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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大會主席的歡迎詞
各位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的前輩先進與夥伴們大家好：
欣逢 2015 年第 10 屆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討會於 5 月 23 日，假台中市中國醫藥大
學舉行，誠摯的歡迎各位親愛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夥伴們，蒞臨台中參加一年一度的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研討會，今年是第 10 屆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討會也是本系第一次舉辦
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討會，僅代表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全體師
生及大會工作人員，向遠道而來的貴賓們表示誠摯的歡迎。
今年大會論文組別分為「診斷影像」
、
「放射治療暨劑量評估」和「醫學工程暨影像處理」
三大主題，此次會議論文總共有 4 篇邀請專題演講和 141 篇論文發表並參與競賽，其中包含
15 篇英文口頭報告論文、38 篇中文口頭報告論文和 88 篇海報論文。特別感謝全國十校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和醫學工程之前輩先進擔任評審與評分，表示誠摯的謝意!
此外，本系學生票選本次研討會邀請專題演講主題與講者。依學生之興趣與需求規劃今
年大會應邀演講，本次大會有幸邀請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李百祺教授-「結合光與聲的
臨床前研究」、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王信二教授-「利用分子影像評估腫
瘤治療療效的臨床前研究」、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劉仁賢教授-「臨床轉
譯分子影像」和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施庭芳教授-「PET/MRI 的臨床應用–於未
來醫學影像的角色」
，此次特別感謝李百祺教授、王信二教授、劉仁賢教授和施庭芳教授，百
忙撥空，蒞臨演講。今年大會專題演講內容從基礎研究至臨床應用專題演講之相關議題，其
內容深切並富有前瞻性，值得期待。
總之，今年年會的發表論文包含內容豐富、精彩，應可讓各位收穫良多，不虛此行。熱
烈地期待您的光臨與鼓勵，讓我們一貣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第 10 屆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討會大會主席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主任暨所長
敬邀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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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院長的歡迎詞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術研討會已邁入第十屆，今年由敝校「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學系」主辦。這個研討會提供各校「放射線技術系所」、「醫工系所」老師及學生一個非
常好的研究成果發表以及各校師生交流的舞台。
這十年來，隨著 CT、MRI、PET 等儀器的進步，醫學影像有許多很新的進展，對於臨床
診斷及治療的運用及研究貣了很大的影響。要應付這些日新月異的儀器更新及影像技術的進
步實在不容易，所幸各校醫學影像相關系所的教師都很優秀，而且這十年來本系所的學生素
質也愈來愈高，因此每年都有很多研究成果可以在國內外發表。
這次研討會專題演講的題目都是教授們最精華的研究成果，下午的論文展示及報告大多
數是學生的研究成果也具多樣性，整體而言，這是一個水準很高的研討會，期望與會者都有
豐碩的收穫。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院長
沈戊忠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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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
大會主席

施子卿

籌備成員
沈戊忠
陳悅生
姚俊旭
黃宗祺
程大川
孫盛生
楊世能
郭于誠
嚴寶勝
吳駿一
蔡豐聲
許勝溢
許銘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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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08:00~08:45

報到

08:45~09:00

開幕式
講題: 結合光與聲的臨床前研究
講者: 李百祺 教授
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9:00~10:20

座長: 陳拓榮 教授
專題演講Ⅰ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立夫 101)

講題: 利用分子影像評估腫瘤治療療效的臨床前研究
講者: 王信二 教授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座長: 黎俊蔚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休息(茶點)

10:20~10:40

講題: 臨床轉譯分子影像
講者: 劉仁賢 教授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0:50~12:10

座長: 陳志成 教授
專題演講Ⅱ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立夫 101) 講題: PET/MRI 的臨床應用–於未來醫學影像的角色
講者: 施庭芳 教授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座長: 姚俊旭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午餐 及 壁報論文展示

12:10~13:30
13:30~15:00

研究發表Ⅰ

診斷影像
(立夫 101)

放射治療暨
劑量評估
(立夫 102)

英文口頭報告
(立夫 104)

醫學工程
暨影像處理
(立夫 103)

英文口頭報告
(立夫 104)

休息(茶點)

15:00~15:30
15:30~17:00

醫學工程
暨影像處理
(立夫 103)

研究發表Ⅱ

診斷影像
(立夫 101)

放射治療
暨劑量評估
(立夫 102)

17:00~17:30

頒獎與座談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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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者
李百祺 教授
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信二 教授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劉仁賢 教授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施庭芳 教授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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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展示排序
序號

展示者

題目

1

黃畹淳

運用核磁共振診斷嬰兒型肝臟血管瘤

2

陳來發

高齡友善環境-推動高齡友善之放射診斷檢查更衣環境改善

3

周紋郁

檢查室內架設條碼讀取設備以減少檢查時程之應用

4

潘奕帆

體質指數對中老年骨質密度之相關性

5

黃椲茗

電腻斷層攝影在下腹部掃瞄之輻射劑量與健康效應評估

6

夏邦凱

擴散資料組合對於擴散峰值造影參數之帄均值與重複性的影響

7

林暉筌

縮尺模型於放射診斷科之教學成效評估

8

楊雅琪

利用「互訊息」搭配「圓形階層楔型假體」來評估不同數位乳房攝影系
統之表現

9

顏俊維

Halo vest 於頸椎磁振造影之影像探討

10

周嘉豪

半自動量化數位 X 光影像之膝關節面積

11

周紋郁

常規顴骨攝影術於外傷受檢者之應用

12

黃如妤

巨大脾動脈瘤經血管攝影塞栓治療之病例討論

13

賴厚任

上腸繫膜動脈血栓治療之病例報告

14

張捷茵

過動症大鼠之錳離子增強功能性磁振造影

15

張雅婷

眼球磁振照影影像之角度差異評估

16

趙俞婷

評估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乳房厚度之影響

17

陳長源

比較不同波序之眼球磁振造影影像

18

蓋廉多

評估乳房攝影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影像品質之影響

19

李狄鴻

長期慢性肝炎超音波影像紋理與特性分析

20

陳懿芳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在放射實習生臨床能力評量之應用

21

吳沛潁

利用概化線性模型分析肝動脈栓塞術後長期超音波影像特性之研究

22

吳沛潁

總頸動脈與腹主動脈血液流速之相關性

23

王秀芳

乳房立體定位導引真空抽吸切片及手術切片的確診率比較

24

周家卉

探討 BMI 與肝超音波影像特徵在不同區域之關聯性

25

郭冬珂

利用超音波影像評估尿液生成速率之研究

26

李宗原

藉由輔具來進行腳部斜位攝影之影像品質評估

27

楊馨寧

利用擬人化假體於擴散加權影像的評估

28

陳妏函

身體質量指數（BMI）與乳腺組成的相關性探討

29

詹凱傑

探討 MDCT 和 CBCT 在受金屬植入物影響下的表現

30

李承叡

以圖論分析評估暴食症患者之大腻功能網路異常

31

翁振翔

探討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所引貣的長期間歇性低血氧狀態對於腻部認
知功能的影響

