英  

義大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碘-131 治療在分化型甲狀腺癌，原理是藉由甲促素之刺激強化該類惡性腫瘤原本保有攝取碘的能力，再施以
口服碘-131，具放射性的碘經由血液循環至甲狀腺腫瘤而留存在細胞，碘-131 的 β射線提供殺傷細胞的能量而達到治療的
目的。  

材料與方法：分化型甲狀腺癌術後或復發使用碘-131 治療病人準備須低碘飲食和提高甲促素濃度。提高甲促素方法：1.停
止服用甲狀腺素 4~6 週，直接經體內負回饋機轉，提高自生甲促素濃度，缺點為病人處於甲狀腺功能低下狀態，且須等待
4-6 週治療空窗期 2.施打 rhTSH，病人處於正常甲狀腺功能狀態，等待治療的時間空窗較短。  

結果：接受碘-131 治療（治療劑量為 100mCi、120mCi、150mCi）共 142 位病人（停止服用甲狀腺素和施打 rhTSH 各 71
人），預定出院當日由輻防人員持輻射偵檢儀距病人 1 米處偵測輻射劑量率，其治療劑量人數和平均輻射劑量率分佈如
下：停止服用甲狀腺素：100mCi/20 人、120mCi/25 人、150mCi/26 人，平均輻射劑量率：9.98 μSv/hr、11.2 μSv/hr、13.44 
μSv/hr；施打 rhTSH 平均輻射劑量率：1.96 μSv/hr、2.9 μSv/hr、3.36 μSv/hr。  

結論：甲狀腺素需停藥至少 4 週，甲促素才會上升至治療所需的標準，但長時間停止服用甲狀腺素會引起甲狀腺功能低
下，其臨床症狀為怕冷、浮腫、體重增加、便秘、動作遲緩；另甲促素是甲狀腺癌的生長因子，所以停藥期間會有增加甲
狀腺癌復發的可能；停止服用甲狀腺素和施打 rhTSH，治療劑量 100mCi~150mCi 之平均輻射劑量率二者可相差 3.86 倍至
5.09 倍。因此若經濟條件許可下建議可接受施打 rhTSH，除可降低輻射劑量率並避免甲狀腺癌復發的可能和甲狀腺功能低
下造成的身體不適感。  

 

應用 QCC 活動方式降低放射腫瘤部病患等候治療時間  
O-046

第 3 會議室

15:10-15:20 

徐嘉鴻    林文娟    粘為元    鄭茂森    張惠哪    曾瓊萩    李秀文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背景及目的：放射治療是一項需要團隊合作的治療項目，除了專科醫師的評估以外，還需要有醫學物理師設計治療計畫以
及醫事放射師執行治療前準備工作跟執行治療，另外還要搭配護理師進行衛生教育以及行政書記處理行政業務等，因此患
者在真正接受到放射治療前會面臨到許多的例行檢查以及準備。癌症病患本身已經承受許多不適，因此藉由 QCC 活動，針
對問題解析，運用品管手法，進而研擬對策加以實施，修訂標準作業流程，減少由同意治療至實際接受治療的時間，可使
病患及早接受治療，減少因等待而延誤病情或是發生病況變化之機率。  

材料與方法：此次品管圈收集了 105 年 1 月至 106 年 4 月份部內各主治醫師治療名單，從中抽查了 221 份病歷（各主治醫
師 10%），統計病人接受放射定位後至實際接受拍攝治療驗證片的經過天數為九天，分析病患等候天數冗長之原因歸類為
『中途改變治療計劃、醫病溝通不確實（醫師因其他業務耽誤病情解釋）、病理報告尚未有結論』三大類，圈員透過腦力
激盪與三現原則查證找出真因與對策，並設定目標值將等候天數為 7 天。  

結果：統計對策實施後收集 106 年 10 月整月份病患共 75 名，改善後病人接受放射定位後至實際接受拍攝治療驗證片的經
過天數平均為 6.3 天，進步比率 20.3%，經全部同仁討論同意後，製訂為放射治療標準流程執行。  

結論：經由這次資料的收集，能了解實際病人等待時間，清楚做記錄與分析，成員們集思廣益發揮構想，擬定適切的對策
並達到目標。這次的成果也提高作業流暢性，建立標準作業流程，增進工作成就感，進而提昇醫院整體形象。  

 

使用深層透熱治療機改善膀胱癌之標準治療可行性探討  
O-047

第 3 會議室

15:20-15:30 

林岑臻 1   郭嘉駿 2   劉惠尹 3   劉沛欣 2   林其嶪 2   周志成 2   陳秋萍 2  

1臺北市立萬芳醫院癌症中心 
2臺北市立萬芳醫院放射腫瘤科 
3臺北市立萬芳醫院護理部 

背景及目的：表淺型膀胱癌治療方式已發展多年，目前患者主要的治療方式以經尿道膀胱癌切除術(TUR-BT)切除主要癌腫
瘤，但惡性度較高的表淺型膀胱癌，其復發率高，通常一年內即會復發。若未持續進行術後輔助治療，甚至會轉變為侵襲
型膀胱癌需進行膀胱摘除，對患者來說無法維持依定的生活品質。近年來術後輔助治療以化學藥物灌注，其中以卡介苗灌
注方式效果較優，但因其有缺貨的潛在問題存在，進而增加復發的風險。為了降低惡性度較高的表淺型膀胱癌的復發率，
同時取代卡介苗進行膀胱灌注，我們使用深層透熱治療機 BSD-2000 搭配化療藥物- Mitomycin C-進行術後輔助治療。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回溯性資料分析，共收集 8 位膀胱癌病患。透過收集病患在接受膀胱灌注治療合併熱療前的病
歷、病患執行熱治療時的生理狀況和治療後的副作用追蹤，以及完成療程後病患預後的情形並與傳統治療相比。

結果：本研究共分析 40 次治療結果。膀胱內溫度皆到達 40℃以上且持續 60 分鐘以達到治療效果。完成治療後，兩年內，
8 位病患皆未復發。  

結論：透過本次研究，若膀胱灌注治療合併熱治療可以提供膀胱癌患者一個降低復發率且解決卡介苗缺貨之問題的選擇，
於未來此治療方式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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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乳癌放射治療技術之應用-系統回顧暨統合分析  
O-048

第 3 會議室

15:30-15:40 

楊淑琴 1   何聖佑 2   李淞維 1  

1台南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2台南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乳腺癌是女性最常見的癌症。輔助放射治療已被證明可以改善局部控制率和整體存活率。本研究運用實證醫
學的技巧於探討乳癌放射治療使用 tomotherapy 與傳統放射治療之療效。  

材料與方法：比較使用 tomotherapy 與傳統放射治療之放射治療準確性、生活品質。搜尋 PubMed、Cochrane Library、
Medline 等資料庫或其他醫學相關期刊。選取文獻的研究類型，包含綜合分析、系統性回顧及隨機控制研究，經搜索、篩選
文獻，再運用統計分析文獻的研究結果，得到最佳的研究證據。應用 Revman5.3 軟體進行統合分析。  

結果：本研究透過系統回顧與統合分析，自 2006 年 2 月-2019 年 2 月期間，共收集 1 篇綜合分析、2 篇系統性回顧、5 篇隨
機控制研究。進行 tomotherapy 與傳統放射治療之乳癌治療療效相關研究。使用 tomotherapy 的病人及治療位置準確性較佳
(P<0.05) 、生活品質有更好的改善 (P<0.05) 。 

結論：將文獻統合分析結果顯示使用 tomotherapy 治療乳癌病人相較於傳統放射治療有較好的局部控制率和生活品質。  

 

運用 Excel 軟體建立核子醫學排檢系統並整合文書作業流程  
O-049

第 3 會議室

15:40-15:50 

蔡豪軒   張耕榕   田郁如  

林新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有鑑於核子醫學檢查的特殊性，以及符合本單位諸多轉代檢來源的需求，為促進排檢過程順暢，並在訂藥、
統計報表數量等相關文書作業達到快速且正確的結果，在此次研究中將以原先紙本的格式為藍圖，設計一套具系統性、能
統一處理上述作業流程的方式，以改善人為錯誤發生率且有效減少文書作業在人力的占用率。  

材料與方法：我們運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設計電子化排檢系統，區分成排檢、訂藥、報表三大部分，分別建立模組工作
表及對應功能函數以完成資訊聯繫：排檢依照儀器及月份分別建立共 24 份工作表，以每日 8 人的格式(可臨時新增直到每
日最高人員負荷為止)按項目輸入病人資訊。訂藥表包含藥名、時間、廠商資訊，於輸入日期後自動按藥物種類及時間排序
後列出，並同步套用到備用藥廠的表格。報表依儀器區分，於選擇月份之後將當月所有病人包含檢查資訊按檢查日期依序
列出，並自動統計各項檢查、藥量、轉代檢來源的總量，以利所有轉檢單位做後續健保申報使用；建立科內專屬雲端硬
碟，同步上傳資料，並設立權限僅供值班人員編輯，以因應臨床需求隨時調整。  

結果：目前系統已從 107 年 6 月施行至今，驗證其內容準確性，其三大系統中互相連結的資料皆正確無誤；與紙本方式比
較，我們將放射師以每月標準工時 160 小時計算，以 107 年 9 月總病人數 139 為例，紙本方式的人力占用率約為 25.6%，
新系統約為 15.3%；而隔月總人數上升至 199 時，紙本方式為 30.6%，新系統則為 18.5%。  

結論：此系統具備準確、簡化流程等優點，人員在完成排檢之後，後續兩大系統便能自動完成大部分作業，排檢時間更改
容易，結合雲端硬碟的使用更能在非上班時段進行編輯，能應付臨時狀況；在人力占用率上也有顯著下降，比較 107 年 9
到 10 月間的病人量提升，占用率仍維持 20%以下,空出的人力可支援線上工作以增進醫療服務品質。我們目前也積極向院
方爭取與 HIS 端連結，若能完成病人資料庫的代入，將可再縮減人員排檢時處理文書的時間，原先因手動輸入病人資訊所
造成的少許錯誤發生也能因此降到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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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劉岳倫  CT-001 
Augmented Fluoroscopic Bronchoscopy Versus 
CT-guided Dye Localization for Thoracoscopic 
Lung Surgery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02  丁詩偉  CT-002 「完全雙套集尿系統」之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影像呈現-個案報告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影像醫學科  

003  林宥汯  CT0-03 Gastrografin Enema 在腹部 CT 的經驗分享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

004  李駟堂  CT-004 地區醫院執行頭部電腦斷層案例分析 賢德醫院放射科  

005  謝佳傑  CT-005 電腦斷層掃描 ASiR技術應用對於影像的影響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006  林威良  CT-006 
Swyer-James-Macleod syndrome 在電腦斷層
及血管攝影中成像之病例報告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科  

007  江蕙君  CT-007 
個案分享：鈍器撞擊造成甲狀腺破裂在電腦
斷層之呈像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008  陳麗萍  CT-008 
利用電腦斷層重組立體影像於急診外傷病患
之應用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09  簡峰鈺  CT-009 
個案分享：重機騎士因交通意外致陰囊創傷
引發雙側睪丸脫位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010  洪蕙涓  CT-010 
以 低 劑 量 電 腦 斷 層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作為高空污地區肺癌篩
檢應用價值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011  林虹圻  CT-011 
利用 MDCT 逆向掃描成像技術，診斷 May-
Thurner 症候群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012  劉心煒  CT-012 
Spontaneous Bilateral Subdural Hemorrhage 
Related to Ruptured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a Case Report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和平院區影像醫學科 

013  陳怡孜  CT-013 
以實證醫學探討懷孕婦女執行頭部電腦斷層
掃描對於胎兒的影響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念醫院放射腫瘤部  

014  端木龍慧  CT-014 
定量電腦斷層與雙能 X 光對骨質密度檢測
方式之相關性研究 

國軍臺中總醫院放射科

015  黄庭郁  MR-001 
Utilization of 4D phase contrast MRI to trace 
pseudoaneurysm found in ultrasound: a case 
report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016  董宸維  MR-002 
利用磁振造影定位增強加馬刀腦部放射手術
腫瘤之成效 

臺中榮民總醫院 
嘉義分院放射科  

017  王基誠  MR-003 
以磁振造影 T1 Map Value 評估腰椎多裂肌
的脂肪浸潤程度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放射線科 

018  周純菁  MR-004 案例分享：罕見之多發性脊椎血管瘤影像呈現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019  賴佩絹  MR-005 
D-山梨醇液(sorbitol)口服磁振腸道對比劑
提升克隆氏症影像品質之分享—案例報告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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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徐嘉偉  MR-006 以磁振造影檢查使用經驗評估固定器之效用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21  陳怡靜 NM-001 
PD Dialysate Drainage Into Inguinal Region 
and Hernia 

光田綜合醫院核子醫學部

022  陳思方  NM-002 
Dialysate fluid leakage from unusual site by 
radionuclide shunt patency study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 

光田綜合醫院核子醫學部

023  李俊賢  NM-003 改善核子醫學科心肌灌注掃描未到檢率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 
核子醫學科 

024  黃雅婕  NM-004 正子斷層掃描衛教改善之案例發表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 
核子醫學科  

025  蔡旻桂  NM-005 
核醫腦池造影檢查：自發性顱內低血壓腦脊
髓液外漏 

光田綜合醫院 
核子醫學部  

026  林昆賢  OT-001 

Cumulative experience of preoperative real-
time augmented fluoroscopy-guided 
endobronchial dye marking for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Analysis of 30 initial 
patients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27  孫紹恩  OT-002 
Single-stage hybrid localization: a combination 
of bronchoscopic lung mapping followed by 
post-mapping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28  鐘可欣  OT-003 
牙科 X 光根尖片鱷魚夾照法之技術取代平行
器照法之技術來評估減緩病人疼痛不適之成效 

義大醫院放射診斷科  

029  呂依萍  OT-004 使用自製輔具增加病患舒適度 
中國醫藥大學北港附設
醫院放射腫瘤科  

030  張維舜  OT-005 提升 X 光廢影像統計正確率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031  梁家溱  OT-006 運用數位 e化學習方式宣導如何正確穿脫隔離衣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32  魏琇如  OT-007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RCA)系統性回溯方法
預防急診病患在檢查中跌倒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33  蔣承翰  OT-008 
運用診間系統及貼紙實施病人安全預防跌倒
─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
腫瘤科為例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034  李國齊  OT-009 
利用 BMI 值觀察下肢身體組成與下肢肌力 
相關性 

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放射診斷科  

035  李正福  OT-010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出席率成果分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036  吳昭儀  OT-011 
運用品管圈手法通過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以地區醫院為例 

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 
放射科  

037  呂孟珊  OT-012 
利用品質管理分析 (QCC)手法降低胸部 X 光
影像品質缺失率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 
放射診斷科 

038  黃倩慈  OT-013 
利用 GOOGLE 表單與 LINE NOTIFY 建置
放射診斷科異常影像通報機制-以中部某教
學醫院放射診斷科為例 

天主教若瑟醫療財團法
人若瑟醫院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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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江家禎  OT-014 
複合手術室多軸透視系統在影像導引胸腔鏡
手術切除毛玻璃狀病灶的經驗分享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  

040  林其昌  OT-015 
成人中腸轉位異常 ( Midgut malrotation ) 
病例報告 

恩主公醫院放射科  

041  賴國慶  OT-016 
應用二次灌注法，降低大腸鋇劑攝影影像
不良率及病人安全 

臺中榮民總醫院 埔里 
分院放射線科  

042  劉柏揚  OT-017 個案分享─尿道創傷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043  穆佳琪  OT-018 
Try to modify patients’ standing posture to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of mammography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 
佳里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044  王志揚  OT-019 
全脊椎 X 光攝影(Whole spine scanography)
輔助器具 

麻豆新樓醫院影像醫學科 

045  陳瑋茹  OT-020 
探討雙側髖關節骨質密度值於體重和身體質量
指數的相關性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046  陳正達  OT-021 
蘭陽地區女性正常腰椎骨質密度參考標準之
建立與探討-回溯性研究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
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
醫學部 
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047  陳正達  OT-022 
使用地區性骨密參考標準探討腰椎與髖關節
對骨質流失程度的差異：整合性重新統合分析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
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
醫學部 
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048  黃敬家  OT-023 
案例報告：良性纖維囊腫變化呈現惡性型態
顯微鈣化之臨床表徵與檢查方式 

淡水馬偕紀念醫院 
放射線科  

049  劉書瑜  OT-024 
執行兒童寰樞關節前後位相、側位攝影，
以側位相優先擺位輔助張口攝影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050  葉政亜  OT-025 採輪椅坐姿髕骨切線攝影之影像品質抽樣討論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051  田昀靈  OT-026 
為符合輻射劑量合理抑低與影像品質，改良
照射參數，可使接受床邊 X 光檢查的加護病
房新生兒，減低接受到的輻射劑量? 

義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052  陳億達  OT-027 簡易 ture lateral knee 的擺位方式 
亞東紀念醫院放射部 
影像醫學科 

053  吳國維  OT-028 四肢關節攝影的中心射線與姿勢位置的重要性 
怡仁綜合醫院 
醫學影像中心  

054  陳雅筑  OT-029 
二次運用品管圈 QCC 手法降低一般攝影重照率
之成果分享 

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 
放射科  

055  何欣璋  OT-030 
利用問卷調查評估 QR Code 對一般常規攝影
衛教之成效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 
影像醫學部 

056  陳威爾  OT-031 運用LHCH方法執行床邊攝影之胸部X光攝影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 
放射診斷科 

057  陳威爾  OT-032 一般X光室內協助特殊受檢者配合受檢之應用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 
放射診斷科 

058  林明進  OT-033 
利用金屬列印機列印 X 光機之影像校正樣板
可行性評估 

大千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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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林容蔚  OT-034 
運用腳踏式曝光裝置以降低工作人員手部
接觸感染之機率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
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060  吳育蓁  OT-035 
利用輔具協助病患照射 skyline projection 後
的滿意度調查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061  梁郡豪  RT-001 硫酸鋇對比劑對放射治療劑量的影響評估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
財團法人門諾醫院放射
腫瘤科 
花蓮醫事放射師公會  

062  許佳樺  RT-002 運用品管圈手法提升放射治療驗證片之成功率 
臺中榮民總醫院 
嘉義分院放射腫瘤科  

063  紀佩姍  RT-003 
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DYN’R” 
Radiotherapy Breathing Control System）與傳
統呼吸調控於左側乳房技術應用之探討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064  蔡振國  RT-004 
神經纖維瘤患者使用身體組織作為擺位標示
可行性分析 

郭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065  何俊泓  US-001 
Ultrasound appearance of Littoral cell angioma 
of spleen: a mimmicker of malignancy-case 
report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066  張維珍  US-002 
使用超音波剪切波彈性攝影 (Ultrasound 
Shear Wave Elastography)評估肝移植患者之
術後追蹤─個案討論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067  張淑雯  US-003 小兒腎病症候群在超音波上的發現-病例報告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068  陳淑怡  US-004 
超音波是急診兒童腸套疊最佳診斷工具─
案例分享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
放射診斷科  

069  黃云櫻  US-005 
乳癌患者肝臟轉移在超音波影像上呈現假性
肝硬化-病例報告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070  林子貿  US-006 
貓抓病性手肘淋巴結炎在超音波的表現─ 
病例報告 

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大甲李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071  洪碧慧  US-007 
使用超音波診斷肘前窩腫塊-肱二頭肌橈骨 
滑液囊炎 

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 
大甲李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072  石春琴  US-008 術中超音波於肝臟移植手術之運用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  

073  王姿雅  US-009 
利用美國甲狀腺協會指引於超音波影像學下
探討甲狀腺結節良性的預測率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 
影像醫學部  

074  Son jonguk  US-010 
Usefulness of Coracohumeral Distance 
Measurement by Shoulder Rotation Using 
Ultrasonography: Comparison with MRI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bundang hospital 

075  李尉琦  XA-001 利用二氧化碳造影技術執行下肢動脈血管
整型術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影像
醫學科  

076  何宛萍  XA-002 
智能精準醫療─人工智能偵測腫瘤血管之
立體影像在微創介入性放射線肝癌栓塞治療
的創新應用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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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ed Fluoroscopic Bronchoscopy Versus CT-guided Dye Localization for 
Thoracoscopic Lung Surgery  

Poster 001
CT-001 

Yueh-Lun Liu   Kun-Hsien Lin   Shao-En Sun   Li-Pin Che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Hsin-Chu Branch,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ye localization is a useful method for the resection of unidentifiable small pulmonary lesion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transbronchial route with augmented fluoroscopic bronchoscopy (AFB) and conventional transthoracic CT-
guided methods for preoperative dye localization in thoracoscopic surge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April 2015 and March 2019, a total of 231 patients with small pulmonary lesions who received 
preoperative dye localization via AFB or percutaneous CT-guided technique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 propensity-matched 
analysis, incorporating preoperative variables, was used to compare localization and surgical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matching, a total of 90 patients in the AFB group (N = 30) and CT-guided group (N = 60)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the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both the groups. Dye localization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29 patients (96.7%) and 57 patients (95%) with AFB and CT-guided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localization duration (24.1 ± 8.3 
vs. 21.4 ± 12.5 min, p = 0.297) and equivalent dose of radiation exposure (3.1 ± 1.5 vs. 2.5 ± 2.0 mSv, p = 0.130) were comparable in 
both the groups. No major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either group; however, a higher rate of pneumothorax (0 vs. 
16.7%, p = 0.029) and focal intrapulmonary hemorrhage (3.3 vs. 26.7%, p = 0.008) was noted in the CT-guided group.  

Conclusion: AFB dye marking i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the preoperative localization of small pulmonary lesions, with a lower 
risk of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than the conventional CT-guided method.  
 

