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治療用電腦斷層模擬攝影機
年度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實作訓練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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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CRP Report No. 160, “Ionizing Radiation 
Exposur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9) 

醫療暴露 

UNSCEAR 2000 

統計表 

 

https://www.aec.gov.tw/webpage/control/rad/files/index_12_1-1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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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17條授權 

考量:1.放射治療劑量甚高 

        2.國內醫界行之多年,已有豐富經驗 

成果:納入3種放射治療設備 
(直線加速器,Co60遠隔治療機,近接治療設備) 

考量:1.就關懷婦女保障婦女健康著眼                             

        2.美國業制定乳房X光品保法規                       

        3.國內引進3類新式放射治療設備                    

成果:將乳房X光及3類新式放射治療設備納入                 

 (乳房X光攝影儀、電腦刀、加馬刀、電腦斷層治療儀) 

考量:電腦斷層的使用日益普及，其輻射劑量為輻射診斷設備最高                
作法:1.98年積極培訓醫院品保人員,並進行國內掃描儀品保訪查                    
           2.99年完成全面訪查作業,並進行後續輔導作業, 研訂相關品保法規   
           3.100年7月29日公告實施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推動歷程  

公
告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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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CT品保人員 

基本資格 

訓練課程 

繼續教育 

基本資格: 

首次執行前需具備 
 

1. 領有放射線科（診斷、腫瘤）或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證
書者。   

 

2. 領有醫事放射師證書者。   

 

3. 領有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台灣放射腫瘤學會、中華
民國核醫學學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中華民國醫
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學物理學會或台
灣社區醫院協會所核發之證書者。  

 

1.基本資格 

2.每日、每月及
每半年品保訓
練課程3小時 

每年3小時繼續
教育訓練 

CT非年
度品保
人員 

1.基本資格 

2.年度品保實作訓
練課程8小時 

1. 每年3小時繼續教育
訓練 

2. 每年獨立完成1次以
上年度品保實作，
並留存紀錄 

CT年度
品保人

員 

CT品保項目比較表   

老達利CT QC 電腦斷層掃描儀品質保證非年度訓練課程教育資料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第3條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  

 二、操作程序書。 

 三、應實施之校驗項目。  

 四、校驗項目之實施頻次及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五、偏離誤差容許值時之處理方法及改進措施。  

 六、品質保證紀錄。  

 七、人員訓練。  

 八、定期查核事項。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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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書-原能會網站可下載 

 

https://www.aec.gov.tw/%E4%BE%BF%E6%B0%91%E5%B0%88%E5%8D%80/%E4%B8%8B%E8%BC%89%E5%B0%88%E5%8D%80/%E8%BC%BB%E5%B0%84%E5%AE%89%E5%85
%A8/%E8%BC%BB%E5%B0%84%E9%86%AB%E7%99%82%E6%9B%9D%E9%9C%B2%E5%93%81%E8%B3%AA%E4%BF%9D%E8%AD%89%E8%A8%88%E7%95%AB%E4%B9%8B
%E7%9B%B8%E9%97%9C%E8%A1%A8%E5%96%AE/%E9%99%84%E4%BB%B6%E5%8D%81%E4%B8%80-
%E9%9B%BB%E8%85%A6%E6%96%B7%E5%B1%A4%E6%A8%A1%E6%93%AC%E5%AE%9A%E4%BD%8D%E6%8E%83%E6%8F%8F%E5%84%80%E8%BC%BB%E5%B0%84%E9%
86%AB%E7%99%82%E6%9B%9D%E9%9C%B2%E5%93%81%E8%B3%AA%E4%BF%9D%E8%AD%89%E6%93%8D%E4%BD%9C%E7%A8%8B%E5%BA%8F%E6%9B%B8--
220_3216_3217_3224_3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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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書-原能會網站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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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項目、頻次及結果、誤差容許值-
原能會網站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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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記錄表-原能會網站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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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類別 

1. 機械及系統測試 

 

2. 影像顯示器測試 

 

3. 影像品質測試 

 

4. 輻射劑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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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測試 