32

陳欣妤

33

黃詩華

Suppressed the poor rate of routine diagnosed X-ray image
利用重複量測變異數法分析長期超音波肝影像紋理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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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展示者

題目

34

黃柏諺

頸椎 X 光側位攝影之最適化探討

35

魏子婕

正子斷層掃描中偵檢器間散射的三重同符事件回收

36

張皓婷

應用閃爍偵檢器進行質子治療射程驗證其準直儀之比較性研究

37

李俊賢

探討核醫唾液腺檢查影像處理與甲狀腺關聯性

38

朱書葦

傳統中草藥治療肝腫瘤裸鼠效益之磁振造影研究

39

陳賢維

磁振造影評估傳統中草藥於大腸癌之治療效果

40

周君柔

"比較初期或延緩之低功率雷射光治療對於神經導管接合老鼠截斷

41

周紋郁

大缺陷坐骨神經之神經再生影響評估"

42

林楷儒

43

詹世基

微米素光光動力保健療法預防失智患者之裝置研發

44

吳浚豪

影像式微創手術器械力回饋設計

46

王詔頤

47

彭徐鈞

48

張家欣

Automated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recogni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利用疊代法濾波器影像處理方法回復低劑量電腻斷層影像品質之研究

49

陸奇鋒

體素分析方法探討白血病患的腻白質變化

50

姚依汶

利用空間濾波器對 MRI K-Space 資料進行雜訊處理

51

鄭尚愷

二維超音波線性掃描影像三維體積重組之研究

52

郭洺銍

利用小波轉換對單光子電腻斷層影像進行雜訊處理之研究

53

劉尚劼

發展全口攝影應用於身分辨識

54

張馨云

利用動態超音波影像自動選取最佳影像之靜態影像之研究

55

賴紀儒

基於體素之形態測量學評估暴食症疾患灰質與白質體積變化

56

王明淨

利用高增益濾波器對鼻咽癌單光子正子斷層掃描影像資料進行雜訊處理

57

朱品柔

探討最佳化設計之濾波器對腎臟 SPECT 掃描影像執行降噪處理之研究

58

許士彥

利用傅利葉轉換進行 SPECT 影像雜訊處理

59

蔡羽威

利用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 (SAD)方法開發自動化影像接合方法

60

莊家權

心臟在 PET/CT 對於冠狀動脈鈣化分數和 PET 衰減校正在低劑量 CT 條件
的可行性

61

李芳菁

動態模型應用於乳房病灶診斷

62

黃椲茗

懷孕婦女於放射醫學診療之劑量危險度與法規規範

63

沈思與

評估 Bolus 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之深部劑量分佈

64

劉國英

MRI 影像特徵對聽神經瘤在伽瑪刀放射手術前後之關連性

65

張詩苗

治療肝臟腫瘤患者使用壓腹治療方式與自由呼吸方式治療兩者擺位位移
變化

66

龔煒婷

含碘輻射增敏劑對乳癌細胞與小鼠動物治療之研究

67

粘祐寧

評估 Bolus 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之回散射因子

68

張詩苗

骨盆腔放射治療以 OBI 位移誤差來比較使用真空固定墊與不使用真空固
定墊的優劣

發光生物陶瓷材料（PLB）對於多種慢性疾病患者其觸發點和循經感傳
（PSM）之應用

應用於彈性超音波之擬人化乳房假體

7

序號

展示者

題目

69

洪育菁

鼻咽癌放射線治療後腻部工作記憶功能之連結性分析

70

柯承邑

研究質子治療劑量深度和 PET 活度分布深度的差別

71

郭哲源

PET 影像品質對質子射程評估的影響研究

72

蔡長書

奈米金粒子之製備、特性及其輻射增敏應用之探討

73

林晨瑄

高能電子射束在柑橘類的防腐效果探討

75

邱婷萱

Case Study of Radio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 with 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
福島核電廠事故對台灣環境輻射之影響評估

76

張芸慈

胸部及腹部電腻斷層因定位差異造成的劑量變化

77

歐佩雲

Fan beam 與 pencil beam DXA 系統所致有效劑量與空間劑量差異

78

黃瀚生

旋弧調控放射治療於鼻咽癌其環境劑量之評估

79

林佳陽

光激發光劑量計應用於全口牙攝影之劑量評估

80

丁健益

應用劑量模擬軟體在非破壞檢測劑量評估之研究

81

陳芊妤

建立不同厚度 Bolus 假體之等效乳房

82

吳佳珍

評估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帄均乳腺劑量之影響

83

余宛真

使用 Shield-Hit12A 評估碳離子在不均質假體中劑量分佈之研究

84

林冠羽

使用蒙地卡羅方法評估質子治療之準直器活化程度與等效劑量率之相關
研究

85

賴律翰

中子型光激發光人員劑量計應用於高能加速器劑量之研究

86

林宗慶

硫酸亞鐵化學劑量計應用於直線加速器之劑量輸出驗證

87

周紋郁

一般 X 光攝影檢查室內安全輔具之應用

88

Wei-Ying Kuo

74

Huang Kun
Ming

In vivo Enrichment of Cancer Stem Cells in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Resistance Xenograft of Lung Cancer in Mou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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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競賽賽程
診斷影像 中文口頭報告競賽排程(立夫 101 教室)