「完全雙套集尿系統」之電腦斷層攝影檢查影像呈現-個案報告  Poster 002
CT-002 

丁詩偉  張瓊文  李尉琦  李宗憶  陳建成  楊凱雯  李佳恩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雙套集尿系統是泌尿系統最常見的先天發育異常，盛行率約 0.8~1%。雙套集尿系統分成「完全雙套集尿系
統」與「不完全雙套集尿系統」，不完全型發生率比完全型較高，兩者差異是在輸尿管開口：不完全型只有一個而完全型
則有兩個；其主要發病之臨床症狀為腰痛、發燒、血尿、頻尿等症狀。而其診斷的工具以電腦斷層檢查最多，約佔 45%，
其他如靜脈注射腎盂攝影、超音波、磁振造影、逆行性腎盂攝影、膀胱鏡等都可當作診斷工具。  

材料與方法：個案簡介：病人於 108 年 3 月因持續發燒於 A 醫院急診就診，經醫師問診後發現併有右腰痛、頻尿及解尿灼
熱感，因此初步診斷為泌尿道感染，並安排病人接受腹部電腦斷層顯影檢查。 儀器與參數：使用 Toshiba Aquilion one 640
切電腦斷層掃描儀，掃描參數為 120kV、rotation time:0.5sec、mA:sure exposure。 檢查方法：於執行腹部不顯影及顯影電腦
斷層攝影檢查後，因其臨床診斷為泌尿道感染，且放射師於初步影像評估:病人子宮旁有一囊腫，因此接續執行延遲相(5 
minutes delay phase；computed tomography urography；CTU)。

結果：獲取腹部延遲相影像後，即可發現病人具有完全雙套集尿系統，後處理之 CTU 影像，更可清楚了解輸尿管與腎臟、
膀胱之相對位置。 由於「完全雙套集尿系統」常有嚴重的併發症，及評估病人臨床症狀(右腰痛、發燒、頻尿及解尿灼熱
感)，因此醫師診斷為右腎盂腎炎，要求住院給予抗生素治療，並於 6 天後康復出院。 於影像醫學科報告中，提及子宮旁之
積水囊腫(約 2 公分)併有發炎現象。與住院後之超音波報告(黃體囊腫)一致。

結論：雙套集尿系統若是有症狀病人多以腰痛來呈現，其次依序是發燒、血尿、尿失禁及頻尿，對於診斷「完全雙套集尿
系統」的病人，有較高的比率有嚴重的併發症；若未有明顯不適症狀，也無須開刀切除，只需定期回診追蹤即可。 而電腦
斷層攝影檢查是最常見的檢查工具，藉由注射對比劑後獲得延遲相的影像，及後處理的 MPR(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與
VR(volume rendering)影像，可獲得包括腎盞、腎盂、輸尿管及膀胱在內的整個泌尿系統之三維影像與立體圖像，有效地協
助醫師診斷。  

 

Gastrografin Enema 在腹部 CT 的經驗分享  Poster 003
CT-003 

林宥汯  廖兆旺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根據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登記報告指出，自民國 95 年起大腸直腸癌已經超越肝癌，成為年發生率第一
名的癌症，根據二○一一年衛生署的統計資料，台灣罹癌人數不斷增加，其中又以大腸癌的罹患人數最多，平均每三十七
分鐘就有一人得到大腸癌，台灣的大腸癌發生率已經是世界第一了，所以本篇就是來探討利用 Gastrografin Enema 在腹部
CT 的使用，減少病患腹部 CT 等候檢查的時間，提升 CT 檢查效率。

材料與方法：電腦斷層機型的是 PHILIPS Brilliance 64 自動注射器為雙管型:Tyco Optic Vantage 掃描前先泡製 Gastrografin水 500ml 
(10ml gastrofin+490ml純水)，請護理師從患者肛門灌腸 Gastrografin水，掃描位置由上橫膈到恥骨整個腹部，先掃描一組不打藥，
再掃描打藥的。掃描後重組 2D影像。  

結果：早期針對大腸直腸癌的腹部 CT使用腸胃道造影劑都是口服的，必須要前 1~2個小時請患者喝 Gastrografin水，等候 1~2個
小時才開始掃描，遇到患者腸胃蠕動慢的，掃描不一定在腸道患部看到造影劑，檢查極無效率又讓患者要等候數個小時，現在都
是直接用 Gastrografin水 Enema。檢查過程快速，效率佳，不用 20分鐘即可完成檢查，病患檢查滿意度相對增加。  

結論：利用 Gastrografin水 Enema來檢查大腸直腸癌的腹部 CT，是一項有效率的方法，屏除過去口服方式，直接灌腸檢查，
對大腸直腸癌的診斷極有效率，對病兆呈現也很準確，讓臨床醫師可以清楚了解腫瘤部位而治癒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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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醫院執行頭部電腦斷層案例分析  Poster 004
CT-004 

李駟堂  賴信佑  許高瑋 

賢德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依健保署統計，國內健保醫療支出以電腦斷層花費最多且逐年增加，此研究是為了瞭解患者接受電腦斷層掃描之原因，

藉由此資訊以建立預防機制，提升患者安全程度，進而減低醫療資源浪費。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收集台中某地區醫院病歷資料，依患者屬性(一般民眾、機構住民)、檢查時段、就醫原因及診斷結果列為研究變項

進行統計，其中就醫原因包含：跌落、外傷、意識或動作改變、持續嘔度或暈眩、其他。  

結果：收集從2017年1月1日至6月30日的頭部電腦斷層之數據，總共352筆資料，一般民眾129位，機構住民223位。經由統計結果

可知，檢查時段以下午的36%最多，次之為上午的32%；就醫原因以外傷的30%為多數，次之為意識或動作改變占23%；診斷結果呈

陽性比例為39%，成陰性比例為61%。再將統計結果進行交叉比對，其中一般患者檢查時段以下午，就醫原因以外傷為大宗，診斷結

果呈陽性占21%，陰性為79%。而機構住民檢查時段以下午最多，就醫原因為意識或動作改變為大宗，而診斷結果陽性與陰性比例相

當各占一半。  

結論：將結果與病歷紀錄或轉診單內容比對得之，一般民眾為下午時段最易發生外傷而就醫，可能造成的原因為精神不濟、體力不支

或工作意外等，大多數人只要給予適當休息即可避免相關問題的產生。而機構住民也是下午時段最易發生意識或動作改變而就醫，可

能造成的原因為食用藥物導致精神不濟、恍惚、動作遲緩，以及長期臥床或慢性病產生之併發症等。另外機構住民發生跌倒的比例與

發生意識或動作改變的比例相當，常見為如廁、精神不濟、恍惚而造成跌倒意外發生。為預防機構住民發生相關情事，可依據衛生福

利部所提出的「107-108年度醫院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之目標四：預防病人跌倒及降低傷害程相關做法，適度給予住民必要

之約束，將有高度跌倒風險患者統一管理降低跌倒機率。在病人身掛上易跌倒告示，讓照顧者或醫護人員可以更注意住民的安全。  

 

電腦斷層掃描 ASiR 技術應用對於影像的影響  Poster 005
CT-005 

謝佳傑   蔡培源    楊德煒    郭禹廷  

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一種基於疊代重建算法被用於降低雜訊的新方法。本研究探討自我調整統計反覆運算重建 ASiR 技術對於影
像的影響及應用。  

材料與方法：使用電腦斷層儀對於擬人 PH5假體，於固定管電流下掃描，於濾波反投影及 9種 ASiR級別執行影像重建運算。
在相同影像水平放置感興趣區(肝臟、脊椎椎體、下腔靜脈)，計算訊號雜訊比，對比雜訊比探討對於影像之影響結果。

結果：以 ASiR SS40為例影像訊號雜訊比肝臟增加 18.1%，脊椎椎體增加 23.5%、下腔靜脈增加 16.3%。對所有影像各級別 ASiR
濾波反投影 SNR比值明顯增加，濾波反投影相比 P<0.05都有顯著性差異。對比雜訊比值明顯增加 P<0.05。 

結論：初步結果 ASiR可明顯提高影像質量並可運用一系列檢驗結果，運用於臨床不同診斷目地及診斷需求，進一步實現顯著輻
射劑量減少，更達符合各檢查診斷之最適化影像。 

 

Swyer-James-Macleod syndrome 在電腦斷層及血管攝影中成像之病例報告  Poster 006
CT-006 

林威良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Swyer-James-Macleod syndrome(SJMS)是一種罕見的病例，與兒童時期發生閉塞性細支氣管炎相關。特徵為肺動

脈發育不全造成肺實質灌注不足，顯示出特徵性的放射影像學模式。我們將描述一位 56歲患有 SJMS病患同時做了 CT與血

管攝影檢查並呈現其影像結果。  

材料與方法：56歲男性因胸悶痛患有支氣管炎及 COPD沒有規律吃藥治療由急診入院，即安排 128 slices CTPA(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AS)檢查( kV：80, mAs：106/ref. 202)，自動注射器以 3c.c./sec速率注射 40c.c.含碘非離子顯影劑(Optiray 
350, Mallinckrodt)隨後注射 40c.c.生理食鹽水。 為了鑑別診斷心衰竭及肺心病安排右心導管置入術(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RHC)，將導管由股靜脈進入放置到肺動脈測量混合靜脈血氧飽和度，再利用自動注射器以 5c.c./sec注射顯影劑在肺動脈造影。  

結果：右上肺葉在 CTPA lung window呈高透光(Hyperlucency)肺紋路較少，Artery phase 顯示肺動脈主幹及分支沒有顯著的血

栓，血管分布密度沒有中葉及下葉來的高且發育不全(Hypoplasia)。 RHC結果，Pigtail導管在肺動脈幹造影，右上葉與右下及

中葉相比肺動脈分布更加明顯發育不全，在 PA的混合靜脈血血氧飽和度值為 51.5%低於標準值 75%。  

結論：SJMS會使肺泡間隔最終的纖維化造成肺微血管的閉塞，導致肺動脈的血流減少。在 CT上會顯示(1)全部或部分肺部的

高度透明、(2)動脈血流減少伴有肺動脈發育不全對側肺過度擴張、(3)可能存在支氣管擴張及(4)支氣管被修剪樣並有氣體滯

留。 血管攝影佐證了 CTPA中肺動脈發育不全現象，雖然說 X光就可以初步診斷出 SJMS，然而 CT仍為鑑別診斷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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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鈍器撞擊造成甲狀腺破裂在電腦斷層之呈像  Poster 007
CT-007 

江蕙君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鈍器撞擊頸部造成的腫脹大多數為血腫。若傷害較為嚴重，則可出現皮下氣腫、聲音嘶啞、發聲困難、吞嚥
疼痛、呼吸雜音和呼吸困難等現象，這些臨床表現暗示著喉骨（舌骨、甲狀軟骨和環狀軟骨）可能發生骨折和咽喉黏膜可
能發生水腫或血腫。臨床上，鈍器撞擊造成甲狀腺破裂是相當罕見的情形。超音波通常可以作為第一時間診斷頸部傷害的
工具，但是為了更加詳細地檢視頸部構造所受到的損傷，電腦斷層掃描亦可成為第一優先的檢查方法。使用多列電腦斷層
掃描（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的優勢是可以重組多重切面的影像來觀察頸部受傷的位置、型態和範圍。

材料與方法：18 歲女性，遭受鈍器撞擊頸部，症狀為脖子明顯腫脹，呼吸及對話正常。予以施行頸部多列電腦斷層掃描，
機型為 Toshiba TSX-101A，使用一般頸部掃描參數設定；並加以施打對比劑 Iopamiro （370 mg I/mL），注射速率為 2 
mL/s，總注射量為 60 mL。  

結果：電腦斷層掃描顯示氣管與食道為正常呈像。左側甲狀腺沒有損傷，呈現外形完整的圓形，右側甲狀腺則有破裂並出
現血腫，但沒有壓迫到氣管的徵象。利用不同的窗寬（Window width）與窗位（Window level）探查，並無發現皮下氣腫
的產生。診斷結果為右側甲狀腺破裂合併血腫，後來病患接受保守治療並順利出院。

結論：鈍器撞擊造成甲狀腺破裂十分罕見，過去 30 年來的文獻回顧約僅有 40 例個案。甲狀腺破裂時，最被擔憂的情形是
造成呼吸道的壓迫，這將可能危及病患生命。因此，氣管受壓迫、活動性出血、聲音嘶啞和呼吸困難的病患可能需要緊急
呼吸道控制、出血控制和切除破裂的甲狀腺。臨床上，可以根據 Heizmann 等人所提出的電腦斷層影像分級，配合呼吸困難
和聲音嘶啞與否，來決定要採取觀察策略或是積極介入治療。

 

利用電腦斷層重組立體影像於急診外傷病患之應用  Poster 008
CT-008 

陳麗萍   徐嘉偉   魏毓芬   魏琇如   張淋鈞   梁家溱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在急診外傷科的病患，大多為意外事故且合併多處骨折與挫傷而被送至急診做急救治療。病患通常無法配合
攝影的動作，為了儘早確認病患的狀況，急診外傷科的醫師會要求病患盡量配合角度與攝影，但通常影像品質並不如預期
之需求。為了避免二度傷害，而在術前可以利用電腦斷層在短時間內建構出立體影像，由影像呈現出整個關節面，讓影像
將有助於醫師診斷其影像顯示更加清晰、更有利於臨床醫師的診斷。

材料與方法：材料為診斷用 X 光 (Toshiba X 光機，日本製)、與奇異 128 切電腦斷層掃描儀，且再利用電腦斷層後處理工作
站功能取得立體影像，供急診及臨床醫師更多的訊息，增加診斷之準確性。

結果：提供門診及臨床醫師更多的資訊，更能提供病患較完全、高效率且為非侵入性的檢查也可與其他醫療技術搭配，以
增加手術效率與精確性，且利用電腦斷層立體重組技術，可幫助醫師評估患者骨折嚴重程度及手術傷口計畫，則可以更精
確地定位骨折位置，並縮小傷口、縮短恢復時間。

結論：由於人體骨頭構造複雜，骨頭形狀不規則，在骨頭外層還有韌帶 、結締組織等，加上每個人的骨頭大小都不一樣，
手術中可能傷到骨頭附近的血管或神經，精準的判斷位置就格外重要，在此情況下利用立體重組影像以為創傷骨科手術提
供一大助益，提供醫師術中及時的立體影像判讀，可以精準的將螺釘固定在骨頭最好的位置，更可以因病人的情況調整。
且可以大大提高病人手術安全、準確定位、減少病人風險及併發症的發生。

 

個案分享：重機騎士因交通意外致陰囊創傷引發雙側睪丸脫位  Poster 009
CT-009 

簡峰鈺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創傷性睪丸脫位(Traumatic dislocation of the testis ；TDT)是陰囊創傷的一種罕見臨床表現，發生在陰囊遭受外
力強烈撞擊之後而脫離正常位置並進入陰囊周圍組織中。目前全球因外力衝擊導致睪丸脫位進入腹股溝區域之案例僅約
200 例，實為罕見。若睪丸脫位無法及時確診，一旦睪丸產生壞死，失去產精功能，則必須以外科手術切除之。本案例為
一 25 歲男性重機騎士自撞橋墩滑落邊坡約 5 公尺深處之創傷性雙側睪丸脫位。

材料與方法：患者主訴：額頭區域疼痛及血腫、下腹痛、兩側陰囊疼痛。本案例使用 TOSHIBA Aquilion CXL 64-slice CT 
scanner，使用腹部常規掃描參數，掃描範圍：Chest+Whole Abdomen，切面厚度：0.5mmx64，Pitch Factor：0.828，
Iopamiro-370 非離子水溶性對比劑，注射速率 2.5ml/sec，注射量 100c.c.。掃描後重組影像包含軸狀面、冠狀面與矢狀面。
另外使用 TOSHIBA KXO-12R 執行 Pelvis 一般 X 光攝影。

結果：經由判讀 CT 掃瞄後之軸狀面及冠狀面影像，觀察到雙側睪丸脫離陰囊分別進入到左側與右側腹股溝區域，雙側睪
丸均無壞死現象，另外可觀察到陰莖破裂及出血。經由 CT 冠狀面影像與 Pelvis 一般 X 光片可得知該位患者之恥骨聯合有
擴大分離(Diastasis)之情況。  

結論：睪丸脫位以單側者多見，雙側者少見。從脫位的部位可分為淺部脫位和深部脫位。彩色血流杜卜勒超音波(color-flow 
Doppler Ultrasound)及 CT 是睪丸脫位的主要診斷工具。本案例透過急診執行 CT 檢查，即時診斷出 TDT，隔日隨即安排治
療。睪丸脫位之治療方式為外科手術，本案例即透過睪丸固定術(Orchiopexy)將位於兩側鼠蹊部的睪丸挪回至陰囊中。而恥
骨聯合之擴大分離，則採取閉合式復位及外固定術(Close Reduction with External Fixation；CREF)將恥骨聯合復原至正常狀
態。患者術後改門診追蹤，恢復狀況均為良好。由於 TDT 伴隨不孕症之風險，一旦確診，建議盡早執行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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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劑量電腦斷層(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作為高空污地區肺癌篩檢應

用價值  
Poster 010

CT-010 

洪蕙涓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肺癌是全世界所有癌症死亡率佔第一位的癌症,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均是如此,於台灣已連續超過 5 年佔癌
症死亡率的第一位。而南投縣竹山鎮 PM2.5 更常居空氣品質監測嚴重度排名前 3 名,利用院慶系列活動-提供低劑量電腦斷
層高危險族群免費肺癌篩檢及一般民眾優惠價格活動機會來探討低劑量電腦斷層(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LDCT)對
於高空污地區民眾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共有 355 位民眾以 Toshiba 128 切 CT,LDCT 掃描參數為:slice thickness:0.5x64;Recon Axial 和 Coronal soft 
tissue(slice thickness 5.0mm,slice Interval 5.0mm)，再利用 Volume（slice thickness 1.0mm,slice Interval 0.8mm)依放射科醫師要
求組 Axial 和 Coronal Lung window(slice thickness 3mm,Interval 3mm),且再利用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軟體做結合給放
射科醫師閱片，提高結節檢出率。  

結果：檢查人數共 355 人,由放射科醫師依 Lung-RADS 影像報告系統分成 0-4 的分類,其中分類 3 和 4 列為陽性結果（建議
短期追蹤 25 人及懷疑惡化 7 人）共 32 人,發現 lesion location 統計為:LUL(11);LLL(6);RUL(7);RML(5);RLL(10);其中分類 4
的 7 人經切片後證實肺癌有 5 人。  

結論：有肺癌危險因子的暴露,就可以說是高危險群,因為肺部是全身血液回流到心臟的前一站,所以癌症的肺轉移很常見,由
於低劑量電腦斷層(LDCT)檢查結果絕大部分均是良性的結節,如何安慰民眾接受適當的後續追蹤或檢查,而非嚇到民眾也是
很重要的課題。  
 

利用 MDCT 逆向掃描成像技術，診斷 May-Thurner 症候群  Poster 011
CT-011 

林虹圻 1* 黃瀞如 1 范芳郡 1 梁月玲 1 許家培 1 鍾逸翔 1 林俊宇 1 許文憲 2,3 

1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2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3臺北市立萬芳醫院淋巴血管外科 

背景及目的：May-Thurner症候群，即髂靜脈壓迫症候群（iliac venous compression syndrome，IVCS），是髂靜脈受壓引起的下
肢靜脈回流障礙而出現症候群。May-Thurner症候群在臨床最常見的是左髂總靜脈受右髂總動脈的壓迫所致，髂靜脈受壓造成
靜脈回流障礙，甚至合併淺靜脈曲張，血管也容易產生側枝循環，常見是流進骨盆腔的內髂靜脈甚至薦椎孔洞內，單純使用
血管攝影無法觀察動脈資訊和血管走向以及解剖關係。如何只使用一台自動注射器，並且控制藥量在 100ml以內，使動脈靜
脈同時顯影，明確觀察到壓迫狀況和細小側枝循環走向狀況以助於臨床處置之選擇，為本研究之首要目的。  

材料與方法：May-Thurner 症候群病人會先於血管攝影室利用超音波導引放置血管鞘於右側股靜脈，再利用導管技術將猪
尾巴導管放置到左側股靜脈，再到 MDCT 進行掃描，掃描範圍從恥骨聯合下緣往上掃描到橫膈膜結束.使用 Time bolus 技
術，將感興趣圈選位置，置放於恥骨聯合處的股動脈，取得最大秒數為儀器端掃描延遲時間(DELAY TIME) 。將自動注射
器的顯影劑總注射時間設定大於 DELAY TIME，掃秒時間使用儀器最短限制平均約 5~8sec。 使用 MDCT 設備為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利用自動注射器施打對比劑，每秒鐘打 3ml，總藥量大約為 100ml，攝影條件使用 Dual 
Energy Mode 再利用 TeraRecon Workstation (軟體版本 ver.4.4.11)重組動脈靜脈成 3D VR 以利臨床醫師術前評估及診斷。

結果：統計 50 位病患，在 AXIAL view 動靜脈 HU 皆達到 200~250 以上，重組出的 VR 皆能清楚看見壓迫的狹窄程度，和
分支出去的細小側枝循環，可以幫助臨床醫師術前 3D 評估以利手術順利。

結論：傳統掃描以往都是順向從頭往腳的掃描放式，此類型的病人因為血管受壓迫程度的差異性很大，無論是使用
TRACKING 或是 Test Bolus 技術，在掃描時間的設定上會難以掌握，逆向掃描只需偵測一個參考點即可以準確地同時呈現
動靜脈，如此一來簡化了檢查的流程，替病人減少了顯影劑劑量和縮短了檢查的時間。此方法在雙能量模式與傳統單球管
模式皆可以成功，若搭配雙能量掃描可以同時獲得低能量和高能量影像，低能量的影像對於血管的對比度更為清楚，在評
估血管細小分支上更有助益。 

 
Spontaneous Bilateral Subdural Hemorrhage Related to Ruptured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a Case Report 

Poster 012
CT-012 

Hsin-Wei  Liu 1  Li-An Wu 1,2  Ta-Yi Hua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ipei City Hospital, Heping Branch,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We report a case with concomitant a ruptured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m) aneurysm and an 
intact lef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aneurysm in an adult male, in whom the initi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presentation was 
pure bilateral subdural hemorrhage (SDH) without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The SDH was noted more at right cerebral 
convexity. During operation, a ruptured A-com aneurysm adhered to the subarachnoid space with adjacent subdural hemorrhage was 
noted and the medial-inferior orientation of the aneurysm may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SDH. The lef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aneurysm was intact. Subsequent vitreous hemorrhage related to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was also noted at the right eye. 
Although rare, a ruptured aneurysm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re acute subdural hemorrhage,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head injury. And further studies including interventional angi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should 
be consider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Acute spontaneous subdural hemorrhage (SDH) without concomitant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is 
an uncommon manifestation of a ruptured cerebral aneurysm. Here, we present a patient with pure spontaneous bilateral SDH, which 
is related to a ruptured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m) aneurysm. 

Results: A ruptured aneurysm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re acute subdural hemorrhage,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head injury. And further studies including interventional angi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should be 
considered.  