 1.定位、切片厚度及CT
值準確性 

 2.低對比偵測度 

 3.均勻度、雜訊、SSP及
影像距離準確度測試 

 4.空間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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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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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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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劑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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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作業項目-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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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作業項目-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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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作業項目-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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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1 目的：以目視方式確認整個電腦斷層系統的安
全性。  

 2 測試所需設備：無。  
 3 測試步驟：  

 3.1 確認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在機械方面是穩定的。  
 3.2 確認所有可動的部分都能平穩動作，沒有過度摩擦，

在整個動作範圍內沒有任何阻礙。  
 3.3 確認在正常操作下，病患或工作人員不會接觸到銳

利、粗糙邊緣，或受到危害，例如觸電的危害。  

 4 效能判定準則： 表列各項檢查功能都正常；若
有任何異常或無法正常顯示、使用之項目，應立
即通知相關人員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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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安全評估  
         (System safe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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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項目 合格 不合格 

(1) 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在機械方面是穩定的。     

(2) 可動的部分平穩動作，沒有任何阻礙。     

(3) 病患或工作人員不會接觸到銳利、粗糙邊緣或其它包括電的危害。     

(4) 定位雷射燈功能正常。     

(5) 所有指示燈功能正常，包含輻射使用中、儀表面版等。     

(6) 指示病人的揚聲器功能正常。     

(7) 監控病人的攝影機、顯示器等功能正常。     

(8) 張貼警告標示於合適位置，例如注意輻射、懷孕婦女等。     

(9) 張貼原能會認可文件，例如設備登記證等。     

效能判定準則：表列各項檢查功能都正常；若有任何異常或無法正常顯示、使
用之項目，應立即通知相關人員修復。 

二、切片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 accuracy) 

 1 目的：確保定位投影影像(Surview)的準確
性。  

 2 測試所需設備：方格紙加金屬標記物或專
用假體。  

 3 效能判定準則：  
 3.1 切片定位雷射的準確性：誤差應在± 1mm以下。  

 3.2 測試後若發現結果不符效能判定準則，先重覆本測試，
重覆測試後若發現問題仍存在，則聯絡維修工程師做進一步
之檢查與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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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切片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 accuracy) 
 方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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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B  方法C 

50cm 

方格紙 



二、切片位置準確性  
           (Slice position accuracy) 

標示金屬記號數 實際影像金屬記號數 合格 不合格 

 3       

效能判定準則： ± 1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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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切片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1.目的：測量切片的實際厚度。  

 2.測試所需設備：ACR或Catphan或
system phantom CT測試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3.1 誤差應在 ± 1.5 mm之間。  

 3.2 測試後若發現結果不符效能判定準則，先重
覆本測試，重覆測試後若發現問題仍存在，則聯
絡維修工程師做進一步之檢查與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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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ACR) 

 方法B(Catphan) 

長度(FWHM) *0.42 = 切片厚度 

長度為 5cm 

CTP404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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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C(Philips system phantom) 



三、切片厚度準確性  
           (Slice thickness accuracy) 

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掃描條件 FOV=210mm    Filter=UB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掃描 
模式 

kV mA 
Rotation 
time 

偵檢器組置 
(N x T) 

設定厚
度 

(mm) 

量測厚
度 

(mm) 
合格 不合格 

常規成人 
頭部掃描 

120 350 0.75 16x0.75 3 

常規成人 
腹部掃描 

120 200 0.75 16x1.5 5  

      

          

          

效能判定準則： 一點五毫米(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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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對比（空間）解析度  
(High-contrast (spatial)resolution) 

 1.目的：測定電腦斷層掃描儀之空間解
析度。  

 2.測試所需設備：ACR或Catphan或
system phantom CT測試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  
 3.1 ACR測試假體之判定標準：  

 3.1.1 常規成人腹部掃描模式應可清楚分辨5 lp/cm之區塊。  

 3.1.2 高解析度肺部掃描模式應可清楚分辨6 lp/cm之區塊。  

 3.2 測試後若發現結果不符效能判定準則，先重覆
本測試，重覆測試後若發現問題仍存在，則聯絡維
修工程師做進一步之檢查與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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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ACR) 

 方法B(Catphan) 
CTP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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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C(Philips system phantom) 



四、高對比（空間）解析度  
          (High-contrast (spatial)resolution) 