排序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1

13:30~13:41

彭徐鈞

2

13:41~13:52

翁靜如

3

13:52~14:03

張驊嫣

4

14:03~14:14

溫漢忠 利用電腻斷層評估 TACE 術後腫瘤變化之研究

5

14:14~14:25

曾浚翔 純氧於紐西蘭大白兔腻部在磁振造影之效應

6

14:25~14:36

王怡馨 探討叢發性頭痛患者疼痛調控功能性網路之改變

7

14:36~14:47

吳碩芸 以超音波影像追蹤呼吸運動造成之肝臟移動現象

8

14:47~14:58

陳瑜慧 發展數位乳房影像為基礎的乳房厚度評估方法

Altered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冠狀動脈心臟電腻斷層鈣化斑塊特徵值與抽菸及糖尿病之
關連性研究
利用多切面電腻斷層冠狀動脈影像評估合理左心室分率估
算之方法

休息

14:58~15:30
9

15:30~15:41

沈昱辰 以磁振造影影像評估不同呼吸模式對呼吸門控的影響

10

15:41~15:52

李宜婕 手持式超音波品質保證之研究

11

15:52~16:03

陳孙斌 利用光體積變化描記儀提升檢查環境安全度

12

16:03~16:14

李真慧 評估重度憂鬱症患者之大腻結構體積與形狀異常

13

16:14~16:25

張瓊勻 3T 磁場下正常紐西蘭大白兔腎臟之 T2 弛緩時間

14

16:25~16:36

麥家瑋 VX2 腫瘤之摩立顯動態對比增強磁振造影

9

放射治療暨劑量評估 中文口頭報告競賽排程(立夫 102 教室)
排序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1

13:30~13:45

張世勳 高能量重粒子加速器之深穿透屏蔽計算研究

2

13:45~14:00

林玟吟 探討 64 切冠狀動脈電腻斷層攝影造影參數與影像品質之關聯性

3

14:00~14:15

王大維 骨質密度檢查患者有效劑量之分析比較

4

14:15~14:30

廖鴻霖 TLD 於 6MV 醫用加速器之最佳量測時間

5

14:30~14:45

蔡雅涵 CR 與 DR 在骨科攝影檢查劑量之研究

6

14:45~15:00

杜冠儀

腹部 X 光攝影及靜脈腎盂造影之實驗度量和蒙地卡羅模擬劑量
比較
休息

15:00~15:30
7

15:30~15:45

賴冠任 臨床 IVP 和 KUB 之管電流時間積轉換有效劑量因數之評估

8

15:45~16:00

蘇婉婷

9

16:00~16:15

楊美箴 台灣電腻斷層常見掃描部位調查與有效劑量評估

10

16:15~16:30

蔡晏綾 以蒙地卡羅方法評估數位乳房斷層攝影之乳腺劑量

11

16:30~16:45

莊明翔 醫事放射師國考及格標準變化對及格率之影響探討

12

16:45~17:00

李璟佑

五歲小孩頭部電腻斷層器官導向管電流調控模式掃描之劑量與
轉換因數評估

驗證使用 GATE 蒙地卡羅模擬進行質子治療中活體內質子射程
驗證之解析模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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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暨影像處理 中文口頭報告競賽排程(立夫 103 教室)
排序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1

13:30~13:42

姜瀚倫 超音波健康清潔應用裝置研發

2

13:42~13:54

黃韋婷 眼球磁振造影專用角度距離導引器之開發

3

13:54~14:06

李易桓 雙同位素同時造影散射修正

4

14:06~14:18

林耿帄 利用 SPC 監測分析法對 CT 球管性能進行評估

5

14:18~14:30

張恆經 發展以邊界定義器官的電腻假體並進行蒙地卡羅模擬
休息

14:30~15:30
6

15:30~15:42

莊慧怡 利用區塊帄均演算法提升超音波影像品質之研究

7

15:42~15:54

周綺瑩

圖論分析與擴散張量磁振造影評估暴食症疾患之大腻白質
聯結異常

8

15:54~16:06

陳弘彧

運用離散形式直方圖估計訊息理論熵於散射子濃度定量之
可行性研究

9

16:06~16:18

游世豪

使用穩定小波轉換與非下採樣輪廓波轉換對模擬之生醫影
像進行除噪

10

16:18~16:30

陳偉權 非侵入示顱內壓力量測

11

16:30~16:42

洪佳聖 頸靜脈血流流量之量化系統

12

16:42~16:54

陳力維 半自動化下齒槽神經管偵測系統

11

英文口頭報告競賽排程(立夫 104 教室)
排序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1

13:30~13:41

陳士寬

MCNPX simulation of proton dose distribution in a pure water
phantom

2

13:41~13:52

涂博偉

Models of Classification for TRODAT-1 by Skewness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Activity Volume

3

13:52~14:03

陳文慶

Evaluation of Maximum Velocity between Hepatic Portal and
Liver Veins by Ultrasound Doppler Imaging

4

14:03~14:14

5

14:14~14:25

6

14:25~14:36

林家偉

Investigation of Standard Uptake Values among Tissues on
Whole Body 18F-FDG PET/CT

7

14:36~14:47

王軒庭

Analysis of line interval setting for a line scanning proton
therapy pencil beam scanning system

8

14:47~14:58

呂承祐

The monthly dose monitoring in linear accelerator treatment
room

Ariana Silvia Maria
Gonzalez Segovia

Grethel Andrea
Yojcom Cuellar

Automatic Selecting High Quality Slice from Dynamic Images
of Abnormal Renal Ultrasonography: The Phantom Study
Dynamic Video for Liver Ultrasound Imaging Under Free
Breathing

休息

14:48~15:30
9

15:30~15:41

李宗原

10

15:41~15:52

游士德

11

15:52~16:03

王怡方

12

16:03~16:14

王祺元

White Matter Differenc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and without
Depression
Monte Carlo assessment of gold nanoparticle administration in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INTRABEAM
A novel automated method for tuberculosis cavity detection using the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with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Detecting Fatty Liver in Ultrasound by Hepatorenal Ratio and
Attenuation Rate

12

排序

時間

報告者

13

16:14~16:25

楊永毅

14

16:25~16:36

林郁涵

15

16:36~16:47

林冠孙

題目
Use ANOVA to analyze working memory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NPC patients
A new template based on early phase images for brain image analysis
in 18F-FP-(+)-DTBZ (AV-133) PET imaging
Patient-Specific Modeling of Blood Flow for Stented Coronary
Artery Based on Computed Tomographic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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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摘要
運用核磁共振診斷嬰兒型肝臟血管瘤
黃畹淳 1 周嘉豪 1 張勝昌 1 林坤榮 1 詹正義 1
1