Conclusion: A ruptured aneurysm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re acute subdural hemorrhage,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head injury. And further studies including interventional angi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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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醫學探討懷孕婦女執行頭部電腦斷層掃描對於胎兒的影響  Poster 013
CT-013 

陳怡孜 1  楊舒涵 1  郭銘斌 1  趙梓淵 1  李欣樺 1  黃旼儀 1,2  

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腫瘤部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放射線治療學科 

背景及目的：一名 30 歲婦女因嚴重頭暈、流鼻血而住院檢查，檢查項目有一項是頭部電腦斷層掃描，一個月後婦女發現懷
孕，她的家屬擔心輻射會對胎兒造成影響而來電詢問，所以利用實證醫學的方法來探討頭部電腦斷層對於懷孕婦女之胎兒
的影響。  

材料與方法：依據實證醫學步驟設定 PICO，P：懷孕婦女、I：有做頭部電腦斷層掃描、C：沒有做頭部電腦斷層掃描、
O：是否會造成胎兒畸形或死亡(確定效應)。運用”懷孕婦女”、”電腦斷層掃描”、”胎兒” 、”胚胎”等關鍵字，在 Cochrane 
library、PubMed、Uptodate、Google 和華藝上進行搜尋相關文獻，收納的文獻依據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Levels of Evidence 評估證據等級。

結果：Cochrane library 搜尋到 1 篇 Systematic Review 探討懷孕期間如何進行影像掃描排除肺栓塞，未探討輻射是否對胎兒
造成影響，但有提到電腦斷層的對比劑會造成胎兒一些傷害。Pubmed 搜尋到 15 篇 Review 的文獻，依篩選條件選擇 2 篇文
獻進行評讀，文獻 1(Level 2)是 Cross-sectional study，Elizabeth Lazarus 等人在文獻中提到懷孕婦女掃描身體各部位電腦斷
層影像分別讓胎兒曝露多少劑量，頭部電腦斷層的平均劑量為 0.01 mGy。文獻 2(Level 2)是 Review study，Shlomit A. 
Goldberg-Stein 等人認為頭部電腦斷層掃描對於胎兒輻射劑量來源是散射輻射，而散射輻射劑量遠小於主射束劑量，所以根
據 ALARA 原則，若懷孕婦女因疾病需要可進行頭部電腦斷層掃描。

結論：Elizabeth Lazarus 等人的文章提到頭部電腦斷層掃描胎兒劑量 0.01mGy，再根據 ICRP 84 中提到胚胎畸形或死亡(確
定效應)的低限值為 100mGy，若懷孕婦女接受頭部電腦斷層掃描，下腹部器官的吸收劑量遠小於胚胎死亡的低限值，所以
可以回答病人家屬不用擔心這次的檢查會造成胎兒畸形或死亡。

 

定量電腦斷層與雙能 X 光對骨質密度檢測方式之相關性研究  Poster 014
CT-014 

端木龍慧   趙真 

國軍臺中總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本研究針對腰椎在雙能 X 光測量法(Dual Energy Ｘ-ray Absorptiometry，DXA )與定量電腦斷層（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Bone Mineral Density，QCTBMD）之比較分析。目前國內對骨質疏鬆症的診斷乃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和美國骨質疏鬆症基金會所訂之準則來詮釋受檢者的骨密度 T 值(T-score)；由於台灣民眾之骨折率與白種人相差不
大，世界衛生組織依據白種人停經後女性骨折率訂定之診斷標準應可適用於台灣停經後女性。同時參考 ISCD 及各國的指
引。當骨密度與 20-29 歲年輕同性比較所計算出的 T 值大於或等於-1.0 時為正常骨量(normal)；當 T 值介於 –1.0 及-2.5 之間
為骨質缺乏(osteopenia)，亦稱之為低骨量(low bone mass)或低骨密(low bone density)；當 T 值等於或小於 -2.5 時則診斷為骨
質疏鬆症(osteoporosis)；當合併骨折時可稱之為嚴重性骨質疏鬆症(severe osteoporosis)。

材料與方法：回溯在本院以 DXA 檢測骨質密度，且於一年內接受腹部或腰椎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CT)檢查之
受檢者 60 位，利用骨礦密度 (Bone Mineral Density)分析應用程式，在受檢者第一至第四節腰椎 4 個不同的椎體上圈選
ROI(range of interest)進行標記，並調整其相對應的參考器官(脂肪或肌肉)至骨礦密度分析中，取其平均值，將受檢者之
QCTBMD 與 DXA 檢測值進行相關性研究。  

結果：60名受檢者，男性 17位，平均 66.35 ± 9.37歲，女性 43位，平均 62.23 ± 9.60歲。DXA T-score平均值為-1.88± 1.45，
QCTBMD平均值為-2.57±1.45。DXA與 QCTBMD測量值經 Pearson相關性統計分析， r=0.649，p<0.001呈顯著相關。 

結論：研究過程發現，臨床上常因不同的操作者、ROI 圈選放置位置的不同，而導致 QCTBMD 的 T 值有差異。受檢者脂
肪層的厚度，也會影響到參考器官(脂肪)的大小，太瘦的受檢者其脂肪峰值圖較難調整成常態的分佈狀態。骨質密度在
DXA 的檢查中，常因壓迫性骨折、骨質增生等因素，造成 DXA 與 QCTBMD 的 T 值差異較大，因此 QCTBMD 較可看出 X
光在骨骼上的穿透高低，避免假性失真的判讀。 另外目前 DXA 掃描部位及姿勢有其限制，因此臨床上若遇部位及姿勢皆
無法配合又須骨密資料的受檢者時，至少可藉由 QCTBMD 的輔助，知道受檢者其骨質的疏鬆程度，幫助醫師診斷。 經研
究分析結果，不同程度骨質疏鬆受檢者之 QCTBMD 平均值呈顯著差異，具臨床參考價值。因此病人在進行腹部 CT 檢查時
即能藉由 QCTBMD 系統進行分析，讓骨質疏鬆症病人能提早被發現進而提早進行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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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4D phase contrast MRI to trace pseudoaneurysm found in ultrasound: a 
case report  

Poster 015
MR-001 

Tin-Yu  Huang 

Chi Mei Medical center, Liouying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seudoaneurysm, is a higher risk of rupture than true aneurysm. Therefore, the immediately radiology 
for treatment is necessary. In the case, patient’s upper thigh appeared redness and swelling after removing hemodialysis catheters. 
The clinical doctor arranged ultrasound to confirm the causes. In Gray-scale ultrasound, we found a cystic lump within a 
heterogeneous mass. In Color ultrasound, the lesion was detected blood flow . But be limited by endomorph, it’s too deep to det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eudoaneurysm and vessels. After discussion, considered the patient’s renal failure, we chose MRA instead 
of C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Gray-scale ultrasound, color ultrasound, were performed by a technologist with an one year of experience 
in ultrasound (SSA-790 Aplio ,Toshiba) on a unit equipped with a 5-14 MHz linear and 2-6MHz convex transducer. T1,T2 weighted 
image, 4D phase contrast angiography, were performed by a technologist with an 1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RI (Ingenia 1.5T MR 
system, Philips),then setting up PPU triggering gating time and blood flow rate.(p.s patent’s heart rate should be under than 70 
beats/min )  

Results: After two radiologists with 15 years of experience diagnosed, the MR T1, T2 weighted images show a hematoma in right 
inguinal region and a low-signal lesion inside (pseudoaneurysm) . In the 4D phase contrast MRA displayed the pseudoaneurysm 
communicates to a deeper one which communicates to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via a tiny fistula. 

Conclusion: In MR angiography without contrast-medium, 4D Trace has higher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Relatively, it takes 
more time (including the complex set up protocol and scan time).By comparison, 4D phase contrast pulse sequence provide 
immediately images and convenient method to reveal pseudoaneurysm morphology and hemodinamics  

 

利用磁振造影定位增強加馬刀腦部放射手術腫瘤之成效  Poster 016
MR-002 

董宸維 1 林鳳玲 1 蔡孟洋 2  

1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放射科 
2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神經外科 

背景及目的：利用精確的磁振造影定位，描繪出病灶的座標範圍，再針對病灶給予強烈的加馬射線照射，達到一次就完成
治療而不會損害到正常的腦部組織。 提供腦部腫瘤病人極為安全和人性化的治療。

材料與方法：加馬刀設備型號：ELEKTA Gamma unit type 4C。 定位頭架 : ELEKTA MR-Indicator 檢查前:頭架需先注入
Copper Sulphate Solution(CuSO4)，並確認頭架內氣泡皆已排出，確保 MR 掃描之影像產生定位基準點。 步驟一：病人先固
定頭架。 步驟二：至磁振造影室進行影像定位(MRI 廠牌型號：GE Signa HDxt)。 步驟三：進行治療計劃，於電腦軟體系
統中決定放射病灶的座標及治療劑量。 步驟四：進行加馬刀治療，根據治療計畫決定的治療座標逐一加以治療。整個手術
療程時間約 3.5 小時。 MRI 執行的 protocol 如下: [1]Axial T2 [2]Axial T1 [3]Coronal T1 [4]Axial T1 +Contrast [5]Coronal T1 
+Contrast  

結果：根據 106 年度進行加馬刀腦部放射手術治療並有進行後續追蹤的 9 位患者及 107 年度的 21 位患者，量測加馬刀磁振
造影定位與後續追蹤，兩者於 MRI 影像上的腫瘤長徑，106 年度及 107 年度患者執行完加馬刀治療至第一次追蹤的時間約
為半年，比較後發現第一次追蹤時的腫瘤長徑有略微的縮短，其縮短的程度為幾毫米。 而 106 年度的 9 名患者經過一年半
的磁振造影追縱，經量測腫瘤長徑發現，一年半後的腫瘤長徑較半年前的追蹤又縮短了幾毫米，顯示出腫瘤大小在這一年
半有持續縮小的趨勢，因此若持續追蹤上述之案例，治療效果將會更加顯著。 107 年患者序 加馬刀前腫瘤長徑(公分) 第一
次追蹤長徑(公分) 1 4.96 4.87 2 3.98 3.97 3 0.95 0.87 4 2.91 2.57 5 5.46 5.33 6 3.45 3.39 7 0.51 0.47 8 2.32 2.13 9 5.25 5.17 10 
0.62 0.44 11 3.4 3.25 12 1.35 1.29 13 1.23 1.18 14 1.2 1.13 15 5.08 4.62 16 2.01 1.89 17 2 1.93 18 3 2.8 19 2.82 2.73 20 1.36 1.3 21 
2.05 1.95 成對樣本 T 檢定(加馬刀前&第一次追蹤) P value = 0.00003 < 0.05 106 年患者序 加馬刀前腫瘤長徑(公分) 第一次追
蹤長徑(公分) 第二次追蹤長徑(公分) 1 2.46 2.44 2.36 2 3.74 3.7 3.43 3 3.8 3.66 3.58 4 2.39 1.66 1.58 5 2.77 1.55 0.95 6 1.59 1.43 
1.35 7 3.11 1.93 1.41 8 1.7 1.63 1.54 9 5.18 4.72 4.5 成對樣本 T 檢定(加馬刀前&第一次追蹤) P value = 0.025 < 0.05 成對樣本 T
檢定(加馬刀前&第二次追蹤) P value = 0.016 < 0.05 成對樣本 T 檢定(第一次追蹤&第二次追蹤) P value = 0.011 < 0.05 

結論：電腦斷層雖然也能夠提供加馬刀腦部放射手術的定位影像，但是掃描的切面僅為橫切面，其他切面則需利用後處理
得到，而電腦斷層影像上所產生的骨頭假影也會影響加馬刀治療計畫的精準度。所以，以採用磁振造影定位較合適。 由結
果顯示，運用磁振造影定位影像，使得加馬刀腦部放射手術治療計畫可依循著影像上的基準點進行更順行的描繪，讓治療
的加馬射線能依照治療計畫精確的照射在病灶上，並降低正常腦部組織之損傷，達到提供腦部腫瘤病人極為安全和人性化
的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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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磁振造影 T1 Map Value 評估腰椎多裂肌的脂肪浸潤程度  Poster 017
MR-003 

王基誠  陳素秋  鄭旭萌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研究顯示腰椎多裂肌萎縮退化時將有不同程度的脂肪浸潤情形，且將導致腰痛、腰椎滑脫、腰椎後凸等病
症。目前多以醫學影像訊號的變化與組織型態的改變程度來做為退化分級與療效評估的依據，在無法給予量化的情形下，
其結果常受觀察者的主觀因素影響而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爲評估磁振造影 T1 值(T1 value)在量化腰椎多裂肌
脂肪浸潤程度的可行性。  

材料與方法：使用 1.5T SIEMENS AERA 磁振造影儀進行 L1 至 S1 常規掃描，並以波序 T1WI VIBE（掃描參數：TR 3.9 
ms, TE 1.4 ms, flip angle 5° 與 15°）進行 L5 至 S1 間的 T1 弛豫時間圖像(T1 relaxation time Map, T1 Map)軸狀切面掃描，並
量測兩側腰椎多裂肌的 T1 值；另由放射科專科醫師以 KADAR 分級法分析腰椎多裂肌的脂肪浸潤程度。受試者年齡由 30
歲至 70 歲共計 30 位。  

結果：經 KADAR 分級法判定為無退化、輕度、中度與重度退化之多裂肌的 T1 平均值±標準差分別為 1106.36±80.62 ms、
972.45±87.48 ms、829.11±81.44 ms 與 543.29±124.04 ms，各退化等級間的 T1 值平均值，經變異數分析（ANOVA）顯示有
顯著的差異性（p = 0.000，CI = 95％）。多裂肌之 T1 值與退化程度間的相關性，經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
order correlation，rho）分析法分析的結果顯示高負相關（rho = -0.877，p = 0.000，CI = 99％）。  

結論：目前以醫學影像評估腰椎多裂肌退化的方法中，超音波檢查的解析度較低而電腦斷層檢查則具有游離輻射的風險，
磁振造影檢查中的 T1 加權影像則易受主觀判斷而影響結果的一致性。經本研究結果顯示，磁振造影 T1 值與腰椎多裂肌的
脂肪浸潤程度具有高度的負相關，且在各退化等級間具有顯著性的差異。因此我們認為磁振造影 T1 Map value 可以作為退
化等級的判定及進行療效評估時的參考依據。  

 

案例分享：罕見之多發性脊椎血管瘤影像呈現  Poster 018
MR-004 

周純菁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脊椎血管瘤是一種血管性疾病，屬於常見的良性腫瘤，好發於胸椎及腰椎，青壯年居多，男女比例約為 1：
2，且多是先天發生。由於椎體血管瘤就是血管長粗，擠壓周圍骨小樑，由於骨小樑數量減少，但剩餘骨小樑反而增粗。整
體來說，椎體承重能力並沒變化，脊柱椎體形態是正常的，所以多數沒有臨床症狀，故臨床遇到的患者不多，而多發性脊
椎血管瘤更是罕見。僅有極少部分由於血管瘤過度長大，浸潤椎弓根或向脊柱硬膜外發展時，才會出現臨床症狀。大部分
脊椎血管瘤利用影像檢查即可鑑別診斷，無需治療。

材料與方法：男性患者 32 歲，以 TOSHIBA Aquilion CXL64-slice CT scanner，使用胸部常規掃描參數，掃描後重組影像之
切面厚度 0.5mm，包含軸狀面與矢狀面。另使用 Elan 1.5T MRI， DOTAREM 磁振造影對比劑，注射量 10ml，掃瞄範圍：
whole spine， 掃描波序：spin echo T1 和 T2 加權影像(軸狀面與矢狀面)，藥後 post-GD T1 加權影像脂肪抑制序列(軸狀面與
矢狀面)。  

結果：CT 和 MRI 影像上，因椎體骨小樑增粗、縱向排列，血管瘤在矢狀面常呈現特徵性的“柵欄狀”(“corduroy cloth” or 
“jail bar”)；因骨紋理吸收形成網眼呈囊狀，軸狀面則呈現“圓點狀”、“蜂巢狀”(“salt and pepper” or “polka dot”)。另因血管瘤
血流豐富，MRI 在 T2 加權影像和藥後 T1 加權脂肪抑制影像上會呈現邊緣規則高信號區。該案例全身脊椎皆有血管瘤分
佈，有些已佈滿整個椎體，其中以胸椎居多。  

結論：放射科常規脊椎 X 光、CT 和 MRI 影像上，脊椎血管瘤因其影像特徵性，即可鑑別診斷。MRI 之特異性更高，除了
典型影像表現外，尚提供血管瘤內脂肪和水之成分組成，並較 CT 明顯呈現血管瘤之邊緣大小。脊椎血管瘤一般為單發，
多發性脊椎血管瘤則屬罕見，多數沒有臨床症狀，僅在影像檢查時被發現，可觀察而不必治療。僅有少數患者需穿刺切片
來確診，因穿刺切片有出血或造成硬膜外血腫的風險。

 

D-山梨醇液(sorbitol)口服磁振腸道對比劑提升克隆氏症影像品質之分享—案例報告  Poster 019
MR-005 

賴佩絹 李彥霖 吳世釧 劉綺霞 郭禹廷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評估克隆氏症(Crohn's disease)是磁振腸造影(MRI enterography)最常見的適應症之一，在這項技術裡口服腸道
對比劑使其小腸腸壁皺褶撐開對病灶辨識度有很大的臨床效益。本研究參考文獻其口服藥劑 Volumen 成分配置以食品級 D-
山梨醇液混合液之口服磁振腸道對比劑，評估應用於病例影像品質的效果。

材料與方法：一病患一年前確診克隆氏症後於一年後復發複檢，使用不同影像檢查方式。以 D-山梨醇液(D-SORBITOL 
SOLUTION 70%) 86 c. c.加 1914 c. c.白開水配置混和液，於檢查前 90 分鐘開始喝並於前 20 分鐘至少喝 1500 c. c. ;使用 1.5T 
SIEMENS Avanto，於確認定位後施打腸蠕動抑制劑 Buscopan 0.5ml ，依本院常規磁振腸造影序列做冠狀切面 HASTE、 
TURFISP ，橫向切面 T2 FS、 DWI，再施打腸蠕動抑制劑 Buscopan 0.5ml，打完對比劑後以 VIBE(volumetric interpolated 
breath-hold)波序取得動態顯影灌注的冠狀切面影像。。

結果：有口服 D-山梨醇液對比劑的影像與病例前一次無口服腸對比劑的影像比較，顯示 D-山梨醇液(sorbitol)口服磁振腸道
對比劑能使其腸壁撐開，增加病灶診斷判別，且病患無口服後之不適與嘔吐感。

結論：D-山梨醇液(sorbitol)為一食品添加物，可烘焙食品。用於 MRI 口服腸造影劑符合以下標準：自然，副作用低，價格
低廉，可使其腸膨脹，較傳統鳳梨汁臨床準備較便利，且較滿奶通口感較佳無嘔吐感與腹瀉副作用，使其腸擴張達到較佳
的臨床診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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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磁振造影檢查使用經驗評估固定器之效用  Poster 020
MR-006 

徐嘉偉 陳麗萍 魏毓芬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在影像醫學部的檢查之中，為了得到高品質之醫學影像，希望病患在檢查過程中維持固定姿勢，會利用固定
器來輔助維持病患姿勢，尤其是磁振造影檢查，在漫長的檢查過程，除了病患本身的配合度外，固定器就扮演了重要角
色，本研究以磁振造影臨床醫事放射師角度來評估固定器之效用，並以臨床使用經驗給予建議。  

材料與方法：1.目前臨床常用固定器類型: 充氣式固定器與泡綿式固定器。 2.108 年 1 月至 4 月新竹某區域教學醫院之 8 位
磁振造影臨床醫事放射師蒐集腦部核磁共振檢查病患共 112 例(能配合病患 64 例、輕度躁動 32 例、重度 躁動 16 例)，平均
分為 2 組，分別使用充氣式固定器(能配合病患 32 例、輕度躁動 16 例、重度 躁動 8 例)與泡綿式固定器(能配合病患 32 例、
輕度躁動 16 例、重度躁動 8 例)。依照核磁共振影像假影去評估固定性，並且在使用方便性及清潔性三方面做問卷比較，
以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依照:很不滿意（1 分）、不滿意 （2 分）、尚可（3 分）、滿意（4 分）、很滿意（5 分），
依照使用滿意度給予評分。  

結果：比較結果分別以 A 和 B 來代替充氣式固定器與泡綿式固定器，在固定性方面：能配合之病患中 A 和 B :5分，輕度躁動之
病患中，A:4.5分，B:3分，重度躁動之病患中，A:2分，B:1分。方便性，A:4.5分，B:3分。清潔性，A:4分，B:2分。

結論：依照研究結果在能配合之病患中兩者使用上並無差異性，而輕度至重度躁動的病患，充氣式固定器優於泡棉式固定
器;依照受檢部位及大小，泡綿式固定器需要 1 至多個組合才可完成固定，而充氣式固定器利用充氣方式可同時調整兩邊鬆
緊度，使用上較為方便;充氣式固定器因表面防水快乾材質，在消毒清潔也較為容易，但充氣式固定器價格昂貴，必須小心
碰觸尖銳器具，並非普遍使用。固定器對於核磁共振檢查而言是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依照病患狀況，選擇適當的固定器，
可以縮短受檢時間及減少重照的機率。  

 

PD Dialysate Drainage Into Inguinal Region and Hernia  
Poster 021

NM-001 

Yi-Ching Chen1 Keh-Bin Wang1 Shoou-Jeih Wang2  

1Division of Nuclear Medicine,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city, Taiwan 
2Division of Nephrology,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country,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wo cases are suspected PD dialysate drainage into left inguinal reg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PD 
dialysate radiotracer leakage to left inguinal region and hern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o patients with uremia receive CAPD. They complain their scrotumswelling after dialysate drainage. 
We suspect PD dialysate fluid leakage into inguinal region, so we arrange leakage scan with Tc-99m DTPA nucleotide. After 
injection of the tracer to dialysate, on the 25-min, 3hr and 3.5 hr images.  

Results: The image of the case1 shows the tracer accumulation at the left inguinal region and scrotum; The image of the case2 shows 
no tracer uptake at the left inguinal region. We change the position of the case2 from supine to standing and find the tracer 
accumulation at the left inguinal region with hernia.  

Conclusion: In these two cases, we find with changing position from supine to standing will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examination.  

 
Dialysate fluid leakage from unusual site by radionuclide shunt patency study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  

Poster 022
NM-002 

Szu-Fang Chen1 Keh-Bin Wang1 Shoou-Jieh Wang2  

1Division of Nuclear Medicine,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country, Taiwan 
2Division of Nephrology,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country,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ialysate fluid leakage represents a major noninfectious complication of peritoneal dialysis. We present 
a case of patient ruled out dialysate fluid leakage with right inguinal area wound, but the leak site could not be defined clinicall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atient is a 73 years old woman receiving 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 presented with 
right inguinal area wound pus discharge. Attending physician suspected a dialysate fluid leak that arranged radionuclide shunt 
patency study for this patient.  

Results: After followed by 5mCi Tc-99m DTPA tracer injected in to dialysate fluid, we collected the swabs from right inguinal 
region on 5hr and 7hr respectively. Some Tc-99m DTPA tracer was detected at the 5hr swab. Marked Tc-99m DTPA tracer was 
detected at the 7hr swab.  