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掃描條件 FOV=210mm KV=120  mAs=200  Filter= UB          
Rotation Time=0.75  偵檢器組置(N x T)=16x1.5  測試假體： Philips system phantom                    

  
Measured MTF  

at 10 % (lp/cm) 
基準值 

與基準值差異 
(%) 

合格 不合格 

常規成人 
腹部掃描 

   6     

高解析度 
肺部掃描 

X X X X X 

效能判定準則：  
1. 以常規成人腹部掃描模式，可清楚分辨每公分五組線對 (5 line pair/cm)以
上，高解析度肺部掃描模式，可清楚分辨每公分六組線對 (6 line pair/cm)以上。 
2. 或以常規成人腹部及高解析度肺部掃描模式下，其MTF 百分之十之值與基準值
差異為百分之二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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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1.目的：測定電腦斷層掃描儀對低對比物體之分辨力。  

 2.測試所需設備：ACR（0.6%，6HU）或Catphan或
system phantom CT測試假體其內含有低對比物體(小
於等於1%，10 HU) 分辨力測試模版製成之測試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常規成人腹部與常規成人頭部掃描
模式下，最小可見之低對比物直徑與基準值相較，其
直徑增加不可超過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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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 (6HU) 

CTP515  

 方法A(ACR) 

 方法B(Catphan) CTP515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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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C(Philips system phantom) 



效能判定準則：常規成人腹部與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模式下，最小可見之低對比物直徑與
基準值相較，其直徑增加不可超過1 mm。  

五、低對比偵測度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kV mA 
Rotation 
time 

偵檢器
組置 

(N x T) 

量測值
(mm) 

基準值
(mm) 

合格 不合格 

常規成人 
頭部掃描 

120 350 0.75 16x0.75 5     

常規成人 
腹部掃描 

120 200 0.75 16x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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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依常規掃描條件 FOV=210mm    Filter=UB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效能判定準則：常規成人腹部與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模式下，最小可見之低對比
物直徑與基準值相較，其直徑增加不可超過1 mm。  

六、掃描電子密度假體之CT值準確性  
(CT number accuracy ,Electron density phantom) 

 
 1.目的：測定電腦治療計畫系統使用之不同材
質相對電子密度CT掃描值曲線之一致性。  

 2.測試所需設備：含有各種已知線性衰減係數
（或電子密度）的測試物製成之假體；此類假
體必須包含至少5種以上之測試物體，且必須
具有能代表空氣、水與CT值800以上之測試物
體。如ACR、Catphan、system phantom、
Cheese CT測試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3.1 水的CT值應該介於0±7 HU之間。  

 3.2 除水之外，其他測試物質的C T值與基準值之差異應為30 
HU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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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ACR)(5種材質) 

 方法B(Catphan) (9種材質) 

 

ROI圈80% 

CTP404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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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C(Philips system phantom) (7種材質) 

 

 方法D(GAMMEX electron density phantom) (17種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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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E(Cheese phantom) (14種材質) 

 

注意：建議材質假體的位置每次都一致再進行掃描 

六、掃描電子密度假體之CT 值準確性 (CT number accuracy ,Electron density phantom) 

項目 材質 量測值 基準值 與基準值差異 合格 不合格 

 1 Air (in phantom)    -973.1       

 2  Solid water   -4.3       

 3  Adipose   -93.3       

 4  Breast   -53.5       

 5  Liver   70.2       

 6  Inner bone   211.6       

 7  Cortical bone   1212.3       

 8 water    0       

            

            

效能判定準則：1. 水的CT 值為介於-7 至7HU 之間。    

                            2. 除了水以外，其他物質之CT 值與其基準值差異為30HU以下。 46 

使用假體廠牌: Tomotherapy     型號:  Cheese phantom   
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腹部掃描條件 KV=120  mAs=200  Filter=UB          
Rotation Time=0.75  偵檢器組置(N x T)=16x1.5  FOV=210mm          
  
表格一:使用非ACR CT假體時使用 

1. 水的CT值準確度與雜訊測量 

2. 影像均勻度評估 

3. 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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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1.水的CT值準確度與雜訊測量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1 目的：在不同掃描與組像參數下，評估水的CT值

