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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力試算標準─醫事放射職類(設標)-1( )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

1.急性一般病床：
500床以上：每35床應有1人以上

1.急性一般病床：
醫學中心：每達18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500床以上：每35床應有1人以上

250床以上，499床以下：每40
床應有1人以上

249床以下，每45床應有1人以上

醫學中心：每達18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區域醫院：每達22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地區醫院：每達26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未設有放射線設備者，得免設醫事放射人員

99床以下，每50床應有1人以上
未設有放射線設備者，得免設
醫事放射人員

2設加護病房者，每20床應有1人2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2.設加護病房者，每20床應有1人
以上

3.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
業：每8小時一班，全天24小時

2.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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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務 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務

4.門診量：平均每日門診人次每達80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5.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醫療機構使用有放射性物質、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備時，依「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專
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應設有專任醫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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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人員1人以上；但急性一般病床199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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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力試算標準─醫事放射職類(設標)-2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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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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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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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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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階影像檢查治療設備係指「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
或使用管理辦法」之儀器設備。

4.有使用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施係指「輻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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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使用放射性物質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施係指 輻射醫
療暴露品質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
所提及之儀器設備。2019/3/23



醫事人力設標試算結果―醫放職類醫事人力設標試算結果 醫放職類

層級別

現況 建議

設標
是否符合

設標
是否符合

符合 家數 符合 家數

醫學中心 100.0% 21/21 76.2% 16/21醫學中心 100.0% 21/21 76.2% 16/21

區域醫院-
準醫學中心 100.0% 3/3 100.0% 3/3準醫學中心 100.0% 3/3 100.0% 3/3

區域醫院 100.0% 74/74 58.1% 43/74區域醫院 100.0% 74/74 58.1% 43/74

地區醫院 100.0% 295/295 85.8% 253/295

5
資料來源：107年7月MOHW報表、衛生福利部醫院資訊公開平臺、103-106年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名
單(全)。2019/3/23



醫事人力試算標準─醫事放射職類(基準)-1
醫院評鑑基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

1.急性一般病床：
醫學中心：每30床應有1人以上
區域醫院

1.急性一般病床：
醫學中心：每達18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區域醫院 每達22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區域醫院：

500床以上：每35床應有1人以上
499床以下：每40床應有1人以上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每達22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地區醫院：每達26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未設有放射線設備者，得免設醫事放射人員

地區醫院：
500床以上：每35床應有1人以上
250床以上，499床以下：每40床應有1人以上
100床以上，249床以下：每45床應有1人以上
99床以下 每50床應有1人以上

2.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3.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至少應有4人以上
平均每日急診人次超過160人次者 每達40人次 應99床以下：每50床應有1人以上

2.醫中：應有專任放射腫瘤之醫學物理人員1人
以上

3.加護病床：每20床應有1人以上

平均每日急診人次超過160人次者，每達40人次，應
增聘醫事放射人員1人，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人
員提供服務

3.加護病床：每20床應有1人以上
4.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者：每8小時
一班，全天24小時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
務

5 急性 般病床99床以下 未設有放射線設施

4.門診量：平均每日門診人次每達800人次，應有醫事
放射人員1人

5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 醫療機構使用有放射性5.急性一般病床99床以下，未設有放射線設施
者，可自選本條免評

5.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醫療機構使用有放射性
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備時，依「輻射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
構管理辦法」第2條，應設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1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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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管理辦法」第 條 應設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 人以
上；但急性一般病床199床以下者，得免設醫事放射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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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力試算標準─醫事放射職類(基準)-2
醫院評鑑基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醫院評鑑基準(醫事放射) 建議(醫事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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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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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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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項目9.優良項目：
(1)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應設有各層級醫事放射師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2)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力達符合項目之1.10倍。

備註：
1.本條為必要條文，必須達符合項目(含)以上。
2.急性一般病床以登記開放數計算，以無條件捨去方式取至整位數。
3醫事放射師人力計算以急性 般病床時 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 牙3.醫事放射師人力計算以急性一般病床時，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
科、泌尿科碎石機、腸胃科、健檢（巡迴）、心臟外科、超音波及其他科醫
事放射師。但不含質子中心及重粒子中心的醫事放射人員。

4.高階影像檢查治療設備係指「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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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階影像檢查治療設備係指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
理辦法」之儀器設備。

5.有使用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相關設施係指「輻射醫療暴露品
質組織與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所提及之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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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力基準試算結果―醫放職類醫事人力基準試算結果 醫放職類