Conclusion: This radionuclide shunt patency study demonstrated the patient leaked site was on right inguinal region wound. Our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when the diagnosis cannot be established clinically, radionuclide shunt patency study can safely be used to 
delineate a leak site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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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核子醫學科心肌灌注掃描未到檢率  Poster 023
NM-003 

李俊賢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心肌斷層灌注掃描為核子醫學科常見檢查之一，目的為評估心臟冠狀動脈狹窄狀況和心肌灌注情形，檢查過
程中須注射血管擴張劑( Dipyridamole)與同位素鉈-201( Thallium Chloride, TlCl)，由於近年來國人飲食習慣西化以及原有的
遺傳因素，心肌斷層灌注掃描排檢率增加，排檢等待期相對變長，導致病人未到檢率提高。本次研究為回溯性研究，統計
民國 104 年至民國 107 年間，執行改善方法後之成效結果，並將此結果與執行前做比較並討論執行前後變化。  

材料與方法：1.排檢時提醒受檢者如不克前來受檢，須來電本科取消或更改時間。2.請受檢者 留下多組聯絡方式。3.檢查前
一天致電受檢者提醒受檢時間。  

結果：統計民國 104 年、105 年、106 年與 107 年，於民國 106 年與 107 年開始執行改善方法。比較四年間的執行前後之成
效。本科心肌斷層灌注掃描民國 104 年排檢人數 4430 員，到檢人數 4230 員，民國 105 年 4424 員，到檢人數 4220 員，民
國 106 年排檢人數 4431 員，到檢人數 4329 員，民國 107 年 4427 員，到檢人數 4342 員。未到檢率分別為民國 104 年
4.5%，105 年 4.6%，106 年 2.3%，107 年 1.9%。由統計結果可發現，執行改善方法後，未到檢率顯著下降。  

結論：目前心肌斷層灌注掃描檢查為健保給付項目，具有健保身份的病人不須要額外負擔檢查費用，加上排檢人數增加導
致排檢時間增長，以及常與顯影劑( Contrast media) 混淆，使的受檢者因擔心副作用而未到檢，利用現有資源，在不增加額
外成本下降低病人未到檢率，藉此減少浪費醫療資源。

 

正子斷層掃描衛教改善之案例發表  Poster 024
NM-004 

黃雅婕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核子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近年來正子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已成為癌症診斷分期評估,遠端轉移,治療效果評估和後續
追蹤的利器,此檢查是利用氟-18 去氧葡萄糖同位素藥物(F-18 FDG)經靜脈注射進入人體後被身體組織吸收且正常組織及癌
細胞組織代謝速率不同的特性,以正子斷層掃描儀偵測定位病灶位置.因氟-18 去氧葡萄糖結構與葡萄糖相類似故受檢者有無
空腹將直接影響影像品質,本案例將討論正常影像及未確實空腹者影像,DM(Diabetes Mellitus)病患施打 INSULIN 後的影像結
果將造成臨床判讀困難或改變檢查程序後的影響.進而改善衛教方式以降低影像失敗率. 

材料與方法：使用 GE Discovery 710 PET/CT scanner 進行了 FDG 注射後 50 分鐘全身影像,再經 Xeleris Version 3.1 影像處理
系統分析影像。 未確實空腹或是未經本科同意病房自行施打胰島素案例後，本科科務會議通過試行對門診病患及病房護理
師衛教改善方案。 住院病患除確實要求空腹外，請護理師回報血糖值，未經與本科討論前不施打胰島素，門診病患於衛教
時強調空腹重要性及未空腹時影像失敗結果，並將"空腹"字樣以螢光筆圈出，並如發生以上情形時將受檢時間改期。

結果：改善方案試行後，本科未再發生相類似案例。

結論：未空腹但血糖值在範圍內不應冒然施作檢查，故衛教病患時確實強調空腹重要性及未空腹時影像失敗結果。病房護
理師不可未經與本科討論即施打胰島素，血糖值超標而自行施打胰島素情形雖可等待藥物代謝，但同時 F-18 FDG 也在衰
退，是否影響醫師臨床判斷。可見衛教的重要性，同時也可減少醫療資源的浪費

 

核醫腦池造影檢查：自發性顱內低血壓腦脊髓液外漏  Poster 025
NM-005 

蔡旻桂 王克彬 

光田綜合醫院核子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自發性顱內低血壓腦脊髓液外漏自發性顱內低血壓(Spontaneous intracranial hypotension，SIH）是一種罕見的
疾病，其致病原因幾乎都是腦脊髓液外漏造成，發生率約為五萬分之一。我們利用核醫腦池造影檢查診斷自發性顱內低壓
腦脊髓液外漏是一項有用的檢查方式。  

材料與方法：一位 39 歲女性患者臨床症狀為頭痛、頭暈和噁心沒有撞擊外傷之病史，這些症狀在站立和坐下姿勢改變時特
別明顯，而當她躺下時症狀得以緩解。頭部磁振造影檢查並未發現明顯異常，核醫腦池造影檢查發現在頸椎和胸椎兩旁沿
著脊柱有放射性試劑從脊椎硬膜滲漏，30 分鐘影像腎臟顯影，24 小時影像大腦腦室延遲出現。  

結果：我們利用核醫腦池造影檢查診斷自發性顱內低壓腦脊髓液外漏，此動態影像可隨時間搜集整個脊髓液從腰椎至腦池
之連續影像，因此對於此疾病之診斷是一項有利的檢查工具。

結論：核醫腦池造影檢查對於自發性顱內低壓腦脊髓液外漏之診斷是有幫助，特別是在慢速或間歇性脊髓液外漏情況下，
可提供臨床有利的證據及早進行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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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experience of preoperative real-time augmented fluoroscopy-guided 
endobronchial dye marking for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Analysis of 30 initial patients  

Poster 026
OT-001 

Kun-Hsien Lin   Yueh-Lun Liu    Shao-En Sun  Li-Pin Che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Hsin-Chu Branch,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use of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derived augmented fluoroscopy (CBCT-AF) in guiding 
endobronchial dye marking for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prior to thoracoscopic surgery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We sought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cumulative experience on procedural parameters of CBCT-AF guided endobronchial dye marking for 
preoperative localization of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Clinical variable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the 30 initial patients with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who 
were managed with CBCT-AF guided endobronchial dye marking followed by thoracoscopic resection in our institution were 
analyzed. Two sequential groups of patients (group I and group II, n＝15 each) were compared with regard to localization time and 
radiation doses.  

Results: In the entire cohort, the median size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on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was 9.3 
mm, and their median distance from the pleural surface was 15.2 mm . The median tumor depth-to-size ratio was 1.6 .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single DynaCT radiation and total radiation exposure was noted in the group II  

Conclusion: Our initial results of CBCT-AF guided lung marking demonstrates that the cumulative experience with several technical 
modifications can achieve the same purpose of endobronchial localization with less procedure-related radiation exposure.  

 
Single-stage hybrid localization: a combination of bronchoscopic lung mapping followed 
by post-mapping  

Poster 027
OT-002 

Shao-En Sun  Kun-Hsien Lin   Yueh-Lun Liu    Li-Pin Che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Hsin-Chu Branch,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Bronchoscopic lung mapping is a multispot dye-marking technique, which should be performed under 
real-time fluoroscopic guidance and post-mapping computed tomographic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lung mapping followed by post-mapping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additional needle localization in a cone bean 
CT (CBCT) room.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February 1, 2018 and August 31, 2018, 11 consecutive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14 lung lesions 
underwent bronchoscopic lung mapping in a CBCT room followed by thoracoscopic surger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procedure were assessed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chart review.  

Results: The median size of the pulmonary lesions was 8.1 mm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7.2–10.8 mm] with a median depth-to-
size ratio (D-S) ratio of 2.43 (IQR, 1.56–2.79). Additional needle localiz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4 patients, of which 3 and 1 
patients underwent dual localization with dye and microcoil and localization with dye only,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total 
localization time was 28 min (IQR, 18–69 min), and the median radiation exposure was 345.0 mGy (IQR, 161.8–486.6 mGy). A total 
of 8 wedge resections, 5 segmentectomies, and 1 lobectomy were performed. The final pathological diagnoses were as follows: 
primary lung cancer (n=6), lung metastases (n=4), and benign lung lesions (n=4). No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and the median 
length of postoperative stay was 4 days (IQR, 3–5 days).  

Conclusion: Bronchoscopic lung mapping followed by post-mapping CT and additional needle localization can be performed 
together in a single examination room equipped with a C-arm CBCT, and the results of localization are contributory to the surgery.  

 

牙科X光根尖片鱷魚夾照法之技術取代平行器照法之技術來評估減緩病人疼痛不適之成效  Poster 028
OT-003 

鐘可欣 李采薇 曾韻芝 王茗立 蔡明昇 

義大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牙科根尖 X 光攝影是病患至牙科看診的首要必備檢查，藉由 X 光檢查可看出以肉眼以外看不見的病灶，例:
蛀牙、牙周評估、拔牙殘根...等。由於每顆牙齒適用不同之角度照法以凸顯病灶本身，並有對應之不同平行器之照法。本
研究探討以鱷魚夾取代平行器之照法進而減緩病人疼痛，並以臉譜型疼痛評估數字量表來評估是否有效降低疼痛度之成效

材料與方法：材料: 1.平行器(Cone Indicator -3 CID-3) 2.鱷魚夾(X-Ray Film Holder-Beide) 3.X 光軟片(X-ray Film) 4.臉譜型疼
痛評估數字量表 0-10 分(Facial Affective Scale) ，蒐集 40 例年齡層為 20-70 歲之病人，男女不拘方法:先用一般照法照患處
對應牙齒之平行器照法，若病患表示疼痛，以臉譜型疼痛數字量表詢問病人疼痛度之對應分數，替換以鱷魚夾照法取代平
行器完成檢查，再以臉譜型疼痛數字量表詢問病人疼痛度之對應分數，進而評估是否減緩疼痛度之成效  

結果：在本研究結果 40 人中，以鱷魚夾替代照法，有舒緩疼痛之病人為 25 人，佔總研究人數之 62.5%，以臉譜型疼痛數
字量表來說，平均疼痛舒緩提升 6.32 分(較不痛)，而有 9 人覺得疼痛度不變，佔總研究人數之 22.5%，當中更發現有 6 位
病人替換鱷魚夾照法，不但沒有舒緩疼痛反而更增加疼痛，疼痛分數平均提升 2.67 分(更痛)，佔總研究人數之 15%。探討
其以鱷魚夾擺放疼痛度差異不大之病人，其原因為病患本身張口度大，牙弓較寬，對疼痛的耐受度高，差異不大；而用鱷
魚夾替代照法更加疼痛的病人，深入詢問其原因為，X 光軟片更直接貼近患處，反而造成更深痛楚。  

結論：目前本單位已實際使用此方法，協助多位病人降低對照牙科根尖 X 光片的痛楚，不再恐懼。在本次研究中，以鱷魚
夾照法的確能大幅改善病患的疼痛度，最後，本研究方法以期提供優質的影像品質供醫師參考，並兼俱提升病人之舒適程
度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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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製輔具增加病患舒適度  Poster 029
OT-004 

呂依萍 1 李宜儒 1 張怡婷 2 李芃逸 1 

1中國醫藥大學北港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2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臨床上大多為高齡老年人行動不便或因疼痛配合度不佳之患者，運用輔具改善治療時的不適之探討。

材料與方法：自製輔具外層紙箱長 95x 寬 57cm，內層紙箱長 86x 寬 40cm，分別製作成三角形，內層加上保麗龍塊增加固
定性，及最上層海綿墊長 34x 寬 37cm 減少摩擦增加舒適感。

結果：結果顯示對於老年人及無法配合之病患能有效運用輔具協助，可提供相對舒適感降低位移，提升放射線治療準確性，且
病患拍攝驗證片結果顯示位移誤差於允許範圍 5mm內，此自製輔具可取得一致的影像品質及增加放射線治療的再現性。

結論：紙箱、保麗龍塊及海綿墊容易取得，具支撐之特性，且環保再利用並能有效提升治療效率。  

 

提升 X 光廢影像統計正確率 Poster 030
OT-005 

張維舜 謝佳穎 簡照峯 林宏吉 張裕綱 鄭于吟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95 年起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放射診斷科欲以精實手法提升一般 X 光影像的品質，進而合理抑低一般 X 光影像
的輻射劑量，先以統計及分析廢影像率著手。起初的廢影像統計以人工填寫原因及數量，分別填寫於紙本及電腦系統中，
廢影像分為人為過失及機器過失，人為過失的項目為：Position error、Artifacts、Patient movement、Processing error、
Processing error IP、Processing error order、Test images、Wrong side、Wrong accession NO.、Wrong patient、其他人為過失原
因，機器過失的項目為：IP 數位板的問題、X 光機有問題、儀器電腦有問題、其他儀器原因。但是項目繁多且人工填寫終
究會有漏填及填寫錯誤的狀況，一線放射師有填寫的麻煩，且廢影像統計的人員為了統計的正確率也必須追朔儀器端紀錄
或詢問一線放射師的困擾，廢影像的填單率持續低於 60%，為提升填單率於是再安排一位二線的放射師負責確認當天廢影
像登記是否錯誤，填單率因此提高到 95%以上，但耗費人力與結果不成比例，因此於 101 年開始了這項改善，目標為提升
廢影像統計正確率。  

材料與方法：本單位 X 光機的機型為 TOSHIBA KXO-50R，透過與儀器廠商工程師諮詢溝通，藉以儀器電腦輸出廢影像數
量及原因，減少人工的比例，也減少漏填及填寫錯誤的機會。先於 101 年 11 月測試，再與儀器工程師協調輸出的資料內容
為統計所需的資料，如日期、檢查部位、廢影像原因、放射師人事號、檢查序號與影像序號等，並於 102 年開始上線。

結果：自 2014 起開始使用儀器輸出的資料作為統計依據，至 2018/12/31 止，統計的結果於改善前 2012 及 2013 年機器端廢
影像數為 9543 張，填單廢影像數為 9321 張，廢影像統計正確率為 97.67%。於改善後 2014 年至 2018 年機器端廢影像數為
34154 張，廢影像統計正確率為 100%。改善前後可確實提升廢影像統計正確率。

結論：改善後可確實提升並維持正確率，也減輕了人力的耗損，順利完成統計的目標。並提供同體系醫療院所於同一種機
型的流程改善，可謂一舉多得。  

 

運用數位 e 化學習方式宣導如何正確穿脫隔離衣  Poster 031
OT-006 

梁家溱 魏毓芬 魏琇如 張淋鈞 陳麗萍 徐嘉偉 

國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每當有新進人員時，會使用 E 化影片教育的方式來教導新進人員，另外，在每半年也會幫科內同仁使用 E 化
影片教育的方式來複習，比起傳統只使用圖片引導人員穿脫隔離衣，E 化影片可以讓人員更加了解其步驟，減少因不夠了
解穿脫步驟所造成的感染，可有效預防感染與疾病傳播及醫療照護相互感染機會。

材料與方法：新進人員報到時，先使用圖片方式指導穿脫隔離衣進行考核，之後再利用 E 化影片教育方式指導穿脫隔離衣
再進行考核一次，發現在利用 E 化影片教育方式指導後，人員在穿脫隔離衣的流暢度提高，也比圖片來的更加有印象，另
外，在同仁部分，每半年也會在晨會上，使用簡報及 E 化影片方式幫大家再次複習，人數都有 20 人左右。  

結果：藉由圖片和 E 化影片方式讓新進人員和執行檢查的同仁，可以更加了解穿脫隔離衣的方式及流程，並藉由穿脫防護
裝備考評表，來考評新進人員及同仁的的穿脫方式是否正確，考評內容包含準備室穿戴防護裝備、病房脫除防護裝備、以
及在緩衝區洗手方式，滿分為 28 分，細項在海報的表格中，並在執行完穿脫隔離衣流程後，進行滿意度的調查，發現 E 化
影片方式給大家的滿意度達到百分百。  

結論：比較單純的使用圖片方式和使用 E 化影片教育的方式，此兩種方式在針對新進人員和執行檢查的同仁穿著隔離衣
上，使用 E 化影片教育的方式可以更快速的進入狀況，配合文字及口述，可以讓大家不會有模棱兩可 的感覺，一套完整的
作業流程，可以更快速上手，並達到降低院內感染的風險，所以本院會推行使用 E 化影片的方式讓大家了解穿脫隔離衣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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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根本原因分析(RCA)系統性回溯方法預防急診病患在檢查中跌倒  Poster 032
OT-007 

魏琇如  陳麗萍  魏毓芬  徐嘉偉  梁家溱  張淋鈞 

國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s analysis)是一種系統性回溯失誤並提出改善對策的分析方法。不良失誤的發生可能
有一個以上的多種原因,利用此種方法,可以讓我們從眾多因素當中抽絲剝繭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從而避免往後再次發生。急
診室病患跌倒,是常發生的意外事件。如何在急迫且病人量大的檢查環境下,盡量減少失誤發生的機率並同時維持檢查效率,
以提高醫療檢查的品質是急診室檢查的首要任務。本篇研究,針對實際發生之單一個案,應用根本原因分析(RCA)以系統性回
溯之方法,歸納出急診檢查室病人跌倒的實際原因,並且提對應改善的方法。

材料與方法：1. 依近端原因分析,個案是急診病人,面對病人隨時有突發的變化,未有防範因應措施,病人突發變化無法預測(病
人手環及檢查單位尚未標示預防跌倒), 2. RCA 評估「急診 X 光檢查作業流程」潛在的風險 3. 找出易導致作業失效的模式與
因應對策展開討論。 4. 分析於各流程中找出可能的失效模式。以急診檢查流程為例，我們分析出從急診開單到檢查室收
單、受檢過程中可能發生跌倒的失效模式包括了高跌病人 未醫囑與綁帶裝置不完備等因素。 5. 最後針對失效模式提出改善
方法(舉例:安全綁帶標準化)並以利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結果：1. 我們進一步利用 PDCA 將問題進行分析與討論,作為改善依據，再制定一個標準流程化，以作為人員訓練準則，持
續預防檢查中跌倒意外的發生。 2. 經一年的觀察,確實執行綁帶裝置後,急診跌倒發生率下降至 10％  

結論：病安的課題，非一蹴可及，是要站在病患角度不斷用心觀察揣摩。跌倒的發生可透過許多方法加以預防，除了確實
執行綁帶外,多些關心及詢問,即可提早做出防範。預防跌倒的觀念有賴於教育訓練的落實與傳承。作業要依照標準化流程，
且能靈活運用，如此才能真正為病患打造一個安全又舒適的就醫環境。

 
運用診間系統及貼紙實施病人安全預防跌倒-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腫瘤

科為例  
Poster 033

OT-008 

蔣承翰 1 黃旼儀 1,2 蘇素貞 1 李正福 1 楊舒涵 1 鐘盈佩 1 郭銘斌 1  

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放射線治療學科 

背景及目的： 預防跌倒的目的在於提供病人安全環境與防護措施，使病人在發生跌倒意外之前能達到預防的作用。本科目
前配合院方政策運用診間系統每天對每個病人進行預防跌倒評估，並將其結果登錄至診間系統以及在放射治療手冊上貼上
貼紙，讓全院門診知道該病人是否有跌倒風險。 

材料與方法： 本科在預防跌倒作業中分成兩大部分，診間系統作業及實體作業。 診間系統作業：使用診間系統進行評估
登錄。診間系統的預防跌倒登錄流程為：登入診間系統→ 點選病人，系統判斷今日是否評估過，若無則跳出視窗要求今日
做評估→點選未評估視窗，勾選跌倒風險選項→回到病人清單審視是否審核完成，且會有預防措施指導該如何預防。預防
跌倒的評估項目有步態不穩、視覺障礙、使用輔具、長照機構轉來就診病人且臥床或需協助活動、三歲以下小孩、接受鎮
靜及麻醉等。　實體作業：當評估結果是具有跌倒風險時，會在照射紀錄及手冊上貼上預防跌倒專用貼紙，讓大家知道該
病人是需要特別注意具有跌倒風險。在衛教的過程中講解預防跌倒措施並給予衛教單張，要求病人或家屬於衛教一覽表簽
名留下紀錄。  

結果： 診間系統作業及實體作業實施結果如圖。每日對每個病人都執行預防跌倒評估的成效是正面的，此政策執行至今本
科尚未出現不幸的跌倒意外。藉由將其評估結果登錄至診間系統串聯全院，使得門診及具有診間系統電腦的地點（如本科
治療室），都可以得知病人的狀況。並且本科在放射照射紀錄及手冊上都有貼上貼紙，可在病人來到放射腫瘤科時從掛號
到治療結束離開本科全程管控其動向，減少其跌倒風險。

結論： 雖說整體成效是正面，但也有缺點。譬如一、在本科治療室時，由於每位病人僅有五分鐘不到的空擋，使用電腦的
時間較為短暫，評估結果若為需要預防跌倒時需要較長的作業時間，就會佔用到執行臨床業務的時間。二、治療室空間不
足無法放置具備診間系統的電腦，護理師在登錄時得去別處使用，導致執行臨床業務會有護理師不在現場的狀況。病人安
全是是醫療品質的根本，也是病人與醫療工作者間的信任橋樑，唯有做好病人安全才能讓醫療的成果充分地展現。科技的
進步使病人安全成效得到提升，現階段還是有些許不方便但我相信這些都是過度期，期待未來在醫品方面可以藉由資訊整
合達到更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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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BMI 值觀察下肢身體組成與下肢肌力相關性  Poster 034
OT-009 

李國齊 1 陳威霖 1 張正昂 1 廖婉均 2 張愷玲 2 賴仲亮 2* 

1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放射診斷科 
2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復健科 

背景及目的：身體質量指數(BMI)是用來衡量肥胖的標準值，在臺灣，BMI ≧ 27 kg/m2 即為肥胖。本研究目的為利用 BMI
值觀察下肢身體組成與下肢肌力相關性，觀察肥胖是否會影響下肢身體組成與下肢肌力。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分別招募 13 位（BMI < 27 kg/m2）及 13 位（BMI ≧ 27 kg/m2）受試者，分別利用 DXA （Discovery-
W, Hologic, Bedford, MA, USA）測量下肢身體組成及利用等速肌力測量儀（Biodex System 4 Pro, Biodex Medical Systems, 
Inc, New York, USA）測量下肢肌力，所得數據利用 SPSS 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數先觀察 BMI 值與下肢身體組成與
下肢肌力相關性，再觀察 BMI < 27 kg/m2 及 BMI ≧ 27 kg/m2 受試者與下肢身體組成與下肢肌力相關性。  

結果：BMI ≧ 27 kg/m2 受試者 BMI 值與下肢脂肪量呈現顯著之正相關（左腿：r = 0.61，p < 0.05；右腿：r = 0.66，p < 
0.05 ）。BMI < 27 kg/m2 受試者下肢肌肉量與下肢肌力呈現顯著正相關（左腿：r = 0.76，p < 0.01；右腿：r = 0.80，p < 
0.01）； BMI ≧ 27 kg/m2 受試者下肢肌肉量與下肢肌力呈現顯著正相關（左腿：r = 0.64，p < 0.05；右腿：r = 0.76，p < 
0.01），下肢脂肪量與下肢肌力呈現顯著負相關（右腿：r = -0.56，p < 0.05）。

結論：下肢脂肪量越高造成 BMI 值越高，BMI 不管在 < 27 kg/m2 或是 ≧ 27 kg/m2 時，下肢肌肉量與下肢肌力皆呈現顯著
正相關，但 BMI ≧ 27 kg/m2 相關程度稍微小於 BMI < 27 kg/m2 受試者，且下肢脂肪量與下肢肌力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
脂肪量會造成肌力下降，所以必須抑制脂肪量增加，且維持或增加肌肉量及肌力，來保持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

 

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出席率成果分享  Poster 035
OT-010 

李正福 1 郭銘斌 蔣承翰 1 楊舒涵 1 陳怡孜 1 鐘盈佩 1 謝佩螢 1 黃旼儀 1,2,3,4  

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放射腫瘤科 
2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3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放射線治療學科 
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背景及目的：由於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學生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放射腫瘤科出席情況每況愈下，希望
藉由刷卡機制能夠瞭解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學生實習出席率情況。