準確度及雜訊之變化。  

 2 測試所需設備：直徑約20公分至30公分之均
質水（或等效水）假體，例如美國放射學院電
腦斷層認證假體或電腦斷層掃描儀廠商所提供
之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  
 3.1 水的CT值應介於–7～+7HU。  

 3.2 雜訊值與其基準值之差異為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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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B(ACR) 

ROI = 400 mm2 

 方法A(水假體) 

ROI = 4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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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D(Philips system phantom) 

ROI = 400 mm2 

 方法C(Catphan) 

ROI = 400 mm2 

CTP486 module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掃描設定 測得數據 

掃描參數 
管電壓 
峰值 

( kVp ) 

影像 
重建法 
(Filter) 

測得水 
之CT值 

( 平均值 ) 

雜訊 
( 標準差 ) 

雜訊 
基準值 

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120 UB 4.5 

常規成人掃描模式(軸狀) 120 UB 4.5 

軸狀掃描 

改變影像重
建法(Filter) 

120 EB 4.5 

改變管電壓
峰值(kVp) 

140 UB 4.5 

90 UB 4.5 

  

測試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效能判定準則： 1.水的CT值應介於07HU。 

                             2.雜訊值與基準值之差異，應不大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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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條件，FOV=210mm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mAs=350 偵檢器組置(N x T)=16x0.75 ROT. Time=0.75  slice thickness=3mm         
A.水的CT值準確度與雜訊測量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2.影像均勻度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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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確保於均質水假體中，不同位置之CT 
值的均勻度。  

 2 測試所需設備：直徑約20公分至30公分之均
質水（或等效水）假體，例如美國放射學院電
腦斷層認證假體或電腦斷層掃描儀廠商所提供
之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  
 3.3 影像不均勻度：邊緣的四個ROI之平均CT值與中間ROI之平

均CT值間的差異皆小於5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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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B(ACR) 

ROI = 400 mm2 

ROI距離邊界2cm 

 方法A(水假體) 

ROI = 400 mm2 

ROI距離邊界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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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D(Philips system phantom) 

ROI = 400 mm2 

ROI距離邊界2cm 

 方法C(Catphan) 

ROI = 400 mm2 

ROI距離邊界2cm 

CTP486 module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位置 水CT值 
與中央ROI差

異 
合格 不合格 

中央ROI       

三點鍾ROI         

六點鐘ROI         

九點鐘ROI         

十二點鐘ROI         

效能判定準則： 邊緣的四個ROI之平均CT值與中間ROI之平均CT值間
的差異皆小於5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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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條件，FOV=210mm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KV=120  mAs=350 偵檢器組置(N x T)=16x0.75 ROT. Time=0.75  slice thickness=3mm 
Filter=UB        
B. 影像均勻度評估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3.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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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評估影像中之假影程度。  

 2 測試所需設備：直徑約20公分至30公分之均質水（或等效水）
假體，例如美國放射學院電腦斷層認證假體或電腦斷層掃描儀廠
商所提供之假體。  

 3.效能判定準則：  
 3.4 影像中不應存在任何明顯之假影。  

射束硬化假影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金屬假影 
(metal artifacts) 

環狀假影、條紋假影 



 1.使用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2. 使用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改為軸狀掃描)  

 偵檢器組置(1) :在最小的Ｔ設定下，選用最大的
Ｎ，影像重組厚度設為Ｔ 

 偵檢器組置(2) :在最大的射束寬度下，選用最小
的影像重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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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假體影像評估-3.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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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B(ACR) 

ROI = 400 mm2 

 方法A(水假體) 

ROI = 40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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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D(Philips system phantom) 

ROI = 400 mm2 

 方法C(Catphan) 

ROI = 400 mm2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整體評估 合格 不合格 

水的CT值     

假影     效能判定準則： 1.水的CT值應介於07HU。 

                             2. 於影像中不應存在任何明顯之假影。 60 

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條件，FOV=210mm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KV=120  mAs=350 偵檢器組置(N x T)=16x0.75 ROT. Time=0.75  slice thickness=3mm 
Filter=UB        
C. 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1.使用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整體評估 合格 不合格 