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放射診斷科

目的:運用核磁共振掃描技術偵測嬰兒型肝臟血管瘤，並與超音波影像進行比對來評估此
項技術能否為未來主要的診斷方法。材料與方法:一名 3 個月男嬰，因腹脹、厭奶進行超音波
檢查，超音波影像於右肝呈現高回音反射。運用核磁共振進行 T2W FRFSE 和 FIESTA 與施打
顯影劑 T1W fat saturation 波序進行掃描。結果:磁振造影發現右肝 S6 區域 T2W FRFSE 和
FIESTA 波序影像呈現高訊號，T1W fat sat 影像呈現低訊號，3 分鐘與 6 分鐘施打顯影劑的
T1W fat sat 影像病灶外圍為高訊號，中間為極低訊號的呈現，經二種醫學影像檢查比對後，
確診為 4.8 公分良性肝臟血管瘤。結論:核磁共振攝影可準確的偵測出嬰兒型肝臟血管瘤，並
建議未來可將核磁共振做為主要的診斷工具之一。
關鍵字: 嬰兒型肝血管瘤，超音波，磁振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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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環境-推動高齡友善之放射診斷檢查更衣
環境改善
陳來發 1 梁庭繼 1
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目的】為提升醫學影像品質皆需更換衣物，避免使高齡老人在更衣過程中造成傷害，針
對更衣環境改善，以符合高齡友善安全的環境。
【材料與方法】針對舊有更衣室進行改善。安
全部分：針對更衣室大小、安全門鎖、照明進行改善，加裝緊急求救開關組、鈴聲指示燈組、
安全扶手、安全座椅、將原有更衣室向外推門部分改為橫向拉門，避免民眾受傷；貼心設施
部分：更衣室外側裝設使用中指示 LED 燈、裝設污衣桶、鏡子、點滴吊架等安全設施。【結
果】針對更新後進行訪查，高齡受檢者皆滿意新設置之安全及貼心設施部分，皆無民眾再受
到傷害，成效良好。
【結論】提供符合高齡友善之環境，使前來受檢之高齡友善受檢者有更好
的高齡友善環境。
關鍵字：更衣室、病人安全、高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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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室內架設條碼讀取設備
以減少檢查時程之應用
周紋郁 1 陳威爾 1
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目的】本院現行簽收受檢者資料及檢查項目使用之電腻設置於控制室內，放射師收取檢
查單後，需逕行至控制室內簽收，如將條碼讀取設備置於檢查室內，可望減少檢查時程。
【材
料與方法】將條碼讀取設備架設於檢查室內，並附設螢幕，放射師得於受檢者進入檢查室時，
核對基本資料及檢查項目，使用一旁設備簽收，並在螢幕上核對無誤後即可檢查，無需返回
至控制室內簽收。
【結果】使用檢查室內條碼讀取設備後，檢查時程明顯減少，放射師除了可
減少走動次數及讀取資料時間之外，並且能隨侍在側，進而降低病人安全發生率。
【結論】將
條碼讀取設備架設於檢查室內，僅僅改變放射師簽收受檢者單據資料位置，無礙於病人安全
辨識，卻能實質減少受檢者檢查時程。

關鍵字：條碼輸入、檢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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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指數對中老年骨質密度之相關性
潘奕帆 1
1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放射科

【目的】分析中老年兩性受檢者，其體質指數與骨質密度之相關性。【方法】方便取樣 104
名中老年受檢者，以身高體重計算其體質指數，並且接受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儀檢測。依受
檢者之年齡（分為中、老年）為第一分組；依受檢者之性別為第二分組。分別對各組做體質
指數與骨質密度之統計分析。
【結果】由統計數據得知，中年組其體質指數與骨質密度呈現顯
著的中度正相關（r=0.6904），老年組相關較弱但仍為正相關（r=0.346）；男性組也呈現中度
正相關（r=0.7112）
，女性組相關較弱但仍為正相關（r=0.3574）
，且以上皆有顯著性（P<0.01）。
【結論】由統計數據分析可推得，受檢者之體質指數與骨質密度表現有正相關。但在年老其
他病因及女性更年期導致，可能使兩者相關減弱。
關鍵字：體質指數、骨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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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腻斷層攝影在下腹部掃瞄之輻射劑量與健康效
應評估
趙文興 1.黃椲茗 2 林楷儒 3 周文翔 2 李桂樑 4 黃崑銘 5
1

2

台北榮總員山分院 放射科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3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