材料與方法：利用微電腦打卡機 DF-888Ⅱ每日紀錄 107 學年度 28 位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學生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念醫院 放射腫瘤科實習期間的出席與遲到情況，並加以分析其結果。

結果：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學生原本是不需要簽到，由於隨機抽查實習學生出席情況，發現出席情況每況愈下，所
以藉由刷卡機制能夠瞭解實習學生出席情況。 在 107 學年度實習期間，28 位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學生中，以三方面
探討。 出席率為 64.3％，缺席率為 35.7％。 缺席率而言，病假占 10％、事假占 90％。 依規定實習時間準時為 67.9％，遲
到為 32.1％。  

結論：107 學年度實習學生的出席率結果顯示有待加強，所幸部分實習學生富有責任感，在實習結束後自行補課加強。自
行補課實習學生以不扣分方式鼓勵，並希望藉由刷卡機制能與缺席率扣分方式(每小時扣總分 0.1 分)能夠降低未來實習學生
實習缺席與遲到的情況。  

 

運用品管圈手法通過國家品質標章認證—以地區醫院為例  Poster 036
OT-011 

吳昭儀 1 李玉燕 1 劉泓佶 1 林子謙 1 林志展 1 莊仁賓 2

1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放射科 
2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外科 

背景及目的：本研究運用品管圈手法，協助放射科通過 2018年國家品質標章認證(Symbol of national Quality,SNQ)，經過品管圈進
行主題選定、現況把握、要因解析、對策擬定等一系列計畫後，能提供放射師們對於國家品質標章認證之相關資訊整合、題目發
想、主體大綱架設、細部資料修正等方向。提昇放射師對於認證計畫執行效率，同時能減少醫院管理及協助成本。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在 2018 年 6 月由放射科組成品管圈，並收集 2016 年 1 月至 2018 年 6 月，電腦斷層影像個案共 2582
件，其中急診放射科報告時效平均 24 小時，依據系統數據分析，將急診報告時效性原因歸類為「醫師因素」、「放射師因
素」、「臨床因素」、「其他」四大類，並依據柏拉圖 80/20 法則，將「醫師因素」、「放射師因素」定為改善重點，利
用放射師間腦力激盪與尋求醫師遠端協助，進行要因解析與設定目標值報告時效改善率 66.7%進行相關對策實施與檢討。

結果：此次品管圈活動參考衛生福利部醫療影像判讀中心模式，建立院內雲端檢閱系統，將急診影像報告完成時間在必要
情形下降低為 2~4 小時，改善率 83.3%以上。將地區醫院急診醫療人力資源不足之劣勢，轉為配合衛生福利部推動之醫療
分級制度，於緊急情況下降低急診報告時效。將偏鄉地區醫療效益最大最佳化。

結論：本科利用品管圈手法建立院內雲端檢閱系統，配合放射專科醫師遠端支援，利用雲端檢閱連結急診專科與放射專科
醫師，找出影像病灶，減少病安危急事件可能性、病患轉診時間縮短、雙專業醫師影像即時判讀。本科於 2018 年國家品質
標章認證(Symbol of national Quality,SNQ)中以「雲端審閱零距離，團隊合作更放心」為題獲得品質標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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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品質管理分析 (QCC)手法降低胸部 X 光影像品質缺失率  Poster 037
OT-012 

呂孟珊 王雅君 王瑞雄 鄭建成 陳來發 許昭禹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胸部 X 光檢查是很重要的攝影之一。運用品質管理分析(QCC)手法來改善影像品質缺失率，提供醫師判讀上
能更精準判斷病兆，以利得到最佳診斷資訊。  

材料與方法：本次全面性蒐集門診、急診、住院病人胸部 X光影像，統計 107年 5月 1日至 5月 7日檢查共 1408例，影像品質
缺失 432例，改善前總比例為 30.68%。針對影像缺失率，依據 80/20法則繪製柏拉圖找出吸氣未吸飽、擺位未正及假影三大原
因。評估圈能力後，期望目標值由改善前 30.68%降低為 15.34%。經圈員們腦力激盪後找出各項原因繪製魚骨圖。依據現場、現
時、現物進行真因驗證調查。調查結果以三大對策群組進行八項真因對策擬定，並執行 PDCA檢討與改善。  

結果：對策群組一：對於吸氣未吸飽之三項真因當中，實施對策有(1)利用教育訓練方式宣導同仁如何利用呼吸器判斷曝照
時機(2)製作各國語言告示牌(3)增設指示燈號代替放射師口令。對策群組二：擺位未正兩項真因當中，實施對策有(1)利用教
育訓練方式宣導同仁使用輔助器讓病人躺正(2)增設常規攝影檢查流程稽核表。對策群組三：假影三項真因當中，實施對策
有(1)收集各種不便更衣的解決方式(2)增設放射科常規攝影檢查流程稽核表(3)在各攝影室設置夾子，可夾病人頭髮及衣服。
統計 107 年 8 月 28 日至 9 月 3 日改善後的結果，檢查總例數共 1261 例，缺失例數 148 例，影像缺失百分比降為 11.74%，
（改善前-改善後）/改善前，降幅約 62%。此次活動將稽核表納入標準化文件，督促同仁執行檢查遵照標準流程提高檢查
品質。檢討與改進中，多國語言翻譯有誤已更正為正確版本。各攝影室也皆完成指示燈安裝。  

結論：經圈員們努力後又更精進對策與輔具，如燈號指示圖示化、增加震動雙向回饋遙控器及點字說明卡。在 107 年 10 月
至 108 年 4 月效果持續追蹤下，影像缺失率大幅下降至 5.3%。此次品管圈全面針對影像缺失率做改善，提升影像品質以利
於醫師判讀並給予病人更好的就醫品質。  

 
利用 GOOGLE 表單與 LINE NOTIFY 建置放射診斷科異常影像通報機制-以中部某教學

醫院放射診斷科為例  
Poster 038

OT-013 

黃倩慈 1 黃大維 2 邱啟鴻 1  

1天主教若瑟醫療財團法人若瑟醫院放射診斷科 
2雲林基督教醫院放射技術課 

背景及目的：臨床醫療工作繁忙，病人資訊在醫療團隊內如何有效傳達，一直都是各家醫院重點改善項目，在放射診療作業中，
放射師執行各項影像檢查，並將結果傳至 PACS，由放射診斷科醫師繕打報告，因此放射師往往是第一線發現異常影像的人員，
如何將具有重大臨床意義且危及生命之異常影像，快速且有效的傳達給放射診斷科醫師，亦是近幾年評鑑之重點項目，因此本院
放射診斷科嘗試利用通訊軟體 LINE所開放之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服務，串連 GOOGLE表單與 GOOGLE試算
表，建置放射診斷科內部影像異常通報機制。  

材料與方法：異常影像的判定，需要極豐富的臨床經驗，因此為避免大量的無效通報，我們先於內部邀請放射診斷科醫師，進行
一系列影像教學，並且定調通報的影像類型為氣胸、主動脈剝離、出血等具有重大臨床意義且危及生命之異常影像，其後，透過
GOOGLE表單建置通報內容及選項，並以此產生 GOOGLE試算表，作為紀錄統計分析之用，我們將 GOOGLE表單轉換為 QR 
CODE，張貼在各攝影室工作站，放射師日常作業中若遇有符合通報條件之影像，即可掃描 QR CODE，進入表單填寫通報內
容，當填報之內容被記錄到 GOOGLE試算表時，會觸發 LINE NOTIFY的 API服務，此時加入通報群組的放射診斷科醫師，會收
到 LINE NOTIFY的訊息通知，告知異常影像，盡速查閱影像並完成報告及後續作業。

結果：我們在 107年 11月開始進行內部異常影像基礎辨識教育訓練，並於 107年 11月張貼 QR CODE於各攝影室進行測試，108
年 3月正式上線運作，截至 108年 5 月底止，共通報了 23件異常影像。其中並以 CT影像、顱內出血為大宗。  

結論：利用 GOOGLE表單與 LINE通訊軟體作影像通報機制，可以迅速並有效地通知報告醫師，讓醫師能盡快完成報告製發與
後續處理，為了避免有病人個資外洩問題，在設計回報內容上，我們僅保留病歷號作識別，LINE群組也僅限於單位主管與相關
報告醫師，因此個資外洩風險可大幅降低，另外，利用 GOOGLE試算表，也可減少統計報表的行政工作，在建置的成本上，也
無需耗費人力及物力管理。  

 

複合手術室多軸透視系統在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切除毛玻璃狀病灶的經驗分享  Poster 039
OT-014 

江家禎 何俊泓 李政君 

童綜合醫院醫療社團法人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以肺葉切除為例，傳統開胸手術需要 15~25 公分以上的大傷口才能完成，不僅病患的疼痛感大，衍生的術後
併發症也高，所以使用電腦斷層導引胸腔鏡切除病灶手術為現今最普及的微創手術。在複合手術室使用 SIEMENS Multi-
axis ARTIS pheno 透視系統中的雷射定位儀導引來幫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定位時可以縮短時間間隔，免除了兩地運送，大
幅降低定位後到執行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間的不確定因素。

材料與方法：在複合手術室使用 SIEMENS Multi-axis ARTIS pheno 透視系統來輔助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切除毛玻璃狀病灶
上，病患在進入複合手術室進行準備事項及全身麻醉後，擺好手術姿勢並且消毒鋪無菌單，然後使用 Multi-axis C 型手臂執
行 Syngo DynaCT 的技術取得影像資訊，Syngo DynaCT 是 SIEMENS 使用於 ARTIS 系統 3D 掃描獲得的 2D 投影圖像重組成
類似電腦斷層切面及立體影像,確認後經由 SIEMENS Syngo Needle Guidance 導引軟體將儀器移動至定位角度，輔助醫師將
導引針導入病灶周圍後將甲基藍注入或線圈放入。

結果：在複合手術室使用多軸透視系統過程中病患因全身麻醉而沒有扎針的疼痛感及恐懼，並且可以由呼吸器輸入固定的
氣體量使病灶的位置不會因呼吸而造成位移。更進一步對於非單一部位的病灶，使用多軸透視系統來導引定位更是比傳統
CT Guide 定位更加便利及快速。所以利用在複合手術室使用多軸透視系統輔助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切除毛玻璃狀病灶上，
流程上可以比傳統電腦斷層導引輔助更加縮短手術的時間，且讓病患不會有執行導引中扎針的疼痛感及恐懼並且大幅降低
的輻射劑量和大幅降低定位後到執行影像導引胸腔鏡手術間的不確定因素。

結論：雖然在複合手術室使用 Syngo DynaCT 有許多便利，但執行上仍有其限制，如病灶體積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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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中腸轉位異常 ( Midgut malrotation ) 病例報告  Poster 040
OT-015 

林其昌 1 王敏芝 2  

1恩主公醫院放射科 
2桃園市觀音區衛生所 

背景及目的：病患為 51 歲女性，3 月因劇烈腹痛診斷為腸沾黏，進行右半結腸切除術，術後 4 月起因經常性腹痛、嘔吐，
反覆至急診就醫，其胸部 X 光與站立式腹部 X 光檢查報告皆為正常。腸胃道是長條管狀結構，分成前腸(foregut)、中腸
(midgut)、後腸(hindgut)。中腸是由上腸系膜動脈供應營養，與前腸、後腸長度相當，最後構成中段十二指腸至末端橫結腸
之間的構造(如圖一)。會診腸胃科醫師後建議進行 UGI 攝影檢查與門診追蹤。

材料與方法：病患於右半結腸切除術後，5 月進行上消化道鋇劑攝影檢查(Upper Gastrointestinal Series,UGI)，鋇劑流速正
常，於檢查右前斜位(RAO)時，發現流動方向與正常方向不同，先往上而後旋轉向下流動，懷疑為發生極罕見之中腸扭轉
(Midgut non-ration) (如圖二)，病患服用鋇劑後開始發生輕微腹部疼痛、輕嘔現象，經坐姿適度休息後舒緩不適症狀。醫師
進一步腹部電腦斷層檢查(如圖三)，雙重檢查確認其病變位置。幸未出現腸缺血(bowel ischemia)的情況產生。  

結果：UGI 診斷為 Malrotation of midgut with peritoneal location of distal duodenum. 經由 CT 腹部影像重組冠狀面(Coronal 
view) 再次確認腸道走向異常，發現病灶位置。UGI 檢查優勢在於非侵入性只需服用對比劑，鋇劑不會被腸胃道所吸收，2-
3 天會正常排出身體無負擔，但影像解剖位置多為重疊，而 CT 的優勢在於可經由影像重組提供多平面(Axial view ; Coronal 
view ; Sagittal view)幫助診斷。而臨床檢查選擇上，有賴於醫師豐富經驗累積。臨床成人發生率約 1%，大部分發生位置為
十二指腸，盲腸次之，兒童則是小腸較為常見。 

結論：流行病學上多好發於新生兒或老年人，先天性腸扭轉發生率約為六千分之一，嚴重時會造成腸壞死，腸扭轉很難預
防，主因是一般民眾並不清楚自己的腸道或骨盆的先天結構是否出了問題，男女比約 2.5：1。針對老年人則要注意飲食，
不要吃太多纖維太粗的食物，避免便秘，可減少乙狀結腸扭轉的情況發生。文獻結果顯示 67%以腸扭轉(volvulus)表現，其
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須進行手術切除腸道，包括解除腹腔內的腸粘黏現象，將正常腸道回歸於正常位置。  

 

應用二次灌注法，降低大腸鋇劑攝影影像不良率及病人安全  Poster 041
OT-016 

賴國慶  李彩鳳   李棟湖 

臺中榮民總醫院 埔里分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探討執行大腸鋇劑攝影(lower GI)檢查時，應用二次灌注法方式，降低影像不良率及病人腹脹不適感，提升放
射線檢查時影像品質及病人安全。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蒐集某地區教學醫院 2018 年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接受 lower GI 檢查之患者(含門診、住院)，共
202 例。使用機型為透視 X 光機(HITACHI)。執行大腸鋇劑攝影(lower GI)檢查時，應用二次灌注法的方法：將灌注大腸的
鋇劑總量 420 毫升，先灌注 220 毫升後，透視鋇劑填充的情形，再決定後續灌注鋇劑量及空氣。以此方法來降低:(1) 小腸
影像呈像的不良率(2) 鋇劑不足(3) 空氣不足等不良影像及病患腹脹不適感。

結果：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2018 年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 lower GI 檢查影像不良率平均為 23.2%，應用二次灌注法
後，截至 2019 年 01 月至 05 月統計分析數據得知：(1) 小腸影像呈像的不良率由 19.2％降至 4％，(2) 鋇劑不足的影像不良
率由 6.2％降至 1.2％，(3) 空氣不足的影像不良率由 5.3％降至 1.0％，整體影像不良率改善率平均降低至 6.2%。以及病人
安全之病患腹脹不適感由 16.6％降至 3.2％。  

結論：造成上述影像不良率及影響病人安全的原因有：在執行大腸鋇劑攝影(lower GI)檢查過程中，鋇劑一次總灌注量過
多、檢查時擺位姿勢不正確，造成鋇劑流向錯誤、空氣灌注量太多、病患檢查時緊張造成大腸 Spasm、或是不可抗拒的原
因因素。應用二次灌注法，降低上述影像不良率及病人檢查時腹脹不適感。 在實施大腸鋇劑攝影(lower GI)檢查過程中，應
用二次灌注法方式，將傳統一次性的鋇劑灌注法修改，來降低小腸影像呈像的不良率及病人檢查過程中腹脹不適感。藉此
方法能有效監控影像品質與病人安全，提昇放射診斷科醫療品質。

 

個案分享---尿道創傷  Poster 042
OT-017 

劉柏揚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尿道創傷事實上並不常見,主要為男性病患發生,處理的方式和創傷的程度有關,尿道分為前段尿道包括球狀部
及 pendulous 部,後段尿道包括攝護腺部及膜狀部。膜狀部尿道是後段尿道最容易受傷的部位,當骨盆骨折後骨折處刺破尿道
或骨折部移位使尿生殖膈移位撕裂創傷。常見的症狀有下腹疼痛、尿道流血及排尿困難。本案例為一 58 歲男性患者意外被
木板砸傷後經診斷為骨盆閉鎖性骨折引發尿道創傷並無法順利排尿。

材料與方法：本案例使用 TOSHIBA Aquilion CXL 128-slice CT scanner，使用腹部常規掃描參數，Iopamiro-370 非離子水溶
性對比劑，注射速率 2.5ml/sec，注射量 75c.c.。掃描後重組影像包含軸狀面、冠狀面與矢狀面。另外執行 Pelvis 和 Hip 一
般 X 光攝影。並在做完膀胱造廔 12 天後使用透視攝影進行尿道攝影檢查。

結果：經由判讀 CT 之影像，觀察到骨盆骨折和陰莖出血。 經由判讀尿道攝影發現在膜尿道下面有外滲阻塞。 本案例一開
始的處置為膀胱造廔。並在約兩周後進行尿道攝影，發現膜尿道下面有外滲阻塞，於一周後進行 optic urethrotomy 且在尿
道鏡上發現完整的尿道閉塞與尿道纖維化。進行尿道切開術以釋放 1cm 的閉塞，然後將窺鏡放入膀胱，再 on foley 排水和
去除膀胱造瘻。病人在手術後病情穩定且出院。 

結論：尿道攝影檢查方式為經由膀胱注入顯影劑後先拍攝膀胱正面及斜位相，然後，請受檢者排尿，並透過即時透視和擷
取影像讓醫師能確認尿道狹窄長度並觀察顯影劑外滲的部位及程度，再來進行手術。此案例因尿道創傷後損傷嚴重，疤痕
組織造成尿道閉鎖缺損，因而無法順利排尿，順利找出病灶且手術治療後，病人恢復良好。由此可知，尿道攝影檢查對於
尿道創傷相當重要。尿道攝影可分類為排尿膀胱尿道攝影術(功能性檢查)、順行性尿道攝影檢查、逆行性尿道攝影檢查，
適應症為泌尿道狹窄阻塞或廔管形成、泌尿道創傷、泌尿系統結石、排尿困難等病變，主要都是偵測評估尿道之病灶，經
由醫師對於病人的情況做出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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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modify patients’ standing posture to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of mammography.  
Poster 043

OT-018 

Chia-Chi Mu   Hsiu-Ti Wu   Tai-Ching W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 Mei Hospital, Chiali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deal mediolateral oblique view for mammography, the radiographers must pull the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ou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extend down to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nipple line(PNL.). The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must be 
stretched widely enough to show the curve of the anterior edge, which can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for the clinician to interpret.  

Materials and Methods: Using three different body shapes such as a extremely thin body type, a normal body type, and a patient 
with a strong and obese upper portion. To increase the pull-out portion of the pectoralis major completely by semi-lying posture and 
away from the detector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mediolateral oblique view of mammography.  

Results: Every patients who had performed in this method since 2017, except for patients with shorter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Using Excel software for statistics,approximately 85%, we can pull out the pectoralis major and contain adipose tissue behind the 
deep mammary glands, and this is also the way that we can alleviat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adiographers feels that the closer distance to the detector is, the more mammary glands can be 
pulled out, but it is not related to the pectoralis major muscles. We may need to delete the images and retake them and at the 
meantime the radiographers will need to spend more energy to fix the position of the shoulders. This kind of standing position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body types, and the radiographers only need to adjust the patients’ standing position and posture, 
and it can fully show the images, reduce the rate of retaking and alleviat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  

 

全脊椎 X 光攝影(Whole spine scanography)輔助器具  Poster 044
OT-019 

王志揚 余俊達 趙玉潔 楊皓喬 

麻豆新樓醫院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全脊椎 X 光攝影(Whole spine scanography)，採站立姿勢拍攝數張 X 光片，再經由電腦後處理拼接影像，類似
相機的全景模式。因此影像必需藉由量尺刻度，以顯示何處為影像重疊之處，才可以將影像完整拼接。 本研究為製作輔助
器具用以固定全脊椎 X 光攝影所用之量尺，可避免量尺晃動，而導致影像品質不良，需額外花費時間拼接影像或是對受檢
者重複檢查。  

材料與方法：我們就針對量尺固定的方向來製作器具，利用冰棒棍、膠水與雙面膠，製作量尺固定器具(圖 1)。 器具分為
三部份，分別是固定於立式攝影台(Bucky Stand)的上緣與下緣(圖 2)，以及固定於地板的量尺底座(圖 3)，如此便可以只移
動攝影台而不會去移動到量尺。輔助器具非一次性耗材，可重複使用且製作簡單，使用完畢只需將輔助器具拆下，便可恢
復原狀。 而扶手的部份，可利用點滴架或是ㄇ型助行器，讓受檢者有抓握的地方，防止身體晃動即可。如使用小梯子讓受
檢者站上去，亦可以做全下肢攝影。  

結果：1.未使用輔助器具而使用透氣膠帶固定量尺的影像(圖 4)，移動攝影台上下時量尺也會跟著移動，導致影像拼接時無
法完全吻合，必需額外花費時間拼接影像，如果受檢者又有稍微晃動到，更可能需要重新拍攝。 2.使用輔助器具的影像(圖
5)，因移動攝影台上下時量尺完整固定，所以影像拼接時，只需要將量尺刻度對齊，即可使影像完全吻合。 3.為實驗輔助
器具是否真的能降低拼接影像的時間與重照率，我們以 10 人為一組，分為兩組進行比較，第一組不使用輔助器具，第二組
使用輔助器具，比較拼接影像的平均時間與重照率。 實驗結果如表格 1 所示，第一組的拼接影像平均時間是第二組的兩
倍，而第一組的重照率更是高達 45%。  

結論：X 光機儀器廠商有設計，量尺與扶手一體成形，專門用於全脊椎 X 光攝影的固定支架，但是價格昂貴。 所以本實驗
以自製全脊椎 X 光攝影的固定支架，亦可達到效果。

 

探討雙側髖關節骨質密度值於體重和身體質量指數的相關性  Poster 045
OT-020 

陳瑋茹 洪世彥 謝佳穎 洪嘉陽 鄭于吟 張裕綱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雙能量 X 光吸收儀(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為檢測骨疏鬆的黃金標準儀器。藉由骨質密度 T 值
(T-score)來判斷罹患骨質疏鬆。2015 年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中提到體重與骨質密度略呈正向關係，因此
本研究利用雙能量吸收儀來探討雙側髖關節骨質密度值與體重和身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 BMI)之關係。 

材料與方法：在 2016 年中利用 Hologic QDR 4500 儀器檢測，收集男性 14 人、女性 67 人，平均年齡為 64.11 歲。樣本數排
除髖關節置換術、骨折、罹癌與非設定年齡層區間(50 歲以下)的受檢者。檢查前向受檢者量測身高與體重，並使用 DXA 執
行雙側髖關節的檢查測得髖關節和股骨頸的 T 值，並在資料收集完整後使用 SPSS 15.0 進行獨立樣本 T 值、PEARSON 相關
係數的統計分析以及放射科醫師的影像判讀。  