水的CT值     

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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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條件，FOV=210mm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KV=120  mAs=350 ROT. Time=0.75  slice thickness=0.75mm Filter=UB,組置(NxT)=16X0.75        
C. 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2. 使用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改為軸狀掃描)  
偵檢器組置(1) :在最小的Ｔ設定(0.75)下，選用最大的Ｎ(16)，影像重組厚度設為Ｔ(0.75) 

效能判定準則： 1.水的CT值應介於07HU。 

                             2. 於影像中不應存在任何明顯之假影。 

七、水假體影像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noise, artifact, 
and C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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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依常規成人頭部掃描條件，FOV=210mm 測試假體：Philips system phantom                 
KV=120  mAs=325 ROT. Time=0.75  slice thickness=1.5mm Filter=UB,組置(NxT)=16X1.5        
C. 多切片影像水的CT值與假影評估 
2. 使用常規成人掃描模式 (改為軸狀掃描)  
偵檢器組置(2) :在最大的射束寬度(T=1.5)下，選用最小的影像重組厚度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影像排序 

測得水之CT值 

是否合格 ? 

假影 

是否存在?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整體評估 合格 不合格 

水的CT值     

假影     效能判定準則： 1.水的CT值應介於07HU。 

                             2. 於影像中不應存在任何明顯之假影。 

八、劑量輸出穩定性  
(Output consistency) 

 1 目的：藉由量測等中心點空氣中之劑量，與接收
測試時之基準值比較，確保設備劑量輸出之穩定性。 

 2 測試所需設備：  

 2.1 方法一：  
 2.1.1 已校正的農夫型游離腔(0.6 cc Farmer type ion chamber)與專用假體。  

 2.1.2 配合農夫型游離腔使用之校正過電量計(Electrometer)。  

 2.2 方法二：  
 2.2.1 已校正的電腦斷層專用之筆型游離腔( 10 cc CT Dose Chamber)。  

 2.2.2 配合電腦斷層專用筆型游離腔校正之劑量計。  

 3.效能判定準則：測量值與基準值差異為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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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農夫型游離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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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農夫型游離腔(0.6 cc Farmer type ion chamber) 收集電荷區之長度約為24 
mm，為避免量測值因位置的準確性而有極大差異(圖十八)，應將準直儀
(collimation)寬度設為10 mm。 

 設定與臨床掃瞄參數相同的kVp與mAs進行軸狀掃描。 

 重覆量測三次並記錄讀值，並計算平均量測值。【注意量測值與漏電流
(Leakage current )比值應在100倍以上】將所得記錄值與接收測試時以相同條
件建立之基準值相比較。 

 紀錄分析比較結果，差異必須小於容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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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B(筆型游離腔) 

TN

I
MCfCTDI


100

f：劑量單位轉換因子，將量測值轉換為空氣劑量，因此若量測曝露，而
量測值的單位為R，則f =8.7 mGy/R。 
C：筆型游離腔的校正因子。 
I：筆型游離腔的靈敏長度，通常為100 mm。 
N x T：偵檢器組置，T為一個資料通道在Z軸方向上形成影像之切面寬度，
N為該模式下的資料通道數目。 

八、劑量輸出穩定性  
(Output consistency) 

量測值 量測劑量單位 平均值 基準值 

  

 nC    0.602   

  

測試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效能判定準則： 與其基準值差異為百分之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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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儀器廠牌:  Extradin Farmer A19+ Unidose E+ Solid water  型號: Farmer type  
序號: 110751 kV=120 mAs=312 偵檢器組置(N x T)= 16X1.5 ROT. Time=0.75      

九、輻射寬度 
(Radiation width) 

 1.目的：評估射束準直儀寬度設定
的準確性。  

 2.測試所需設備：電腦斷層品保自
顯底片（Gafchromic XR-CT）。  

 效能判定準則：測量值與基準值之
差異應不大於20%或1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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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A(Gafchromic CT film) 

 方法B(EBT底片) 



九、輻射寬度 
          (Radiation width) 

偵檢器組置 
(N x T mm) 

測得寬度 
(mm) 

基準值 
(mm) 

合格 不合格 

 16X0.75   14     

 16X1.5   26     

          

效能判定準則： 與其基準值差異為百分之二十以下或一毫米
(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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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參數：kV=120   mAs=300 ROT. Tim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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