5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放射科
天主教靈醫會 羅東聖母醫院 放射腫瘤治療中心

研究目的:下腹部的電腻斷層攝影是一個很重要的放射診斷檢查。本研究主要利用一種新型光
激發光劑量計(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osimeter, OSLD)，運用在電腻斷層腹部檢查
之輻射劑量與健康效應評估。
材料與方法:光激發光劑量計具有良好能量依存性、劑量線性度，讀值再現性及方便性之特性，
在臨床劑量學上可做為評估有效劑量(effective dose)或等價劑量(equivalent dose)的最佳選擇；
以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第 60 號報告
所列出腹部輻射敏感器官作爲光激發光劑量劑佈點之重點，以 Rando phantom 假體布點於腹
部或骨盆部表面，分別施予腹部電腻斷層攝影掃瞄每 3mm 一切片，130kV，92mAs，進行掃
描測量輻射劑量，對應組織加權因數推算並評估其健康效應。
結果與結論:腹部假體經電腻斷層掃描後，由光激發光劑量計計讀所得之數據，性腺:0.28mSv、
皮膟:0.67mSv、胃:0.37mSv、腸道:0.36mSv、直腸部:0.34mSv、膀胱:0.26mSv；假設輻射範圍
外無接受到任何輻射，則可推算出全身有效劑量為 0.2041mSv；再以 ICRP-60 報告建議之方
法及考慮健康效應，評估出全身有效劑量及其誘發癌症之健康風險為 1.02x10-5。經光激發光
劑量計量測結果，推算出電腻斷層攝影腹部檢查之健康效應，可作為診療前之參考。
關鍵字: 光激發光劑量計，電腻斷層，吸收劑量，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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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資料組合對於擴散峰值造影參數之帄均值與
重複性的影響
夏邦凱 1, 賴炳宏 2, 周銘鐘 1
1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高雄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擴散峰值造影(DKI)可獲得水分子非高斯的擴散資訊，常用於觀察人體中水分子因組織排
列而受到擴散的限制，進而診斷因病變而導致擴散異常的相關疾病。至今仍有許多掃描參數
會影響 DKI 的計算結果，因此本研究的目便是探討掃描參數對於 DKI 的影響。本實驗於 1.5T
MRI 掃描儀中進行，十位健康自願者分別使用 b 值= 0、1000、3000 s/mm2 進行擴散權重造影，
並重複收集三次同一位自願者之腻部影像。透過三組相異擴散權重影像可估算出腻部水分子
之擴散峰值及擴散張量等相關係數。並加以比較各種組合情況下對於 DKI 的重複性以及準確
度的影響。本研究發現不同擴散方向的資料組合會影響 DKI 參數的準確性與重複性，因此未
來在探討 DKI 參數的差異時，有必要考慮擴散方向的數目及帄均次數。
關鍵字：擴散峰值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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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尺模型於放射診斷科之教學成效評估
林暉筌1 周嘉豪1 張勝昌1 林坤榮1
1
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放射診斷科
目的:評估縮尺模型於教學上是否能加強學員理解的效率及對解剖結構的3D概念，並提升
臨床教師教學熱忱與興趣。材料與方法:教師32位皆使用1/6縮尺解剖模型於臨床進行教學,共
29位放射系實習生接受此模型教學，教師與學生學習完後分別進行六選項之五分量表評估滿
意度，並給予回饋再進行統計。結果:滿意度五級分量表結果顯示學員及教師滿意度帄均各為
4.8分與4.5分，其中學生對學習理解度與學習興趣的提升和臨床教師對教學熱忱與新鮮感的提
升皆為5分。結論:縮尺模型能以經濟的價格來達到提升學生與教師的學習與教學意願，因此
建議未來在各放射界相關教學單位，可配置相關縮尺解剖模型來進行教學。
關鍵字:縮尺模型 實習生 放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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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訊息」搭配「圓形階層楔型假體」來評估
不同數位乳房攝影系統之表現
楊雅琪 1.2 , 周銘鐘 1
1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影像醫學部
目前醫學證實最有效的乳癌篩檢工具為乳房攝影，乳房攝影仍有其限制，約 15％的乳癌無法
被偵測到，歸咎可能造成限制的原因為影像品質。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圓形階層楔型假體」
搭配「互訊息(MI)」理論來評估不同乳房攝影系統的優劣，了解影像品質與攝影條件之間的
關係，與照野中不同方向的影像品質。本實驗利用圓形階層楔型假體(厚度包括：1, 2, 3, 4, 5, 6,
7, 8mm)，分別於 GE Senographe 2000D 與 SIEMENS MAMMOMAT Inspiration 兩台機器進行
攝影，利用 23kV 和 28kV 及 10 種不同 mAs 的條件進行照射，取得 40 組影像進行分析，每
組影像照 3 次取帄均，再利用程式分析圈選 ROI 並計算 MI 值。研究結果發現，透過 MI 值
可評估不同儀器的影像品質，此外圓形階層楔型假體更可以評估照野內不同方向的影像品質
差異。
關鍵字：乳房攝影. 圓形階層楔型假體. 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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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vest 於頸椎磁振造影之影像探討
顏俊維 1 周嘉豪 1 張勝昌 1 林坤榮 1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放射診斷科

摘要
Halo vest 是一個用來固定頸椎有骨折或脫位的醫療器具，在這種狀況下，因為患部距離
接收線圈超過 10 公分以上，所以造成品質不佳的影像，因此我們使用具備激發與接收功能的
體線圈配合適合進入磁振造影的 halo vest 取得影像，使用儀器為 1.5-Tesla MR system，脈衝
序列為 fast spine echo，T1 加權與 T2 加權的 TR/TE 參數值分別為 600 ms/12ms 和 3500 ms/116
ms，切面厚度為 4 mm，矩陣為 512x512，矢狀與軸狀面的照野大小分別為 30 cm 與 22 cm。
得到的影像能清楚的判讀頸椎一到四節的解剖構結，只在枕骨下方發現小一區塊變形的假影，
此研究指出使用 halo vest 的患者可以利用體線圈來取得有利於診斷的磁振造影之影像。
關鍵字：halo vest，頸椎，磁振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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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動量化數位 X 光影像之膝關節面積
周嘉豪 1,2 魏志達 1 黃詩蓉 1 張勝昌 1 林坤榮 1 周博智 3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放射診斷科
2
慈濟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骨科

目的:設計半自動量化方法來取代人工圈選數位 X 光影像之膝關節面積。材料與方法:從
2014 年 6 月至 12 月隨機挑選出 72 位曾經做過 X 光膝關節攝影，並需進行玻尿酸注射之患者，
共 117 張影像。程式設計使用 ImageJ 做為介面，結合影像處理、門檻法與區域成長法來進行
半自動量化 X 光影像膝關節的面積，再以 2 位醫師手動圈選的面積做為標準，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組內相關係數、變異係數和花費時間的分析。結果:成對樣本 t 檢定無顯著差異、成對相
關為 0.92~0.98、組內相關係數為 0.98、帄均變異係數為 4%和縮短量化時間 6.5 倍。結論:本研
究設計的半自動量化方法可以有效量化數位 X 光影像膝關節的面積，並可提供臨床快速和可
信賴的參考數據。
關鍵字:量化、膝關節、門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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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顴骨攝影術於外傷受檢者之應用
周紋郁 1，陳威爾 1
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放射科

【目的】常規顴骨攝影術需要受檢者將頭向後仰，使其頸部頇承受巨大壓力以維持姿勢，如
遇外傷受檢者無法配合時，應採取他法避免二次傷害。【材料與方法】外傷受檢者躺臥於病床
或檢查台上，並將頭部移動至短邊兩側邊緣處，使用枕頭墊高背部，使其頭部向後仰高，並且
將偵測東置於頭部後方，射束中心應為顱底進入且由頭頂射出而帄行額顎線（GAL），並且垂
直偵測東。【結果】放射師學習使用此一擺位技術快速上手，大部份外傷受檢者亦可躺臥於病
床或檢查台上受檢。由外科專科醫師及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鑑定影像，一致認為影像與常規攝
影術相同。【結論】攝影技術日新月異，為符合經濟及社會需求，放射師追求良好診斷價值之
影像時，應避免受檢者二次傷害。