結果：在體重方面，平均體重為 60.51 公斤。髖關節和股骨頸分析中，右側股骨頸和髖關節相關係數分別為 0.478 與 0.450 
(p＜0.001)，左側股骨頸和髖關節得相關係數分別為 0.458 和 0.400 (p＜0.001)。因此體重與雙側髖關節有顯著正相關。BMI
方面，平均 BMI 為 24.29（kg/m2）。在右側股骨頸與髖關節相關係數為分別為 0.368 與 0.411( p＜0.001)。左側股骨頸與髖
關節相關係數分別為 0.434 與 0.378 (p＜0.001)。因此 BMI 值與雙側髖關節有顯著正相關。

結論：在 2015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識及指引提到體重與骨質密度略呈正向關係，本次研究中亦顯示左右髖關節的
骨質密度值與體重成正相關。在 BMI 值中亦顯示與骨質密度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因此當 BMI 值越高，在髖關節中 T 值相
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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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地區女性正常腰椎骨質密度參考標準之建立與探討-回溯性研究  Poster 046
OT-021 

陳正達 1,2 張雅雲 3 黃慧瑜 4 夏錦峰 1,2 葉宇捷 1,2* 

1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2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3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健康管理中心 
4台東縣成功鎮衛生所 

背景及目的：根據地區性骨質密度參考標準評估骨質疏鬆症程度，是較為準確的診斷方法。骨質疏鬆症好發於停經後婦
女，因此本研究想探討宜蘭地區女性之正常骨質密度值並建立參考標準。

材料與方法：統計影像資料庫內 2007 至 2011 年期間宜蘭地區健康女性之骨質密度值共 815 人，以年齡分組，記錄 Hologic
骨質密度儀測量之腰椎(L1-L4)骨質密度值。透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各年齡組別平均骨質密度差異評估。 

結果：大部分女性腰椎平均骨質密度值都隨著年齡增高而遞減( p<0.001)。而骨質密度最大下降率出現於 51-60 至 61-70 年
齡組之間，也發現 81-90 年齡組的骨質密度值有上揚的趨勢。

結論：本研究統計出宜蘭地區各年齡層之女性平均骨質密度值，除了建立參考標準可提供醫師診斷骨鬆症外，也發現宜蘭
女性在 51-60 歲時可能將會有較大的骨質流失情形。

 

使用地區性骨密參考標準探討腰椎與髖關節對骨質流失程度的差異：整合性重新統合分析  Poster 047
OT-022 

陳正達 1,2 張雅雲 3 夏錦峰 1,2 葉宇捷 1,2* 

1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影像醫學部
2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3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健康管理中心

背景及目的：先前研究指出，老化導致的骨質流失是造成老人腰椎及髖關節骨折的主要原因，在台灣 50 歲以上女性因骨質
疏鬆症導致腰椎與髖部骨折的機率高於男性，但髖部骨折造成的死亡率卻低於男性。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之雙能量
X 光吸光式測定儀(DXA)骨質疏鬆診斷標準中，建議從全腰椎、全髖關節及股骨頸三個部位選擇最低 T 值作為評定骨質疏
鬆症的依據，假若能與地區性骨質密度參考標準做比較，可得到更準確的 T 值及骨質流失的程度，但目前 DXA 測量的部
位及骨質流失的程度(最低 T 值)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明確的共識。本研究透過地區性骨質密度參考標準，進行腰椎與髖關節
對骨質流失程度差異的探討。 

材料與方法：收集 2009-2011 年期間，宜蘭地區 21-90 歲之間男性(351 位)和女性(346 位)全腰椎、股骨頸及全髖關節之骨質
密度值(BMD)，與先前文獻發表的宜蘭地區正常成人腰椎與髖關節骨密度原始數據(n=2602)進行整合式重新統合分析，透
過整合後的青年人正常平均骨質密度值和標準差算出 T 值，並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DXA 的 T 值診斷標準判斷骨質流失程
度，經過交叉比對統計三個部位的骨質流失程度(正常、骨質缺乏、骨質疏鬆)。男性與女性青年人之間各部位之正常骨質
密度原始數據均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探討男女骨質密度差異性評估。T 值=(受檢者 BMD 值-青年人 BMD 均值)/青年人
BMD 標準差。  

結果：宜蘭地區男性及女性骨質骨質缺乏人數為 145 人(41.31%)及 86 人(24.86%)，骨質疏鬆人數為 19 人(5.41%)及 218 人
(63.01%)。男性青年人(21-30 歲)腰椎與髖關節的平均骨質密度值都高於女性( p<0.001)。腰椎及髖關節部位反應最低 T 值的
機率各別為男性 85.75%、40.46%及女性:60.69%、95.38%。

結論：經整合性重新統合分析後，得知宜蘭地區骨質疏鬆症盛行率約為 34%，並發現男性腰椎部位和女性髖關節部位有較
高的比例能反應出最低 T 值。在臨床骨質密度檢查中，當只作單一部位時，可選擇對於最低 T 值較敏感的部位執行，提升
正確判斷骨質流失程度的機率。  

 

案例報告：良性纖維囊腫變化呈現惡性型態顯微鈣化之臨床表徵與檢查方式  Poster 048
OT-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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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2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台北馬偕紀念醫院放射線科

背景及目的：纖維囊腫變化（Fibrocystic changes）是女性造成乳房疼痛及形成乳房腫塊最常見的原因，其為乳房發育與退
化過程的一種異常變化。有時乳房攝影影像中的鈣化點會呈現與惡性乳癌相似的分布與型態。透過此特殊個案來分析良性
纖維囊腫呈現惡性型態顯微鈣化需透過何種檢查方式排除惡性的可能性。

材料與方法：個案為 52 歲女性，於 101/06/28 乳篩檢查發現乳房右側 8-9 點鐘影像呈現叢聚性的微小鈣化，形狀呈現多重
線性/細線狀(Segmentally distributed, clustered microcalcifications with punctate, linear & pleomorphic morphology)，高度懷疑為
惡性表徵，報告為 BIRADS 4C。因觸診無明顯硬塊，檢查採不具侵襲性且準確率高的粗針切片 (core needle biopsy) 配合自
動彈射切片槍(automated biopsy gun) 利用 14 號粗針操作；從病灶抽取足夠的組織樣本以供病理檢驗。另於 102/4/27 
Mammography 影像上之鈣化點依舊惡性表徵顯著，故報告為 BIRADS 4b，於 102/5/22 採取細針定位外科切片切除術
(bracket Needle localization for excision biopsy) 把鈣化組織進行三個方向定位，利用外科手術方式取出大範圍組織切片，再
經由病理分析加以診斷。  

結果：本案例經過 core needle biopsy 與 bracket Needle localization for excision biopsy 的檢查及外科手術，病理報告皆確診為
良性纖維囊腫變化，最終結果皆為 BIRADS 2。  

結論：良性纖維囊腫變化在 mammography 影像上呈現惡性表徵的鈣化極為罕見，此特殊案例若未經過 core needle biopsy 與
bracket Needle localization for excision biopsy 的檢查及外科手術則無法得知最後結果。為確保不正常的乳房組織轉變為惡性
腫瘤，建議患者持續追蹤，於 107/6/13 mammography 影像上皆無異常的組織變化，但仍建議個案每年定期追蹤，才能夠早
期發現早期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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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兒童寰樞關節前後位相、側位攝影，以側位相優先擺位輔助張口攝影  Poster 049
OT-024 

劉書瑜 陳品辰 沈雨婕 葉政亜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寰樞關節半脫位為兒童頭頸部歪斜主要原因之一，因脫位情形引起寰樞關節不穩，使齒狀突移位可能造成不
可逆之神經損傷，診療此類病童時，臨床醫師會以牽引手術或止痛方式進行治療。治療前後必須以寰樞關節一般攝影進行
追蹤，而孩童配合度通常不高，常導致投影位置偏差，造成多次曝射，增加醫療輻射暴露之風險，為減少醫療輻射暴露的
次數因而優先以側位像（C1-2 Lateral view）作為寰樞關節張口正位相（C1-2 open mouth AP View）的輔助影像，盡可能為
病童降低檢查次數，達到醫療輻射暴露合理抑低的精神，為本研究的最大目標。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共收集 58 例寰樞關節半脫位的兒童患者，其中 39 位以側位相優先執行，另 19 名以正位相優先執行。
作者透過優先執行側位像影像，顯示齒狀突(odontoid process) 與殘影區上排牙齒下緣線之夾角關係，若兩者呈 90 度，病童
擺位時正位相應盡可能和側位相擺位一致，管球中心射束水平入射。大於 90 度，則正位相時應比執行側位相時更低頭或者
中心射束朝腳側入射，而小於 90 度，則是仰頭或中心射束朝頭側入射。

結果：結果顯示 39 名優先側位相執行之病童比 19 名先執行正位相之病童更能有效提供解剖關係位置，減少兒童醫療輻射
暴露之風險，同時也發現使用此方法之重照張數比未使用此方法的平均醫療輻射曝射減少 1.07 次，先行使用側位相照射的
攝影方式相比於正位相優先執行的攝影方式在重照率上減少了 15.85%。

結論：兒童寰樞關節牽引手術需要很精準擺位的張口正位相，若齒狀突與寰椎兩側椎體間距不對稱，會影響臨床醫師誤判
牽引手術之重量調整和治療計劃。側位相對於寰樞關節攝影除了能充分顯示齒狀突與寰樞椎弓之距離變化外，更可利用該
影像受散射線曝射而輕微顯像的殘影區域所提供的解剖資訊讓開口正位相（C1-2 open mouth AP View）在執行上更精確的
擺位進而達到減少兒童因醫療輻射曝露所接受到的輻射劑量。

 

採輪椅坐姿髕骨切線攝影之影像品質抽樣討論  Poster 050
OT-025 

葉政亜 蘇峻平 徐佩瑜 劉麗雯 胡瑜庭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當患者為膝關節創傷、髕骨脫位、髕骨骨折、退化性關節炎、全膝關節置換術後等病症時，通常需以髕股切
線攝影(skyline Laurin view)做第一線的影像診斷，通常此類患者膝關節大多疼痛不已，都以輪椅代步進入 X 光檢查室內，
有步行困難的情況，此攝影擺位姿勢是需要病患配合至檢查檯上採用俯臥屈膝或仰臥屈膝手持影像成像板配合的一種攝影
姿勢，因此作者們採用一種以輪椅坐姿屈膝讓病患不須移動至檢查檯可坐在輪椅上直接攝影的方式，以病人安全為最優先
的考量，提供髕骨切線影像，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此攝影方式的影像品質是否合乎臨床判讀標準。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共收集 676 例患者，男性 199 例、女性 477 例，其中年紀達 50 歲(含)以上患者有 577 例，收集對象皆
用輪椅代步進入攝影室之患者，進行髕骨關節軸向攝影，隨後抽樣 30 位患者的影像，男女各半，且同年齡層(20 歲為一個
層級)性別比為 1:1，1-20 歲 n=4、21-40 歲 n=12、41-60 歲 n=8、61-80 歲 n=6，年齡層隨機抽樣影像請資深放射診斷專科醫
師判讀後給予 1-5 分的影像品質判定(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結果：本研究結果分為 4 個年齡層及男性與女性影像品質判定、年齡層上 1-20 歲的患者平均分數為 3.25 分、21-40 歲的患
者平均分數為 3.33 分、41-60 歲的患者平均分數為 3.75 分、61-80 歲的患者平均分數為 3.83 分。性別的比較上男性 3.4 分、
女性 3.67 分，P value 值為 0.4694。  

結論：在本研究上採用坐姿屈膝的攝影方式檢查，並施行於 676 例患者身上，檢查過程中不需移動患者至檢查床上，能杜
絕病患在攝影室步行而產生病患跌倒的意外事件，不管在急診收案較年輕配合度較低的患者上或門診收案配合度較高的年
長患者身上，這樣的攝影方式能提供具有診斷價值的髕骨切線攝影的影像供醫師診斷，結果經影像品質抽樣討論有 96.67%
的影像能被放射專科醫師接受並判讀，並且在每個年齡層級距中及不同性別患者的影像平均分數的表現上皆達到 3 分以
上，因此用此輪椅坐姿屈膝髕骨切線攝影的方式，將具備低的病人安全風險及達到水準之上的髕骨切線攝影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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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輻射劑量合理抑低與影像品質，改良照射參數，可使接受床邊 X 光檢查的加護病

房新生兒，減低接受到的輻射劑量? 
Poster 051

OT-026 

田昀靈 1,2 鄭秋詩 1 蔡明昇 1,2 李明杰 1,2 葉力仁 1 呂南翰 1

1義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2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在加護病房的新生兒，因早產的關係，器官尚未成熟，且常併有嚴重的疾病，需要多次接受床邊 X 光檢查。
在相同劑量下，新生兒比成人罹癌的風險更高。以符合輻射劑量合理抑低與影像品質，目前關注移動式 X 光機之攝影參數
的改變，是否可以降低新生兒接受到的劑量。 

材料與方法：以 P: Infant, Newborn, Neonate, Pediatrics, I: Exposure Index OR Exposure Parameters ,C: None, O: Radiation Dose
的關鍵字及同義字搜尋 Cochrane library、Trip database、PubMed 等資料庫，查詢 2018-2015 年內具全文之文獻，排除沒有
攝影參數(千伏特、毫安培、秒)和劑量(戈雷)，評讀五篇橫斷性研究 (Level 3)，在尚未申請人體試驗與收集數據前，從資料
庫搜尋找到符合本院現況的文獻，進行結合分析，期應用實證醫學於符合現況的臨床醫療上。 

結果：在 CR 系統下，以接受的劑量由低至高排列，攝影參數依序為: 66kV, 1mAs (Conradie, 0.020mGy); 60kV, 2mAs 
(Conradie, 0.033mGy); 62kV, 2mAs (V.I. H-A, 0.040mGy)。在 DR 系統下，劑量由低至高排列，攝影參數依序為: 45kV, 2mAs 
(Edison, 0.040mGy); 45kV, 2.5mAs (Edison, 0.044mGy); 49kV, 2.5mAs (Edison, 0.047mGy); 60kV, 1.4mAs (Kim, 0.049mGy) ); 
65kV, 1.21mAs (Alejo, 0.060mGy)。 

結論：經五篇國外研究發現，並加入國際小兒胸腔診斷參考水平(0.05mGy)之思維，在 CR 系統下，攝影參數設定大於
60kV，小於 2mAs；在 DR 系統，設定低於 60kV，小於 2mAs，可望降低接受到的劑量。以往會目測病人厚度給予攝影參
數，但不易測量新生兒體厚，可以加入體重作為之後攝影參數的指標。望未來可使用 TLD 與偵檢器加以計讀，申請人體試
驗審查，收集更多亞洲種族的研究數據。 
 

簡易 ture lateral knee 的擺位方式  Poster 052
OT-027 

陳億達 林儷寶 粟文治 江支達 柯雅芬 賴彥君 曾旭明

亞東紀念醫院放射部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一般在照射膝蓋側面影像時對於要請病患配合擺位就要教導，當遇行動不方便或配合度較差的病人在擺位的
過程易造成糾紛或二次傷害，但對於教科書教導照相姿勢需要額外的輔助器，而在購置儀器時並不會一併提供，所以大家
的照射方式各有出入；使得對於指導學生或新進同仁就會遇到教導不一致的困擾，故此研究希望可以以最安全、快速且呈
現正確影像的方式順利照完病患膝蓋側面影像，並達到教學一致的成果。

材料與方法：使用 TOSHIBA MRAD-A505、HITACHI Radnext 50 的數位化 X 光機。 照射門診追蹤無不可拆除的外固定器
且須躺著照射膝蓋側面影像的病患 30 名並與其舊片對照，照射方式是使病患健側跨過患側並讓腳掌輕踩於床上，患側膝蓋
微彎(約 20 度)使病患膝蓋不易造成傾斜，讓病患骨盆處呈現正側面的姿勢不要傾倒。 並請三位年資 15 年以上的放射師及
一位年資 25 年以上的放射師以盲測的方式分別依據 x 光片上在股骨內上踝(Medial epicondyle of femur)與股骨外上踝(Lateral 
epicondyle of femur)的側面及軸向重疊與否、髕骨重疊及透明軟骨( hyaline cartilage)的呈現給予 1-5 分(1 分表示爛、2 分表示
差勁、3 分表示勉強、4 分表示可以、5 分表示最好)的評分。

結果：四位放射師評分結果如下：股骨內上踝與股骨外上踝的側面重疊在改良前平均為 3.69，改良前平均為 4.13 股骨內上
踝與股骨外上踝的軸向重疊在改良前平均為 2.55，改良前平均為 3.65 髕骨重疊改良前平均為 3.66，改良前平均為 4.23 髕骨
與膝蓋外側踝關節腔透明軟骨的呈現改良前平均為 2.65，改良前平均為 3.77 使用改良照法，確實可以提高膝蓋外側踝的重
疊，且呈現出髕骨與膝蓋外側踝的關節腔。  

結論：照像擺位過程中只須注意病患骨盆的姿勢，在無須觸碰到病人受傷部位情況下很輕鬆地照完膝蓋側面影像且病患又
能以舒適的姿勢配合擺位大大的減少與病患造成衝突的機會。

 

四肢關節攝影的中心射線與姿勢位置的重要性  Poster 053
OT-028 

吳國維 1 鍾倩如 1 范國豐 2 廖達興 1 戴淑卿 1 王泰祥 1 鍾倩如 1  

1怡仁綜合醫院醫學影像中心 
2怡仁綜合醫院骨科 

背景及目的：一般攝影是臨床診斷檢查看似最簡單的一環,但也是最複雜的檢查，大多來求診的患者中,通常都有不適症狀且
大多姿勢都無法正常配合，受檢者通常也最多,常常求快而忽略了影像呈現的標準，如果前後影像位置有誤差，則無法提供
臨床正確的幫助及判讀。  

材料與方法：此研究收集臨床醫師反應的 50 例不良影像中檢討分析並改善 1.膝關節站立攝影在地上畫一條線,這樣就不會
造成髕骨前後位置不一樣；而側面像,不能只有患側肢轉,必須兩隻腳一前一後的轉,這樣股骨就會正確重疊。 2.踝關節除了
擺正以外,側面像,不能只有患側肢轉,身體也要轉向患側,如此可呈現正確的脛距關節面。

結果：四肢關節攝影中，其中以站立攝影的膝關節及受傷的踝關節最常有不良片反應,大多都是病患照射部位姿勢沒有擺正
及中心射線未對準照射部位的中心點,我們修改照射中心射線位置與擺位習慣方式: 1.改善前膝關節的影像中,patella 常常位
置不同且關節腔及關節切面位置常常呈現的影像約有 30%不如醫師預期 2.改善前踝關節的影像中,正面照繳常常內轉過多而
變成 mortise projection,側面照的關節腔影像約有 25%不如醫師預期 改善後的影像提供臨床醫師更正確有效的診斷,我們降低
影像不如預期至 5%以下  

結論：對於術後的影像,如果每次影像的位置都不同，則無法提供臨床正確判斷骨釘是否鬆脫，而側面像，若無法正確呈
現，則臨床醫師在關節腔的診斷就會有差異性；我們可以善用手邊工具協助患者擺位，如:枕頭及棉被，並善用管球的方向
性，可調整所需的中心射線位置及與照射部位的角度，多了一些麻煩,卻可以照出醫師所需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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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運用品管圈 QCC 手法降低一般攝影重照率之成果分享  Poster 054
OT-029 

陳雅筑 周孟儀 楊凱文 黃淑珍 邱賢威 蔡孟雅 

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放射科 

背景及目的：在放射診斷科中，影像重照不但會增加病人的輻射劑量，還會使病人對放射師產生不信任感。藉由 QCC 手法
來降低一般攝影重照率，已有效的將重照率從 12.6%降至改善後為 6.79%，其中影像卡到平均重照為 2.96%，佔整體重整比
例為 42.43%，因此藉由改善其中 40%影像卡到原因重照率為達 2.4%，自我挑戰目標值為 2%，使重照率有效降低，減少檢
查花費時間、病人輻射劑量，提升放射診療品質。

材料與方法：數據收集由 2 台 Konica digitizer 所接收之影像，統計 107 年 4 月至 108 年 3 月共 12 個月分之影像總張數及重
照張數作為分析，以 QCC 手法步驟為使用工具，依柏拉圖 80/20 法則進行分析找出影像卡到主要部位，以胸腔及腹部為主
因，經腦力激盪繪製魚骨圖在行要因分析及對 4 項真因實施對策 PDCA，以了解 QCC 執行成效。  

結果：經 PDCA 具體實施對策執行，真因「放射師未 double check」，設計標語擺位口訣並加強稽核；真因「放射師精神
不濟」，提供可提神之補給品；真因「放射師擺位沒對恥骨聯合」，教導同仁腹部擺位要對恥骨聯合，並實地稽核執行狀
況。影像卡到重照率由改善前 3.38%，改善後 2.03%，目標達成率 97.83%，進步率 40.83%。  

結論：自 106 年 9 月起以 QCC 針對一般攝影重照率作為改善，有效將重照率 12.6%降至 6.79%仍未達到目標值，透過真因
驗證之數據支持，但對策擬定無法針對真因之根本問題提出對策，常歸咎於病人太胖、太壯，效果侷限無法突破，故 107
年 12 月針對此項再對策一次 PDCA。改善中、後「脊椎」部位重照率反而有微幅上升波動，導致在影像卡到重照率無法達
到預期之 2%目標值，但在 107 年 12 月至 108 年 4 月放射科重照率都維持在平均 5%長達 4 個月有明顯改善，值得注意的是
「影像卡到」改善後重照張數明顯下降，但「異物假影」重照張數沒有明顯降低，也可能是導致一般攝影重照率無法再下
降原因，亦可作為未來改善之方向。  

 

利用問卷調查評估 QR Code 對一般常規攝影衛教之成效  Poster 055
OT-030 

何欣璋   林益仙   包秉中   羅彬峯   蘇逸欣   曾櫻綺   陳啟仁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本研究目的是取樣於接受一般常規攝影檢查的受檢者，透過問卷調查來評估 QR Code 對一般常規攝影衛教之
成效情形。其評估一般常規攝影受檢者可否藉由 QR Code 的衛教資訊，增加受檢者對一般常規攝影檢查流程的了解及滿意
度，進而提升檢查的流暢度及縮短檢查時間。  

材料與方法：1.本次研究取樣自 2018 年 10 月 01 日至 2018 年 12 月 31 日共有 500 位受檢者，利用隨機取樣的方式，將其年
齡層、學歷、有無一般常規攝影檢查經驗分成三個群組，利用問卷上的十個問題來評估衛教前後的效果。 2.儀器為老達利
DR toshiba KX0-50S。  

結果：衛教前的平均分數是 4.417、衛教後的平均分數是 4.184，分數降低代表利用 QR Code 來衛教的效果不佳。

結論：經由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可得知在不同年齡層、不同學歷、有無一般常規攝影檢查經驗之受檢者，利用 QR Code 對
一般常規攝影衛教之成效不佳。  

 