層級別

現況 建議

基準
是否符合

基準
是否符合

符合 家數 符合 家數

醫學中心 100 0% 21/21 76 2% 16/21醫學中心 100.0% 21/21 76.2% 16/21

區域醫院-
準醫學中心 100 0% 3/3 100 0% 3/3準醫學中心 100.0% 3/3 100.0% 3/3

區域醫院 100 0% 74/74 58 1% 43/74區域醫院 100.0% 74/74 58.1% 43/74

地區醫院 100.0% 295/295 85.8% 25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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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7年7月MOHW報表、衛生福利部醫院資訊公開平臺、103-106年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名
單(全)。2019/3/23



人力缺額統計 醫放職類人力缺額統計-醫放職類

建議設標• 建議設標
建議設標 家數 總缺額 最大 最小 中位

醫學中心 5 68 49 2 6醫學中心 5 68 49 2 6
區域醫院-準醫學中心 0 0 0 0 -
區域醫院 31 165 19 1 5

• 建議基準

地區醫院 41 93 6 1 2
合計 77 326

建議基準
建議基準 家數 總缺額 最大 最小 中位

醫學中心 5 68 49 2 6
區域醫院-準醫學中心 0 0 0 0 -
區域醫院 31 165 19 1 5
地區醫院 41 93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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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醫院
合計 77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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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急性一般病床：1.急性一般病床：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醫學中心：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18床應

醫中：急性一般病床/18
區域：急性一般病床/22

一個醫院組成三個要素：空間
設備、人力均為提升醫療品急性 般病床每達18床應

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區域醫院：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2床應

區域：急性 般病床/22
地區：急性一般病床/26

備住：

質與維護病人安全的要素，其
中尤以人力最為重要，長久以
來醫院評鑑標準就與醫事人力
實務需求有極大落差，我們提急性 般病床每達22床應

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地區醫院：
急性一般病床每達26床應

備住
1.急性一般病床以登記開
放數計算，以無條件捨去
方式取至整位數。

實務需求有極大落差，我們提
出的床數人力訴求僅是現況符
合

急性 般病床每 床
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未設有放射線設備者，得

方式取 位數
2.醫事放射師人力計算以
急性一般病床時，專任醫
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

免設醫事放射人員 牙科、泌尿科碎石機、腸
胃科、健檢（巡迴）、心
臟外科、超音波及其他科
醫事放射師。但不含質子
中心及重粒子中心的醫事
放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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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護病床：2.加護病床：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設加護病床者，每達20床
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加護病床/20 依照舊法規

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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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急放射診斷作業：3.緊急放射診斷作業：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診
斷作業，至少應有4人以

急診量/365日/40人次超
過4人以算出人數計；不

目前各層級療機構「醫院
評鑑基準」規範「有提供斷作業 至少應有4人以

上；平均每日急診人次超
過160人次者，每達40人
次，應增聘醫事放射人員

過4人以算出人數計；不
足4人以4人計

評鑑基準」規範 有提供
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
每8小時一班，全天24小時
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次 應增聘醫事放射人員

1人，全天24小時均有醫
事放射人員提供服務

務。」，但建議仍應敘明
清楚，除(1)項人力外，建
議有提供24小時緊急放射
診斷作業單位：「有提供
24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
至少應有4人以上；平均每
日急診人次超過 人次者日急診人次超過160人次者
每達40人次，應增聘醫事
放射人員1人，全天24小時
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均有醫事放射人員提供服
務」，且該人力不納入病
床數之採計，需另計算之。122019/3/23



4 門診量：4.門診量：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平均每日門診人次每達
80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

全院門診量/270日/800人
次

醫院取樣分析於醫學中心
基本X光影像檢查人次與門800人次 應有醫事放射

人員1人
次 基本 光影像檢查人次與門

診比約0.142:1，平均每100
門診人次有14人因臨床需
求需X光影像檢查。
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沒有
醫學中心重大檢查設備完
善，更倚賴基本X光影像檢
查，其影像檢查人次與門
診比約0.186:1與0.217:1，
檢查需求更為增加。
因此建議各層級門診量每因此建議各層級門診量每
達平均每日800 人次時，
每800人次應增聘 1 名醫事
放射師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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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5.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專業人員：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醫療機構使用有放射性物
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1人以上，另計 為提升輻射醫療之品質，
減少病人可能接受過多非

儀器名稱質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或相關設備時，依「輻射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
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