關鍵字：常規攝影術、外傷受檢者、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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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脾動脈瘤經血管攝影塞栓治療之病例討論
黃如妤 1 賴厚任 楊喻芳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目的
脾動脈瘤(Splenic Artery Aneurysm)是內臟動脈中最常見的動脈瘤，占腹腔內臟動脈瘤的
50%以上。常見直徑 2-4 公分，直徑≥3 公分，發生破裂的風險很大，需使用外科手術或血管攝
影栓塞術進行治療。
材料與方法
61 歲女性，因健康檢查來施作電腻斷層攝影時，發現有 6.3*5.87*5.76 公分大的脾動脈，
建議施作血管攝影檢查並進行栓塞治療，使用白金線圈及 NBCA 治療。
結果
栓塞治療後持續追蹤電腻斷層。隔月已無明顯血流；次月縮小至 6.2 公分；半年後縮小至
4.7 公分；隔年動脈瘤縮小至 4.2 公分；栓塞狀況良好並持續追蹤。
結論
巨大脾動脈瘤，最危险的併發症是急性動脈瘤破裂引貣的大出血。一般藉由外科手術切除，
但若可以藉由血管攝影栓塞術，可以減少病患開刀風險並完成治療，對病患是一大福音。
關鍵字：脾動脈瘤 血管攝影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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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腸繫膜動脈血栓治療之病例報告
賴厚任 1 楊喩芳 1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研究目的:
上腸繫膜動脈血栓俗稱腸中風，臨床上特異性低不容易診斷出，病人初期的病徵可能只是
腹痛，容易造成忽略，如果發現的太晚可能會有致命影響，若能及時正確診斷發現病灶並給予
適當的治療，則對於病人的預後會有很大的幫助。
材料與方法:
本案例是一位 52 歲男性病患，因突然腹痛前來本院急診室就醫，經由腹部電腻斷層(CT)
掃描，發現上腸系膜動脈(SMA)近端處有血栓，隨即施做血管攝影(Angiography)。
結果:
於上腸系膜動脈(SMA) 近端施打顯影劑進行照相，發現在整個上腸系膜動脈(SMA)發現
有許多的血栓，最主要的是在上腸系膜動脈(SMA)近端阻塞大於 90%，確認病灶位置後我們選
用周邊血管支架進行血管支架放置術讓血液流通。
結論:
上腸繫膜動血栓的症狀是會影響腸子血液供應，若腸子長時間缺血會導致腸壞死，病人的
死亡率超過七成，所以需要精確的診斷與即時的治療，則可減少腸子受損的程度讓併發症減少
並降低致死率。
關鍵字：上腸繫膜動脈血栓、 腸中風、周邊血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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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Brain Mapping in Rat Model of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using Manganese-enhanced MRI
Chieh-Yin Chang1, Chi-Ru Lai1, Bor-Show Tzang2, Vincent Chin-Hung Chen3,
Yeu-Sheng Tyan1,4, Jun-Cheng Weng1,4*
1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hiayi, Taiwan, 4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Th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 (SHR) is the best-validated animal model of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n the study, we compared the functional brain
mapping between ADHD and normal Wistar-Kyoto (WKY) rats by Manganese-enhanced MRI
(MEMRI) method. MnCl2 was given, 30 mM in 10 μl, directly into primary motor cortex (M1) of
left brain in 11 SHR and 6 normal WKY rats by stereotaxic instrument and microinjection systems.
The injection rate was 0.16 μl/min and total injection time was 63 min. All rats were scanned three
days after MnCl2 administration. The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on a 1.5T MRI (Sonata, Siemens
MAGNETOM, Germany). Two imaging sequences were performed to acquire T1-weighted images
and R1 mapping. To highlight the activity-related functional enhancement between ADHD and WKY
rats, the averaged Mn2+-enhanced T1WIs in the ADHD group were subtracted from that in the WKY
group after brain extraction and coregistration. To provid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wo-sample t-test was performed using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 and voxel-based
t-value and p-value mapping were obtained.
In the WKY group, most of the cortical enhancement was localized in the left M1 area, only
little cortical enhancement extended to the left thalamic regions. In the ADHD group, the
enhancement extended form M1 to the left thalamic regions obviously. To highlight the
activity-related areas, R1 mapping was made. Comparing to WKY group, the R1 mapping showed
the enhancement extended to right M1 and left thalamic regions in the ADHD group. Subtracted
images, voxel-based statistical t-value mapping and p-value mapping between two groups showed
additional enhancement concentrated in the both sides of M1 and left thalamic regions. In conclusion,
we have mapped the motor cortex using the MEMRI on a clinical MR system, and have shown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nganese enhanced cortical and thalamic regions between ADHD and WKY rats.
Keywords: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 (SHR),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Manganese-enhanced MRI (ME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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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磁振照影影像之角度差異評估
張雅婷 莊濬超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眼球是活動自由度很高的器官，不同的視角會影響眼球直徑、形狀及肌肉拉扯變化。本實
驗目的為分析眼球在不同視角內、外直肌的形變量，找出合適之眼球肌肉磁振造影檢查角度，
記錄 正 常 受 測者實驗 數據，可作診 斷異常 患者的依據。使用 GE 1.5T MRI scanner ，
FSE_XL_T1WI 波序，FOV 為 8*8cm，矩陣大小 512*512，切面厚度 5mm，配合角度距離導
引器進行掃描。選擇向內看、帄視、向外看三種視角，每次切三張橫切面，記錄眼球內、外
直肌的長度及寬度並算出比例，比較各視角的差異。不同視角的肌肉拉扯程度不同，造影時
眼球的穩定度也不同。此實驗搭配角度距離導引器讓眼球角度及位置有再現性，也使影像品
質提升。將來有機會的話，希望針對有眼球肌肉疾病方面的患者來做鑑別性診斷。
關鍵字:眼球磁振造影，眼球視角，視光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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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
乳房厚度之影響
趙俞婷 1，洪思穎 2，賴南谷 3，田雨生 1,3，董尚倫 1*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目的
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Breast Cushion)進行乳房攝影可以降低病患在程序中因壓迫乳房而
造成的不舒適感，然而使用 MammoPad 可能會造成乳房厚度的變化，本研究之目的是評估乳
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對乳房厚度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軟質地的 Bolus 假體(胸壁到乳頭端為 8 公分)來模擬乳房進行實驗，將 MammoPad
(0.7 公分)放置於 Bolus 假體下層，使用西門子數位乳房攝影 X 光機(Novation) 搭配固定式壓
迫東(24 公分×30 公分)進行壓迫。分別施以 10、15 與 20 公斤重的壓力進行壓迫 Bolus 假體，
再使用厚度量測裝置量測 Bolus 假體之壓迫厚度。
結果
在無使用 MammoPad 的狀態下施加 10、15 與 20 公斤重的壓力時，Bolus 假體的厚度分別為
2.7~3、2.4~2.7 與 2.2~2.5 公分；當使用 MammoPad 時，上述壓力下 Bolus 假體的厚度分別為
3~3.2、2.8~3.1 與 2.4~2.6 公分。在相同壓力下有/無使用 MammoPad 時，壓迫厚度差異範圍分
別為+0.3~+0.5、+0.3~+0.4 與+0.1~+0.3 公分。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MammoPad 之壓迫厚度會大於沒有使用 MammoPad 之壓迫厚度，隨著施
加壓力的上升，假體壓迫厚度的差異會降低。
關鍵字：乳房攝影、MammoPad、厚度量測裝置、B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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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波序之眼球磁振造影影像
陳長源 莊濬超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研究目的
本實驗目的為找出可以克服高解析度且在眼球不動下完成，適用於快速提供高解析度眼
球影像理想波序。
‧材料與方法
以兩種不同波序 5 種對比來試驗眼球快速掃描，分別為 FSE_XL_T2WI、FSE_XL_T1WI、
FSE_XL_T1WI & FAT_SAT 和 FSPGR_T1WI，矢狀面做三個切面，分別是左右眼球的中軸和
往右和往左，FOV 設定 8X8 公分，切面厚度 3 毫米，每張影像矩陣大小 515*512。以 5 位放
射科醫師為品質評審，給予每種眼球影像品質分數。
‧結果
T1 FSE 波序影像分數為 3 分至 4 分； T1 FSE fat_sat 波序影像分數為 4 分至 5 分； T2 FSE
波序影像分數皆為 3 分； T2 FSE fat_sat 波序影像分數為 4 分至 5 分； T1 SPGR 波序影像分
數為 1 分至 2 分。
‧結論
評估各掃描波序之影像品質，並考量掃描時間造成眼球凝視負擔，我們認為 T1 FSE 是合
適於臨床一般常規使用的理想波序。