運用 LHCH 方法執行床邊攝影之胸部 X 光攝影  Poster 056
OT-031 

陳威爾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今移動式 X 光機已臻普遍，使用一般攝影之放射技術於床邊攝影時，尚有受檢者姿勢旋轉、斜躺或管線於影
像等問題，如何引領爾等快速且準確熟稔床邊攝影，提供俾使檢驗放射技術之方法係本次研究之目的。  

材料與方法：由英格蘭利物浦心臟和胸腔科醫院（LHCH）提出“O 到 U 方法”用於獲得較高影像品質之前後位胸部 X 光影
像，作為本研究使用之方法，稍作修正並詳述如下：O（Observe the patient）：由病尾觀察確定有無旋轉、斜躺，准否直立
（坐姿）；管線之數量與種類；患者之意識狀態及維生監測系統正常。是否需要額外幫助或定位輔助。 PQ（Position with 
quality）：重症照護患者經常側臥以防止褥瘡。先將床墊移至水平位置，並使患者呈完全平直之仰臥位，續而將床頭升高
至近直立之位置，置偵測板在患者後面。患者處於舒適時，更能保持靜止並在檢查期間合作。 R（Remove ECG /NG 
tubes）：從胸部區域移除 ECG/NG 管。 S（Set x-ray tube）：X 光管應垂直於探測器。從床尾觀察得防止橫向角度造成旋
轉影像。 T（Test breathing）：測試呼吸；視需求而重新定位：鼓勵有意識患者練習吸氣及閉氣，可望於暴露時獲得更佳
之吸氣影像，俾使評估呼吸模式。 U（Use timing and‘prep’）：先按下陽極旋轉鈕，此係“準備”步驟，待患者一閉氣即按下
曝光開闢。 前開之方法 T 至 U 係專用於有意識並且能受指令之病患。

結果：由本科醫事放射師 15 名回答問卷，其中年資 0 到 5 年有 1 名、6 到 10 年有 12 名及 11 年以上有 2 名，問卷調查顯示
各項目有幫助者達總數 80%；受試者表示均無受研究方法而改變過去習慣；其中年資 0 到 5 年 PGY 學員接受研究方法測
試，表示有助於學習；受試者認有改善影像品質者占總數 90%。

結論：研究方法僅係文字列舉各專業內容裨益從業人員運用，故諭知受測者有此方法時，即已遵循該方法步驟逕行業務，
故將此方法修定為胸部 X 光影像之床邊攝影流程，供從業人員得依據之標準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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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X 光室內協助特殊受檢者配合受檢之應用  Poster 057
OT-032 

陳威爾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一般 X 光攝影項目中，常須受檢者配合呼吸技術之檢查項目，少數特殊受檢者例如聽力受損或聾啞之特殊受
檢者亟需仰賴閱讀文字、圖像或其他方式使其配合之。 以往，醫事放射師啻以目視受檢者之胸部或腹部運動取得曝露時
機，惟各受檢者之呼吸頻率未能形成靜止狀態，從而，重攝使之輻射劑量提高，故本研究目的係以提升放射線檢查服務品
質及降低特殊受檢者之輻射劑量為首要。  

材料與方法：本製作指示看板附於站立式偵測器旁俾使受檢者清楚閱讀之處並附設燈號指示，其文字內容如下：「燈亮時
請吸氣吸飽後，閉住氣」、「燈亮時請直接閉住氣」及「吐完氣候閉住氣」等例示語句，受試者利用看板於檢查開始前諭
知受檢者應注視之，待曝露前準備均完畢時，亮燈提示其遵循指示而動作，一旦形成靜止狀態即按下曝露開關，方取得放
射線影像，滅燈表示可正常呼吸。 研究計畫之受試者係由 5 名醫事放射師執行，在不使用本研究材料與方法之前，逕行特
殊受檢者之胸部 X 光檢查，並判讀其影像是否有運動假影或吸氣不足（以胸區域之肋骨可見不及七根），統計其不良比
例，並在有前開事項之特殊受檢者施以重複檢查，係以本研究材料與方法為之，統計其改善比例。  

結果：受試者全體執行共計 40 例之特殊受檢者，取樣時間係 108 年 6 月 27 日起至 108 年 7 月 10 日迄，共 10 日工作日，
未使用研究方法而取得有運動假影或呼吸不足者有 26 例，其不良比例佔 65%。其 26 例經利用研究材料與方法而重複攝
影，取得無運動假影及吸氣足夠者有 21 例，佔未使用研究方法之 80.8%，餘 19.2%之特殊受檢者，由受試者表示仍有運動
假影或呼吸不足，則相較於不使用本研究方法逕行檢查，仍有改善餘地。  

結論：以往，醫事放射師遇本研究目的所揭之特殊受檢者，因檢查時其背向檢查人員而無法聽任其文字看板或手勢表示之
呼吸指示，又聽力受損或聾啞者即使依檢查人員以文字看板或手勢表示之呼吸指示，仍難以掌握閉氣時間，故僅憑目視胸
部或腹部之最小運動狀態取得曝露時機之方式，難與一般人依呼吸指示之放射線影像相提並論。從而使用燈號取得曝露時
機係掌握閉氣時間便宜行事。  

 

利用金屬列印機列印 X 光機之影像校正樣板可行性評估  Poster 058
OT-033 

林明進 1 王毅欣 2 鍾承諺 2 強乃元 2 林雋毅 2 張峻銘 2* 

1大千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2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背景及目的：X 光機現在都是使用數位偵測器來做偵測，以前傳統的 X 光機都是使用底片，需要使用鋁製階梯型的楔型濾
器(step wedges)來做為量測輻射劑量再現性與感光曲線形狀，確保底片的影像品質，隨著科技的發達Ｘ光片從一般的底片換
成數位面板後，就不再使用楔型濾器來做儀器及影像的品質保證，由於使用的楔型濾器都很大塊且重，價格不菲且取得不
易，因此，本研究使用 3D金屬列印機製備體積小且重量輕的楔型濾器，作為輻射劑量再現性與感光曲線形狀評估的可能性。

材料與方法：以金屬列印機使用鈦合金材料製備尺寸為 50 mm x 50 mm x 22 mm 之楔型濾器，每階層厚為 0.2 mm 總共 11
階楔型濾器，與市售標準 21 階鋁製標準楔型濾器尺寸為 270 mm x 80 mm x 50 mm 進行量測數據比較。使用 Toshiba X 光機
搭配數位偵測器，以 80 kV、320 mA 造影條件進行，分別單獨拍攝以及同時放置一起拍攝，完成拍攝後圈選每階的 ROI
值，使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進行統計分析評估是否有顯著差異。 

結果：市售標準楔型濾器的 X 光影像 21 階數值與客製化鈦合金列印出的楔型濾器的 11 階數值所畫的曲線使用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在標準楔型濾器的 X 光影像標準楔型濾器的 R 值為 0.987，鈦合金列印出的楔型濾器的 R 值為 0.985。 

結論：標準楔型濾器所畫的曲線與鈦合金列印出的楔型濾器曲線趨勢近似相同，因此鈦合金列印出的楔型濾器可以作為一
部儀器的影像品質及儀器穩定度的檢測標準。 由於本實驗室只有 21 階鋁製標準楔型濾器而在鈦合金列印出的楔型濾器列
印到第 11 階時以上時出現了應力變形的問題，本研究先以 11 階 3D 列印楔型濾器來進行比較。 因應數位化的情勢，未來
或許可利用鈦合金楔型濾器在間接數位化 X 線成像技術(Computed Radiography,CR)或是 C 型壁Ｘ光透視機（Ｃ-arm）進行
射束品質評估、入射曝露率、最大曝露率、影像顯示器來確保影像品質。 
關鍵字:楔型濾器、品質保證、金屬列印機、影像品質 

 
 
 
 
 
 
 
 
 
 
 
 
 
 
 
 
 
 
 

94



運用腳踏式曝光裝置以降低工作人員手部接觸感染之機率  Poster 059
OT-034 

林容蔚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大量流行病學調查資料揭示，醫院感染通常是直接或間接由手傳遞，此途徑比經空氣中傳播更具危險性。X
光檢查室是包含多樣性微生物菌叢的複雜環境，由於檢查室內工作人員、病人及家屬的性質，經由 x 光攝影手動開關直接
或間接接觸到汙染的風險較高，可能造成放射技師感染疾病。本研究使用腳踏式曝光裝置以降低工作中手部接觸機會，且
方便使用者執行照相前後免於反覆穿脫手套以簡化檢查流程。

材料與方法：研究時間自 107 年 5 月至 108 年 5 月，於 107 年 11 月裝設腳踏式曝光裝置。以本院為實驗場所，本科所有醫
事放射師為實驗對象，使用 TOSHIBA/KXO-50R 數位 X 光機，每周進行一次環境檢測。於 107 年 5 月起，每周測量使用手
持式曝光裝置之落菌數，取樣至 107 年 11 月。於 107 年 11 月起，於受檢者為臥床病患時，使用腳踏式曝光裝置，每周測
量手持式裝置之落菌數，取樣至 108 年 5 月。每日早上八時定期使用 75％酒精擦拭，並於星期一下午五時採集一組樣本進
行細菌菌落培養，分別取樣 26 組，並比較其差異。統計分析使用 SPSS STATISTICS 21.0 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

結果：107 年 5 月至 11 月使用手持式曝光裝置之平均菌落數與標準差(±S)為 23.72±5.72 cfu/cm2。107 年 11 月至 108 年 5 月
有使用腳踏式裝置之手持式曝光裝置平均菌落數與標準差(±s)為 6.62±1.90 cfu/cm2。使用腳踏式裝置後之手持式裝置細菌菌
落數較僅使用手持式裝置下降(p<0.05)；以腳替手明顯有助於降低感染之機率。

結論：大量流行病學資料表明，醫院感染通常是直接或間接由手傳遞，這一途徑比經空氣傳播更具危險性。醫務人員手傳
播病原菌而造成院區感染约占 30. 00 %。醫務人員在繁忙的醫療護理工作中，許多工作都是由手完成，因此醫務人員手上
各種病原菌往往比其他人群多，手的微生物汙染相當嚴重。結果顯示腳踏式開關協助減少手部細菌之效果明顯，所以各醫
院普及降低手部污染的腳踏式裝置之使用刻不容緩。再搭配技術人員於洗手時機遵從規定維持手部清潔，並定期清潔消毒
檢查儀器，以杜絕手汙染帶來的危險。 

 

利用輔具協助病患照射 skyline projection 後的滿意度調查  Poster 060
OT-035 

吳育蓁  陳麗萍  魏毓芬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臨床上常碰到膝蓋外傷的病患，因為膝蓋疼痛而無法採趴臥照髕骨的 skyline projection，只能以仰躺來進行攝
影，但執行仰躺照攝就必須請病患手拿片匣，容易會有因手抖動而造成的影像模糊，若遇到身體虛弱的病患，更有因為拿
不穩片匣而砸到自己的風險，因此為了提供良好的醫療環境，希望讓病患能舒適的執行檢查，本院自製了專門拍攝髕骨
skyline projection 的輔具，讓病患能直接仰臥且不需手拿片匣就可以拍出醫師要的角度，且因固定角度而達到臨床醫師的要
求，進而提升影像品質。  

材料與方法：在執行檢查前會和病患說明輔具的功能，並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我們攝影後和術前回溯性的滿意度調查，病患
同意後才能成為一個有效數據。 使用 Hitchi MRAD-A80S X 光機，X 光條件 60kV，160mA，6.4mAs，我們收集 107 年 6 月
到 12 月門診及住院照射髕骨 skyline projection 的病患，不限年齡性別，意識清晰可清楚表達意見，且術前有照過趴臥姿之
有效數據共 86 名。  

結果：在 107 年 6 月到 12 月中，我們收集了 104 張問卷，但剔除掉術前未在本院照過 skyline projection 和術前未照過
skyline projection 的本院病患，使用輔具前的不滿意度為 81 名，5 名沒有意見，而使用輔具後的滿意度為 86 名，不滿意為
0 名，病患對於不需趴臥和過度彎曲膝蓋而感到非常滿意。

結論：為了讓病患能直接仰躺的方式照攝髕骨的 skyline projection，因此我們設計了可以照攝 30~50 度的持片器，因為這個
區間的角度可使我們的股四頭肌放鬆，進而讓病患感到舒適，而且可避免因人為因素使膝蓋過度彎曲或不足，造成病患二
次傷害和髕骨拉進髁間溝而造成的不良影像。  

 

硫酸鋇對比劑對放射治療劑量的影響評估  Poster 061
RT-001 

梁郡豪 1,2  

1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放射腫瘤科
2花蓮醫事放射師公會 

背景及目的：口服硫酸鋇劑應用在腸胃道之Ｘ光檢查已有很長的歷史。因為硫酸鋇不被腸胃吸收，刺激性小，密度高，對
比性佳，腸胃粘膜被覆性良好，是檢查腸胃最好的對比劑，服用後會在體內存留 1~2 天。在執行放射治療或電腦斷層模擬
定位時，於影像上發現有腸胃道之Ｘ光檢查後存留的硫酸鋇對比劑，因其為高密度不易溶解之物質，殘存於體內將會使電
腦斷層影像產生假影，並影響放射治療劑量計算；對於執行放射治療療程中的患者，將影響治療劑量的正確性。此研究將
探討殘存於體內的硫酸鋇劑對放射治療劑量的影響並將其量化。

材料與方法：以 Catphan 604 電子密度假體，進行電腦斷層掃描，推算出相對電子密度與 HU 值的轉換曲線；再以不同濃度
之硫酸鋇對比劑作掃描測試，得到對比劑濃度與 HU 值的相關性。將 2.5cm×2.5cm×10cm 的中空壓克力容器分別注入不同
濃度之硫酸鋇對比劑，置於 30cm×30cm×30cm 水箱正中，水面下 5cm 處，以 GE Discovery CT 掃描影像，在治療計劃系統
Varian Eclipse 13中，分別 AAA與 Acuros XB兩種演算法，計算照野中心之百分深度劑量，將其值與實際量測值作比較。

結果：對比劑濃度為 5 、10、20 與 30w/v%時，電腦斷層影像 HU 值分別為 650、1200、2200 及 3000。使用 AAA 演算法：
5 、10、20 與 30w/v%對比劑存在處劑量衰減分別為 2.18、3.67、6.02 及 7.14%，深度 10cm 處劑量衰減分別為 1.78、3.04、
5.02 及 5.7%。使用 Acuros XB 演算法：5 、10、20 與 30w/v%對比劑存在處劑量衰減分別為 3.51、4.75、10.52 及 11.18%，
深度 10cm 處劑量衰減分別為 1.44、2.86、5.27 及 7.39%。

結論：對比劑濃度 30w/v%的 HU 值已接近 CT 影像的最高值，但實際使用在腸胃道之Ｘ光檢查約服用 100~300cc 濃度介於
70~150 w/v%的對比劑，其影響值將大於本次實驗結果。在治療計劃系統 Varian Eclipse 13 中，AAA 與 Acuros XB 兩種演
算法的計算結果，在對比劑濃度愈濃時差異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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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品管圈手法提升放射治療驗證片之成功率  Poster 062
RT-002 

許佳樺 1   閻杉琳 1   林鳳玲 2   謝合原 1  

1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放射腫瘤科 
2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病患首次進行放射治療前，會先拍攝驗證片確保治療計劃與實際治療位置吻合，治療中則每週拍攝驗證片確
保治療位置的精確性，因此提供影像品質佳的驗證片可以讓醫師順利判讀病患治療位置，節省重新拍攝驗證片的時間並減
少病人因長時間姿勢固定所產生的不適。此次運用品管圈手法旨在提高驗證片成功率，進而提供更好的醫療品質。

材料與方法：設計查檢表統計 107/04/16-107/05/11 所拍攝的 112 張驗證片，發現驗證片成功率為 80.36%，經團隊以特性要
因分析，確立主要原因為：影像板老化及病人躁動無法配合，易躁動的病患多為疼痛難忍或意識較混亂的病患。團隊討論
後提出具體改善的方案：提高影像板校正頻率、配合病房給予止痛藥劑的時段進行治療、於住院病患最清醒的時段將病患
送至放射腫瘤科進行治療，以提升病患的配合度。

結果：此次設定目標值為 90%，執行改善方案後，統計 107/08/13-107/08/31 所拍攝的 109 張驗證片，驗證片成功率由
80.36%提升至 89.91%，達成率為 99.07%，進步率為 11.88%，團隊決定將改善方案列入標準化流程並持續實施，臨床作業
可有效減少病人重複拍攝驗證片所耗費的時間（15 分/次）。

結論：觀察改善前後柏拉圖，發現影像板老化為驗證片成功率無法大幅提升的主要因素，原廠工程師建議需編列預算更換
影像板以徹底解決此問題。此次透過品管手法的運用，找出驗證片不成功的主因，成員集思廣益發想對策並確實執行，能
有效提升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默契及增進醫療品質。

 
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DYN’R” Radiotherapy Breathing Control System）與

傳統呼吸調控於左側乳房技術應用之探討  
Poster 063

RT-003 

紀佩姍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癌症一直為國人十大死因排名之首，其中乳癌又為女性國人好發排名第一之癌症。隨著乳癌治療的進步，乳
癌的治癒率及其癒後相較其他癌症好。進而我們會希望降低病人治療的副作用，提升病人日後的生活品質。乳癌患者接受
放射線治療，受呼吸起伏影響造成顯著位移，左側乳癌治療因治療照野鄰近心臟，輻射造成的心臟毒性，為近年大家廣為
探討的議題。使用呼吸調控技術可於每次治療中腫瘤位置再現性更加良好並有效減少正常組織器官的併發症機率，提高腫
瘤控制率。本研究探討透過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 （“DYN’R” Radiotherapy Breathing Control System）與傳統呼吸
調控技術於每次治療中腫瘤位置的再現性之差異。

材料與方法：比較組利用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DYN’R” Radiotherapy Breathing Control System: SDX system）教
導患者透過監視系統吸閉氣，對照組採用傳統呼吸調控技術(Traditional Breath Hold)，讓患者依放射治療技術師指示吸閉
氣，利用 Varian true beam Linac 之影像導引系統 （Image Guided Radiotherapy: IGRT），利用正交片進影像分析，於前後位
影像（AP View）中測量第六根肋骨外緣到脊椎椎體邊緣的距離與側位影像（Lateral View）中測量胸骨角與脊椎椎體前緣
的距離，同時比較病患位移差異之程度。  

結果：利用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可監測呼吸週期與振幅，如圖表顯示使用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呈現出較
佳的影像數據，並能準確判斷吸氣之通量，使每次治療達到肺部擴張，治療照野遠離心臟之目的。  

結論：迪奈爾放射治療呼吸控制系統在時間及病人高配合度下，應用於左側乳癌治療，能達到極佳的治療輔助成效。其為
本院較新之做法，期待未來收集到更多病患數據,能夠將數據量化,提供更完整之治療位置差異比較。  

 

神經纖維瘤患者使用身體組織作為擺位標示可行性分析  Poster 064
RT-004 

蔡振國 1 盧盈真 2 陳泰諭 1 張莉娟 1 邱筱文 1 楊鈞為 1 陳紘玉 1  

1郭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 
2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背景及目的：本研究目的在利用影像導引放射治療技術(CBCT-IGRT)探討神經纖維瘤患者使用身體組織作為擺位標示記號
的可行性分析。  

材料與方法：收集多發性神經纖維瘤第一型患者 1 名，於 2017 年 5 月 25 日至 2017 年 6 月 29 日於本科進行乳癌放射治療
期間，使用熱塑性塑膠固定模具，每週執行 IGRT 所獲得之位移校正資料共 6 組，利用 CBCT 掃瞄所獲得平移
(Translational)三軸和旋轉(Rotational)旋轉軸的平均擺位誤差值。依 Remeijer…等的擺位偏差計算方法分析系統誤差與隨機
誤差平均值(M)、系統誤差標準差(∑)與隨機誤差標準差(σ)。利用 Excel 軟體統計平移軸誤差量在 0.5 cm 內，旋轉軸誤差角
度在 2 度內，進行取代人工標示記號的可行性分析。

結果：六軸(X,Y,Z,RX,RY,RZ)系統誤差及標準差分別為 0.23±0.11,0.28±0.17,0.16±0.10,0.48±0.47,1.38±0.33,1.72±0.81。隨機
誤差及標準差分別為 0.08±0.11,0,14±0.16,0.07±0.10,0.31±0.47,0.22±0.17,0.62±0.72。

結論：系統誤差與隨機誤差皆符合本科 Translational range 與 Rotational range，神經纖維瘤患者使用身體組織作為治療時擺
位標示記號，其擺位誤差符合臨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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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und appearance of Littoral cell angioma of spleen: a mimmicker of malignancy-
case report  

Poster 065
US-001 

Jun-Hong Ho   Yun-Ying Huang    Yi-Jun Lin    Chee-Chiang Che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ungs' 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Littoral cell angioma of spleen is a rare vascular tumor. We report a case wherein the incidental finding 
of this lesion was found during treatment for gallbladder stone cholecystitis. The images were highlight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Ultrasound : GE LOGIQ 7(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consin,USA). 3.5~5-MHz convex-array 
transducer. We report a case of a 67-year-old man who presented with right upper abdominal pain because of gallstone cholecystitis. 

Results: On ultrasound splenic lesions maybe isoechoic, hypoechoic or hyperechoic. On CT imaging, littoral cell angioma appears as 
a hypoattenuating nodule or nodules ranging in size from 5 to 6 cm and demonstrating contrast enhancement on the portal venous 
phase. Radiologic findings are rarely diagnostic because many other splenic neoplasms have a similar appearance. Other splenic 
neoplasms that mimic littoral cell angioma include hemangiomatosis, lymphangiomatosis, hamartoma, hemangiopericytoma, 
hemangioendothelioma, and angiosarcoma; malignant processes such as metastases, lymphoma, and Kaposi sarcoma. MRI of the 
spleen may further help in the diagnosis by showing hypointense lesions on both T1-weighted and T2-weighted scans because of the 
hemosiderin content of the tumor.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littoral cell angioma, although a pathologic diagnosi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hypoattenuating nodules in the spleen, particularly in the presence of symptoms of hypersplenism.  