減少病人可能接受過多非
必要的輻射曝露，有執行
醫療曝露品保作業之場所，
根據原子能委員會游離輻

儀器名稱

一、醫用直線加速器

二、含鈷六十放射性物質之遠
隔治療機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

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
應設有專任醫事放射人員
1人以上；但急性一般病

射防護法第17條規定，各
醫療院所均應設立專任醫
療曝露品質保證之專任醫

三、含放射性物質之遙控後荷
式近接治療設備

四、電腦斷層治療機

五 電腦刀
人 但急性 般病

床199床以下者，得免設
醫事放射人員

事放射師1人以上並另計，
以確保病人接受臨床相關
放射線檢查的影像品質及
輻射安全

五、電腦刀

六、加馬刀

七、乳房 X光攝影儀

輻射安全。八、診斷用電腦斷層掃描儀、
核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及
電腦斷層模擬定位掃描儀

九、X光模擬定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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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輻射防護專業人員：6.輻射防護專業人員：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依醫院評鑑基準應設有輻
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應有專

1人，另計 108年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
案）「2.8.9及2.8.11第4項設有放射
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之任二項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應有專

任醫事放射師輻射防護專
業人員1人；但急性一般
病床199床以下者，得免

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之任二項
診療業務者，應設置輻射防護管理委
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
為防制游離輻射之危害，維護人民健
康及安全，各醫療機構必須依「游離病床199床以下者 得免

設醫事放射人員
康及安全 各醫療機構必須依 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七條第一項及「輻射
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
準」規定應設立輻射安全防護管理委
員會。
依設備 業務或規模分 項目依設備、業務或規模分二項目:一、
從事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治療
三項診療業務者，輻射防護業務單位
應配置之輻射防護人員至少配置輻射
防護師一名、輻射防護員二名，其中防護師一名、輻射防護員二名，其中
至少一人為專任醫事放射師並另計；
二、設有放射診斷、核子醫學、放射
治療任二項診療業務者，輻射防護業
務單位應配置之輻射防護人員至少配務單位應配置之輻射防護人員至少配
置輻射防護師一名、輻射防護員一名，
其中至少一人為專任醫事放射師並另
計。 152019/3/23



7 教學醫事放射師：7.教學醫事放射師：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者，應
有專人專責教學之醫事放

1人，另計 原建議每10名放射科系實
習生(1位醫事放射/教學比有專人專責教學之醫事放

射人員1人
習生( 位醫事放射/教學比
例)，需增聘一位醫事放射
師進行教學，但考量人力
增加應漸進，因此訴求改
為「應有專人專責教學之
醫事放射人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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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8.高階影像檢查設備：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療
設備，每8小時一班，每

高階影像檢查設備*2(有輪
班制再乘以班次)

先進歐美國家或是鄰近韓
國與日本，每部高階影像設備 每8小時 班 每

班均應配置2人以上醫事
放射人員執行業務(設為中
程目標並規劃未來4年內

班制再乘以班次)

備註：
1.此項為中程目標並規劃

國與日本 每部高階影像
設備均配置2名醫事放射師
執行業務，然而目前台灣
僅少部分醫學中心每部高程目標並規劃未來4年內

完成)
1.此項為中程目標並規劃
未來4年內完成，因此未
加入此次人力評估符合率
2.高階影像檢查、治療設

階影像檢查治療設備會配
置2名醫事放射師，本會建
議未來每部高階影像檢查

備係指「特定醫療技術檢
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
用管理辦法」第二條附表

設備均應配置醫事放射師2
名以上執行業務，以確保
病人的安全與權益，提高
醫療服務品質之儀器設備。 醫療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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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優良項目：(基準)9.優良項目：(基準)

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訴求內容 計算方式 訴求內容之說明

優良項目 (1)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
應設有各層級醫事放射師

醫事放射師與放射科醫師的臨
床工作完全不同，彼此的工作應設有各層級醫事放射師

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2)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
醫事放射人員人力達符合

也完全不具可取代性，以影像
診斷部為例、醫事放射師的臨
床工作主要是操作放射診療設
備為病患進行影像檢查，而放醫事放射人員人力達符合

項目之1.10倍。
備為病患進行影像檢查，而放
射科醫師的工作則是根據醫事
放射師所提供的影像撰寫影像
診斷報告，兩者的專業範疇完
全不同。反觀其他職類如護理
師、藥師都由該同職類的醫事
人員擔任主管，為確保各醫事
職類專業的獨立性與適任性，職類專業的獨立性與適任性，
本會建議醫事放射師應比照護
理師與藥師之部門設有一級主
管及二級主管職缺，以確保專
業醫事人員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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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醫療機構試算問題回饋各醫療機構試算問題回饋
衛生福利部會在招開各職類與區域醫院、醫學中心協會、公立醫院
協會 醫院協會 等協商會議協會、醫院協會….等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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