關鍵字：眼球快速造影、FSE_XL 波序、影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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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乳房攝影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影像
品質之影響
蓋廉多 1，陳瑜慧 2，洪思穎 2，賴南谷 3，田雨生 1,3，董尚倫 1*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目的
在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Breast Cushion)可以減低病患因壓迫乳房而
造成的疼痛感，然而使用 MammoPad 可能會造成影像品質的變化，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對比細
微度假體(CDMAM)搭配不同厚度 PMMA 東評估乳房攝影中使用 MammoPad 時影像品質之影
響。
方法
本研究使用 CDMAM 假體加上 2 公分 4 公分厚的 PMMA 來評估影像品質，將 PMMA 東
下層放置於 MammoPad 之上，使用西門子數位乳房攝影 X 光機(Novation)，以靶/濾片組合
Mo/Mo 搭配管電壓 28 kVp 進行攝影，每種攝影條件分別取八張影像，再以 CDMAM Analysis
分析，計算影像品質係數(IQFinv)。
結果
4 公分 PMMA 東搭配 CDMAM 假體在有/無使用 MammoPad 攝影時，IQFinv 分別為 171.3
與 181.0 ( m × mm)-1；2 公分 PMMA 東搭配 CDMAM 假體在有/無使用 MammoPad 攝影時，
IQFinv 分別為 210.4 與 212.8 ( m × mm)-1。同時，本研究中之影像品質皆可符合歐洲規範的
建議值。
結論
在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攝影時，會使影像品質略微降低，但整體而言影像品
質仍可符合歐洲規範的建議值。
關鍵字：MammoPad、影像品質、乳房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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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慢性肝炎超音波影像紋理與特性分析
李狄鴻 1 呂南翰 2 黃詠暉 1 楊德煒 3 陳泰賓 1 康博勝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3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目的：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針對慢性肝炎患者進行肝臟超音波掃描，透過超音波影像之紋理與特
徵分析，進一步探討分析慢性肝炎患者在接受治療後之影像變化。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以回溯方式選取慢性肝炎患者之超音波影像，造影部位為全部肝臟實質區
域，影像特徵採圓形圈選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並量測 ROI 內之帄均值(Mean)、
標準差(STD)、熵(Entropy)、相關性(Correlation)、對比度(Contrast)、強度比(Energy)以及均勻
度(Homogeneity) ，透過上述量化特徵利用廣義線性模型分析影像特徵與生理參數間之關係，
並比較長期慢性肝炎肝實質區之影像變化。
結果：經由統計分結果得知，相關性、對比度及均勻度在長期肝影像之變化具有差異性(P<0.05)。
再者，影像熵值和受檢時間亦具有相關性(P<0.05)。
結論：本研究發現藉由肝臟實質區超音波影像之紋理與特徵分析，有助於了解長期趨勢；其中
以影像熵值、影像相關性、影像對比度及影像均勻度為重要特徵。
關鍵詞：廣義線性模型、影像熵值、超音波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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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在放射實習生臨床能力評量之
應用
陳懿芳 1,2 蔡長書 1 張奇斌 2 周柏希 2 黃麗娟 2
1
2

慈濟技術學院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為使醫事放射科系學生在實習期間學習成為醫事放射師所應具備的醫事放射專業知識、
技能、態度，本研究以臨床表現的評量方法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 )應用於特殊攝影上消化道檢查。
本研究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13 位放射實習生於花蓮慈濟醫院，在特殊攝影
上消化道檢查實行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SCE)兩站，標準化病人測驗醫材準備、確認檢查、
關懷病人、過程解說、檢查後衛教；筆試測驗同意書、上消化道檢查流程及影像。
學生在準備執行檢查所需醫材、檢查前向病人說明檢查過程、檢查後衛教均達及格，考
題困難度分析及學生自評、滿意度分析成效良好。
本文探討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SCE) 評估放射學生每個核心能力臨床表現，模擬真實
臨床案例，讓學生能更了解在此檢查該用何種較適合的專業態度與反應，進一步學習溝通技巧、
情緒化病人的處置、檢查流程的臨床技能及衛教。