 
使用超音波剪切波彈性攝影(Ultrasound Shear Wave Elastography)評估肝移植患者之術

後追蹤─個案討論  
Poster 066

US-002 

張維珍 陳志強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肝臟移植患者術後需追蹤血液肝功能指數及超音波，必要時會再進行肝臟切片檢查，為了避免不必要的併發

症，以非侵入性的剪切波彈性攝影(Shear Wave Elastography)技術評估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後患者的肝臟硬度。  

材料與方法：4 例肝移植患者(52-67 歲，平均 59 歲) ，使用超音波儀器為 LOGIQ E9(GE Medical Systems, Milwaukee, 
Wisconsin, USA)頻率 3.5-5MHz 之扇形探頭，在移植後的追蹤過程中，執行肝臟超音波剪切波彈性攝影，四位案例皆在移

植手術後執行過切片檢查。病人平躺，由肋間掃描，以顏色顯示肝臟硬度，藍色偏軟，紅色偏硬，圈選 8 個感興趣區域

(Region of interest) ，取中間數值(m/s) 代表此病人肝臟硬度，再配合都卜勒超音波評估移植肝臟的血流狀況，量測肝動脈

(Hepatic artery)和肝門靜脈(Portal vein)的阻力指數 RI(Resistive Index)。  

結果：4 位肝移植患者中，剪切波速度值(≥1.66m/s)比較文獻在 Metavir 分期相對應的級別，有顯著的纖維化(F≥2)有 2 位

(A、B 例)，當中 1 位(A 例)達肝硬化程度 (F≥4)，此例肝指數 GOT、GPT 指數異常，其餘皆正常。4 位案例術後進行切片檢

查皆有排斥現象，而肝動脈(Hepatic artery)及 肝門靜脈(Portal vein)阻力指數 RI(Resistive Index)分別為 0.58-0.76 和 0.14-
0.29，屬正常範圍內。而 A 例因放置膽道支架，持續黃疸，執行彈性攝影報告異常後才懷疑排斥，故急性細胞排斥與肝臟

硬度有正相關，而肝功能指數及血管阻力指數 RI(Resistive Index)值正常，不與肝臟纖維化程度成正相關。  

結論：利用肝臟剪切波彈性攝影來評估移植肝臟纖維化程度是非侵入性且方便、容易操作的方法。肝臟纖維化與否對肝移

植患者術後追蹤為重要評估因素之一，對於臨床醫師亦有顯著的幫助。由於樣本數少，往後如收集更多個案即可進一步討

論肝臟剪切波彈性攝影技術在肝移植患者上的應用。  

 

小兒腎病症候群在超音波上的發現─病例報告  Poster 067
US-003 

張淑雯 張維珍 陳志強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腎病症候群是由尿中出現大量的蛋白質，進而導致血中蛋白質降低、血中膽固醇升高、伴隨著眼皮四周、陰
囊及下肢水腫的臨床症候群。大多發生於 2-6 歲兒童，而男生的比例較高(約 2:1)。

材料與方法：兩歲男童，體重 16 公斤，因臉部及四肢和陰囊水腫三天來掛急診，驗尿結果尿中蛋白達 4+，血中膽固醇為
410 mg/dl(正常值 0-100 mg/dl)，懷疑為腎病徵候群來做腹部超音波。利用 GE E9 型號超音波儀器掃描，使用 6MHz 線形探
頭開啟 convex 功能進行掃描。

結果：腹部超音波掃描，主要是讓患者採背臥姿及左右的側臥姿，進而掃描腹腔臟器(肝臟、膽囊、胰臟、脾臟、腎臟)及
肋膜、下腹，超音波影像發現兩側肋膜腔積水(如圖一)、兩側腎臟腫大(如圖二)、腹水(如圖三)。  

結論：雖然超音波檢查非腎病症候群的主要診斷工具，但藉由超音波可以讓孩童免於輻射劑量得知臨床表徵，如單獨由血
液及尿液檢查診斷腎病徵候群的病人，漠視於幼童可能因肋膜積水而造成呼吸困難，因腹水而引發細菌性腹膜炎，這都可
能導致孩童的生命受到威脅。故藉由腹部超音波為診斷的輔助工具，可與尿液分析、血液生化檢查相輔相成，提供醫師更
精確的診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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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是急診兒童腸套疊最佳診斷工具- 案例分享  Poster 068
US-004 

陳淑怡 陳志強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急診兒科大多數症狀為發燒嘔吐腹痛，小朋友年齡越小越無法表達清楚，兒科醫師難以把腸套疊和急性腸胃
炎做區分，急診兒科醫師不敢大意，會先幫小朋友安排腹部超音波檢查。 其實腸套疊的臨床症狀是每隔 5 到 30 分鐘有週
期性的腹痛，並且病童會嘔吐和血便，好發年齡為 3 個月至 6 歲，對於這時期的幼兒會用大哭表達疼痛，病童的家長更是
不知所措，不清楚小孩為何疼痛，兒科醫師要有所警覺，病童是否為腸套疊，必需馬上安排腹部超音波檢查。由於超音波
檢查沒有游離輻射，病童無需鎮靜，快速又方便，但不是每個病童都會乖乖躺好不亂動的讓操作人員檢查，這要靠具有豐
富經驗的操作人員才能將腸套疊診斷出來。  

材料與方法：病例為一名 2 歲男童，症狀為嘔吐、腹痛和血便，掛急診兒科，兒科醫師先安排照 K.U.B，接著安排腹部超
音波檢查，檢查過程中操作人員應勤問病童家屬病童的症狀及哪裡痛，探頭橫向掃描從胰臟延伸至右側腎臟，有見到靶子
(Target sign)影像就可確診為腸套疊，立即安排腸套疊透視灌腸復位。使用 GE LOGIQ E9 超音波掃描儀（GE Medical 
Systems, Milwaukee Wisconsin USA)，頻率 3.5-5MHz 之扇形探頭進行腹部掃描，以及使用老達利 Ultimax-i 數位透視儀器做
腸套疊透視灌腸復位。  

結果：K.U.B 影像上腸子有很多空氣，報告為腸阻塞，腹部超音波橫向掃描檢查中發現右上腹明顯有個靶子(Target sign)/甜
甜圈(doughnut sign)影像，可診斷為腸套疊，腸套疊附近有淋巴腫大，有發炎現象，立即幫病童安排腸套疊透視灌腸復位，
經由鋇劑灌腸後，隔天再安排腹部超音波追蹤，再次確認腸套疊有無復發。

結論：腸套疊在 24 小時內及時治療，預後較佳，儘早診斷儘早安排腸套疊透視灌腸復位治療，減少復發率，免於開刀。當
病童在急診兒科有嘔吐、腹痛和血便等症狀，急診兒科醫師就要提高警覺是否為腸套疊，因病童會哭鬧，家屬感到不安，
無法確定表達兒童肚子痛的情況，腸胃炎和腸套疊相似度高，安排腹部超音波檢查是最佳選擇，在診斷工具方面超音波無
侵入性，無輻射性，病童無須使用鎮靜藥物，超音波通常是作為第一線檢查。

 

乳癌患者肝臟轉移在超音波影像上呈現假性肝硬化-病例報告  Poster 069
US-005 

黃云櫻  陳志強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肝臟轉移在乳癌患者中大約有 50%的發生率，但是通常不會出現臨床症狀，必須定期接受追蹤檢查。在放射
影像學當中，超音波檢查的即時性與非侵入性為首選。

材料與方法：本研究使用 GE LOGIQ E9(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consin,USA)超音波掃描儀，頻率 3.5~5MHz 之扇形探
頭，針對一名乳癌患者經化療後，長期追蹤腹部超音波檢查，肝臟轉移腫瘤的變化及出現假性肝硬化在超音波影像上的呈
現來做探討。  

結果：肝臟轉移在超音波影像上的呈現並無特異性，此病例在 2014 年確診乳癌，接受化療後，每三個月定期接受腹部超音
波檢查追蹤，並無異常發現。但 2018 年 4 月份腹部超音波影像中肝臟出現一低回音的囊腫，三個月後出現多處的肝臟腫
瘤，經病理診斷為乳癌肝臟轉移腫瘤。持續追蹤檢查後，於 2019 年 4 月份發現瀰漫性肝臟轉移腫瘤，並且肝實質有假性肝
硬化的影像呈現。  

結論：肝轉移可能不會引起任何臨床表現，但發現它們對於癌症患者分期和治療非常重要。本研究中乳癌患者長期接受腹
部超音波追蹤檢查，前四年並沒有發現任何異常，但是超音波操作者並不能因此掉以輕心，此患者在肝臟出現一囊腫之
後，大約一年內即發現瀰漫性轉移腫瘤與假性肝硬化的表徵。超音波操作人員若能熟知肝臟轉移腫瘤的各種表徵與特點，
便能提升發現肝臟轉移腫瘤的警覺性，以利病人提早接受更適當的檢查與治療。

 

貓抓病性手肘淋巴結炎在超音波的表現-病例報告  Poster 070
US-006 

林子貿 1 詹淯姍 1 陳東成 1 洪碧慧 1 洪及第 1 賴威豪 2  

1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大甲李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2順安醫院 

背景及目的：貓抓病（Cat Scratch Disease, CSD）多為遠端上肢被貓抓或咬後，感染韓瑟勒巴通氏菌（Bartonella henselae）
所引起淋巴結腫大，常見為手肘肱骨內上踝内側淋巴結腫脹，其潛伏期長短不定，病徵包括發燒、倦怠及淋巴腺炎等。好
發於小孩及年輕人，臨床診斷通常根據貓接觸史、發燒、淋巴腺腫大等症狀來判斷，由於在臨床上容易與腫瘤和淋巴瘤等
疾病混淆，因此利用超音波來對臨床確診為貓抓病的病人進行檢查，分享貓抓病在超音波的影像表現。  

材料與方法：20歲越南籍男性急診就醫，主訴在一個月前曾經被貓咬右手第二指，約 10天後右手肘腫脹疼痛，一直持續腫脹疼
痛，直到發燒才來醫院就醫。先行抽血及照 X光檢查，之後進一步安排上肢表淺超音波檢查。超音波使用長庚可攜式彩色超音
波診斷儀(Chang Gung” 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型號 OPUS5100，及配置 5-10MHZ LA75探頭。掃描位置在右肘內側腫脹
處，位於肘關節內側的皮下結締組織中，也稱為肘部淋巴結或液窩部淋巴結，是上肢淺表淋巴系統的一部分。  

結果：超音波影像可以很明顯看到淋巴結的腫脹，肘部內側皮下腫脹物大小約 2.9X1.2 公分；正常淺表淋巴結很小，直徑
多在 0.5 公分以內。其外型呈橢圓形不規則低回音，腫塊內淋巴結門(hilum) 可見高回音，利用杜卜勒超音波(Doppler 
ultrasound)觀察淋巴結門處，周邊可見混合回音的液體聚集，有豐富的血流信號，並伴隨皮下水腫。  

結論：貓抓病發生後一至二週，最常出現在局部的上肢淋巴節腫大，次者在頸部和下頜部，通常發生在同側。由於韓瑟勒
巴通氏菌很難培養，又容易與淋巴瘤、轉移性淋巴結病和結節病相關淋巴結炎混淆，診斷還是以透過詢問病人其寵物接觸
史及臨床症狀為為主，利用超音波可以直接觀察淋巴結腫脹的大小和是否有伴隨皮下水腫以及豐富的血流分佈特徵，可以
提升診斷貓抓病的機率，所以透過超音波影像檢查能進一步做出鑑別診斷，對於臨床診斷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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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超音波診斷肘前窩腫塊-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炎  Poster 071
US-007 

洪碧慧 羅巧芳 陳東成 林子貿 洪及第 

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大甲李綜合醫院放射診斷科 

背景及目的：肱二頭肌位於人體上臂，是肩膀上舉或舉起重物時，常會施力的肌肉。當肌肉長期反覆動作，可能造成重複
性的創傷。肘前部之腫塊原因很多，手肘部位之滑液囊炎並非罕見的疾病，常見者為尺骨鷹嘴突上表淺的鷹嘴突滑液囊
炎。在前肘窩部位的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炎，在文獻資料中則很少被提及。

材料與方法：72 歲婦女因左前肘窩處出現腫塊並伴隨疼痛感前往本院就醫，病人主訴本身在自助餐工作，負責打飯。在 X
光檢查之後安排骨骼肌肉超音波，經超音波檢查疑似為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炎，進一步安排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影像證實
之。骨骼肌肉超音波使用長庚可攜式彩色超音波診斷儀(Chang Gung” Diagnostic Ultrasound System)，型號 OPUS5100，配置
5-10MHZ LA75 探頭。  

結果：L't elbow X 光顯示軟組織腫塊，骨頭無病變，超音波發現遠端肱二頭肌肌腱與橈骨結節(radial tubercle)間有一囊狀低
回音及無回音病兆。進一步安排磁振造影檢查，T1 影像在同處發現一低訊號囊狀腫塊，T2 影像病兆顯現為高訊號。注射
顯影劑之 T1 影像病兆中心呈現低訊號，滑液囊壁訊號增強，表該處有發炎反應，磁振造影影像證實超音波影像之診斷。

結論：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是位於肱二頭肌遠端肌腱與橈骨結節之間，其主要的功能是減少前臂旋前運動時所產生的摩擦
力。當前臂反覆性的進行旋前與旋後動作，會造成重覆性的小創傷，可能導致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出現發炎狀態，並表現
出前肘窩的疼痛及腫脹感。該病人主要因工作因素形成重覆的機械性損傷。肱二頭肌橈骨滑液囊炎並非常見的疾病，而骨
骼肌肉超音波檢查是能提供正確診斷的工具，可作為臨床醫師鑑別診斷及治療之參考。

 

術中超音波於肝臟移植手術之運用  Poster 072
US-008 

石春琴 1 么煥忠 1 劉綺霞 1 郭禹廷 1 孫定平 2  

1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 
2奇美醫院移植外科 

背景及目的：肝功能異常雖然有藥物可以控制，但無法使肝功能恢復正常；肝炎與肝細胞瘤等疾病通常會引起肝硬化導致靜脈
曲張出血、肝昏迷，甚至死亡。而靜脈曲張出血雖然有內視鏡、外科手術及經頸靜脈肝內門脈系統靜脈分流術可以治療，亦無法
恢復肝臟正常功能，只有肝臟移植手術的執行才能使肝臟疾病的病人重現生機。如何確認移植的肝臟於被移植者體內運作正常，
術中超音波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研究單位提出以都卜勒超音波執行術中超音波評估的經驗，評估肝臟移植後之血管功能與其他可
能發生之緊急狀況。  

材料與方法：研究單位於 2008年至 2018年肝臟移植手術血管及組織縫合後，在手術封口前執行術中超音波；檢查時使用下列超
音波設備：TOSHIBA SSA-770、GE LOGIQP5、TOSHIBA Aplio 500。檢查移植後之肝臟是否有下腔靜脈與肝靜脈、肝動脈、門靜
脈血栓，血管狹窄、血流量是否正常以及其他疾病或組織異常等，提供外科醫師評估是否結束手術與日後追蹤之評估。

結果：2008 年 2 月份至 2018 年 12 月份執行肝臟移植手術共計 64 人次，執行肝臟移植手術術中超音波檢查共計 63 人次；
所有檢查人次之移植肝臟皆無檢查到任何病兆或組織異常。手術檢查中 1 位有 Hemangioma in Rt hepatic lobe，11 位有血流
異常；3 位 Narrowing at portal vein anastomosisn，4 位 Partial thrombosis of portal vein，2 位 Kinking of the Portal vein，1 位
Right pleural effusion，相關異常如附圖，但皆可結束手術與術後追蹤。

結論：肝臟移植手術是非常精密之手術，除了外科技術與團隊合作外，移植後之肝臟功能是否正常關係到移植手術之成功與
否。都卜勒超音波檢查儀保有可移動與動態血管血流量檢查之優勢，移植手術中不用移動手術病人即可執行檢查，用來評估移植
後之肝臟相關血管如肝靜脈、肝動脈、門靜脈是否異常（血管狹宰、血栓等），也可提供臨床手術後須追蹤之相關訊息。

 

利用美國甲狀腺協會指引於超音波影像學下探討甲狀腺結節良性的預測率  Poster 073
US-009 

王姿雅 藍日秀 曾淑如 梁嘉芸 蕭杏芬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背景及目的：甲狀腺疾病除了甲狀腺機能亢進和功能低下，更多的是甲狀腺結節，而超音波是非侵入性及無輻射的檢查方
式，所以被廣泛的應用。診斷甲狀腺結節良惡性的方法，除了影像學外，可進一步配合細針穿刺細胞學檢查來作確認。本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超音波影像學上的標準，來探討甲狀腺結節良性的預測率。

材料與方法：回溯影像醫學部 108.01.01 至 108.12.31 進行甲狀腺細胞穿刺的病人，記錄病人個人資料、抽吸部位、病理結
果。根據文獻指出，針對良性甲狀腺結節的超音波影像特徵可分為四大項：Well-defined margin、Without increase in 
vascularity、No lymphadenopathy、No calcification，我們將 108 年甲狀腺細胞穿刺結果為良性的病人分別進行統計，於超音
波影像學下，若結節樣式全部四項符合為 100%，符合三項為 75%，符合兩項為 50%，符合一項為 25%。另外，未檢查淋
巴結之病人，其餘三項全符合的為 100%，符合兩項為 66%，符合一項的為 33%。最後我們將統計結果低於 50%但病理結
果為良性的案例，利用美國甲狀腺協會(ATA)指引所建議：ATA 結節於超音波影像學樣式和惡性腫瘤的風險，再次分析。

結果：108 年共計 260 個案經過超音波影像學檢查及細針穿刺，病理結果有 183 個甲狀腺結節為良性。根據文獻指出，針
對良性甲狀腺結節的超音波影像特徵分析統計，未符合 50%良性標準計有 59 個。利用 ATA 建議的標準再次分析此 59 個，
其中 42 個惡性腫瘤的風險低於 20%。17 個惡性腫瘤的風險介於 70-90%。由此分析我們可以藉由 ATA 指引增加 42 個良性
預測率，並對於放射師進行教育訓練，以提升影像品質，提供醫師良好的影像判讀。

結論：ATA 指引特別針對甲狀腺結節裡的超音波學樣式作分類。本研究發現在 ATA 指引裡，屬於 spongiform 或是 partially 
cystic 形狀較不規則，所以在原有文獻分類標準時會歸於不符合 Well-defined margin 。另外在病灶裡面會出現結晶體，常會
與鈣化點混淆，建議調整儀器參數以提升影像的品質。最後我們可利用 ATA 指引建議的標準輔助，以提升甲狀腺結節的良
性預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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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ness of Coracohumeral Distance Measurement by Shoulder Rotation Using 
Ultrasonography: Compari  

Poster 074
US-010 

Son jonguk, Kim young ok, Seo eunhee, Dea chang mi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bundang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racohumeral distance (CHD)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 CHD is 
dynamic values that depend on shoulder rotation. And it is generally reported to be the narrowest measure of internal rotation. The 
CHD was compared and measured at Ultrasound and MRI according to the rotation of the shoulder joi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udy was performed on normal Volunteer (n= 14, case = 28 ) who had no previous history of shoulder and 
history of operation. Ultrasonography was performed using EPIQ 7G (Philips Medical System, Netherlands) and linear probe 12-5. 
The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rotating the shoulder joint with neutral rotation (NR), internal rotation (IR) and external rotation.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3.0 Tesla (Ingenia, Philips Medical System, Netherlands) and 8 channel shoulder coils. T1 fat suppression axial 
images were obtained for NR and IR, respectively. The measured CHD was subjected to a corresponding paired sample t-test SPSS 
ver.24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surement of CHD by modality in shoulder joint rotation, ultrasound showed NR 13.89±2.5 mm, IR 11.04±2.5mm, 
ER 16.47±2.9mm. The narrowest in IR and the widest in ER were measured. The CHD measured by MRI was 13.32 ± 2.7mm for 
NR and 10.08 ± 2.5mm for I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HD 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s. (NR: 
p>0.05, IR: p>0.05), (NR : p =0.235, IR : p=0.684)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ltrasonography and MRI measurements by the measured CHD values. In 
the evaluation of CHD, ultrasound is thought to be useful as a measure method that can supplement the limitations of MRI 
examination, such as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otation of the sides by the inspection time and RF signal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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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二氧化碳造影技術執行下肢動脈血管整型術  Poster 075
XA-001 

李尉琦  丁詩偉  李宗憶  蔡宜芳  張瓊文  李豐利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影像醫學科 

背景及目的：含碘顯影劑對於人體有腎毒性的副作用，因此腎功能低下接近於洗腎臨界值的病人是不建議使用含碘對比劑
來做檢查，利用二氧化碳取代含碘對比劑來進行下肢動脈血管整型術以達成目的。

材料與方法：利用二氧化碳取代含碘對比劑來造影，運用血管減贅造影技術來做檢查。照像以每秒 7.5 張的速率取像，二
氧化碳的速率依照醫師的決定。  

結果：一名 85 歲的男性病患，經醫師評估需要執行下肢動脈血管整形術來處理左邊淺骨動脈狹窄的問題。但由於病患本身
的腎功能不佳(Cr:3.27/GFR:18.05)且沒有洗腎。因此醫師建議以二氧化碳取代含碘對比劑來檢查。術後不但治療了他左邊淺
骨動脈狹窄的問題，而且由於二氧化碳的取代而免除病人腎功能因為檢查而再次惡化。

結論：二氧化碳不具腎毒性，可以利用其負性對比特性來造影，雖然影像不若對比劑來的清楚，但使用後處理的疊加方式
亦可以得到完整的血管影像。由於其臨床限制只能使用在橫隔膜以下的動脈血管，因此二氧化碳造影技術對於罹患下肢動
脈狹窄且腎功能不佳的病人可說是一大福音。  

 
智能精準醫療─人工智能偵測腫瘤血管之立體影像在微創介入性放射線肝癌栓塞治療的

創新應用  
Poster 076

XA-002 

何宛萍  江龍輝  劉昌憲  邱崧華  孫雍智  張維洲  高鴻文 

三軍總醫院 放射診斷部 

背景及目的：在常規血管攝影執行經動脈肝腫瘤栓塞治療，使用錐狀射束電腦斷層搭配工作站上人工智能演算法，AI 自動

偵測肝腫瘤血管判讀軟體(automated tumor-feeders detection,)，其偵測肝腫瘤血管分支、支配血管走向等與檢查治療時間、

輻射總劑量和傳統數位減贅血管攝影做比較。  

材料與方法：2018 年 8 月份至 2019 年 4 月份，共有 27 位病例，平均年齡 67.11+ 10.68 歲(男性 24 例，女性 3 例)，共有 38
肝癌，腫瘤平均 2.61+2.19mm。使用先進數位減贅血管攝影儀，採用錐狀射束電腦斷層三維立體掃描，並搭配工作站自動

偵測軟體用來預測栓篩前支配肝癌腫瘤血管分支及相關構造走向，將 AFD 與非選擇性數位減贅血管攝影(nonselective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以下簡稱 2D DSA)其結果，依腫瘤數目、支配腫瘤血管數目、檢查劑量和透視時間作比較分析。  

結果：結果顯示，總共有(65+66)Tumor-feeding artery 在執行 TACE/TAE 之前。(61)條支配腫瘤血管或分之(93.85%)被 AFD
治療前被判讀出來(Figs 1-3)，和 53 條支配腫瘤血管或分之(80.30%)被 2D DSA 治療前被判讀出來(Figs 4-6)，除此之外，假

陽性(false-positive)的部分，AFD 有 4 條(23.53%)，2DDSA 有 13 條(76.47%)。本研究結果顯示 AFD 與 DSA 診斷率分別為

93.85%與 80.30 %。  

結論：在臨床常規肝癌動脈栓塞治療，過程能使用錐狀射束電腦斷層搭配自動偵測判讀軟體用來預測肝癌血管走向及數目，

將提供更有效率、更精準治療及避免疏忽誤判治療前的診斷，並提供介入性放射科醫師更多術中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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