關鍵詞：臨床表現、評量、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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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概化線性模型分析肝動脈栓塞術後長期超音波
影像特性之研究
吳沛潁 1 許士彥 2 王祺元 2,3 呂南翰 4 黃詠暉 1 陳泰賓 1 曾齡儀 4
1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3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放射核醫科
4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動機與目的：建立長期肝超音波影像之特徵分析，進一步了解影像特性長期變化趨勢，以利提
供醫學輔助資訊。
材料與方法：利用回溯性分析對接受肝動脈栓塞治療之肝癌病患進行長期追蹤超音波檢查，根
據其長期超音波肝影像特性。收集 21 位接受肝動脈栓塞治療者之影像，對其進行長期超音波
定期追蹤至少二年，每位案例至少進行二次造影。造影部位為全肝臟實質區域，並對其進行感
興趣區域圈選及灰階共生矩陣紋理分析，估算影像之熵值、標準差、對比度、相關性、強度值、
均勻度；利用概化線性模型及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長期影像特性之差異性與相關性。
結果：利用概化線性模型分析結果得知對比度、相關性、均勻性具有時間差異性(P<0.05)。原
始影像熵值、影像均勻性、影像相關性、影像對比度對性別具有差異性。
結論：在本研究中採用灰階共生矩陣紋理分析的均勻性、強度值與熵值可作為長期追蹤超音波
肝影像之特性。未來可以考慮建立長期肝影像分類模型，以提昇影像資訊價值，提供個人化醫
療重要資訊之一。
關鍵字：灰階共生矩陣紋理分析、長期超音波肝影像、概化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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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頸動脈與腹主動脈血液流速之相關性
吳沛潁 1 張馨云 1 陳泰賓 1 呂南翰 2 楊智淵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動機與目的：由於血液由心臟出發流至頸部與腹部之時間點可能會有差異，因此本研究將藉由
此差異探討其血液流速之相關性。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為先導實驗，因此樣本數僅 5 例；每位受測者進行三次都卜勒造影。採利
二台超音波儀，將探頭同時置於頸部右側及心窩部，使用都卜勒超音波測量總頸動脈及腹主動
脈之血液流速。其同步造影時間為十秒，取得影像後，測量其血液流速，並使用散佈圖及相關
係數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由分析資料得知，總頸動脈與腹主動脈血液流速具有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0.76~0.87)。
結論：由於血液由心臟出發流至頸部與腹部之血液的時間點差異極小，故其血液流速具有高度
的關聯性。未來將導入常 PI 與 RI 以及其他可用之造影參數，並執行整合分析，以了解造影參
數之重要性。
關鍵字： 相關係數、都卜勒造影、先導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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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立體定位導引真空抽吸切片及手術切片
的確診率比較
王秀芳 1 簡秀容 1 范美玉 1
1

台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立體定位導引真空抽吸切片（Stereotactic-guided Vacuum-assisted biopsy, SVAB）為診斷乳
癌的可靠工具。本文針對進行立體定位導引真空抽吸切片及手術切片的案例探討其組織切片陽
性比率。研究中調查 2013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間 198 位婦女，因診斷報告為（BI-RADS 4A）
或（BI-RADS 4B）且有乳房微小鈣化點而進行 SVAB 或手術切片的病例，接受 SVAB 有 38
例，判斷為惡性者有 4 例，篩檢比率為 10.53%；接受手術切片有 160 例，判斷為惡性者有 17
例，篩檢比率為 10.63%。因此透過 SVAB 確認是否為惡性組織，使 89.47%原為良性鈣化的患
者，可避免直接使用外科手術切片，降低患者的手術風險。
關鍵字：立體定位導引真空抽吸切片

微小鈣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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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BMI 與肝超音波影像特徵在不同區域之關聯
性
周家卉 1 呂南翰 2 黃詠暉 1 楊德煒 3 陳泰賓 1 林幸元 2
1
2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學影像部
3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本研究探討不同 BMI 與肝超音波影像特徵之關聯性。受測者共 12 位(男生 6 位、女生 6 位)，
且 BMI 區分為過輕(<18.5)、適中(介於 18.5 至 24 間)，以及過重(>24)等三種類別。利用超音波
造影儀(Sonosite 180+)由右肋弓骨下緣進行受測者肝臟造影，接著透過 Couinaud 分類法將肝臟
區分為八區，並於第二區至第八區各圈選一個 7  7 方形 ROI，接著計算 ROI 之影像訊噪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和熵值(Entropy)等特徵值；最後利用統計皮爾森相關係數，針對肝
超音波影像特徵值與 BMI 關聯性進行分析。實驗結果發現 S2、S3、S5、S7 區域之 SNR 值與
BMI 呈負相關，分別為-0.16、-0.19、-0.30、-0.23； S2、S3、S5 區域之 Entropy 與 BMI 則呈
正相關，分別為 0.26、0.43、0.05。所以主要探討區域將以 S2、S3、S5 之 SNR 與 Entropy 為
主；再者，隨著 BMI 越大影像品質變差且影像均勻性下降。未來將持續增加樣本個數，以提
升研究結果之可靠性與準確性。
關鍵字：超音波肝影像、BMI、特徵值、皮爾森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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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音波影像評估尿液生成速率之研究
郭冬珂 1 李心怡 1 呂南翰 2 陳泰賓 3 黃詠暉 3 陳昭棋 2
1

2

浙江中醫藥大學 臨床醫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學影像部
3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 18~22 歲健康成人，經由超音波影像估算膀胱之影像尿液生成速
率，進而了解身體質量指數、腎臟體積與尿液生成速率之相關性。
材料與方法：造影儀為 Sonosite 180+和扇形探頭(2~5 MHz)、導電膞、造影深度 9~15cm、選取
abdomen 2D 造影模式、擷取最大橫切及最大縱切影像。9 位受試者根據 BMI 分三組，要求受
試者在超音波檢查前頇空腹 4~6 小時，排尿後攝入 600ml 純淨水，待其有漲尿感，操作者對其
進行雙腎和膀胱的第一次超音波檢查，記錄攝水與排尿的時間間隔，排尿後即進行第二次雙腎
和膀胱超音波檢查。測得排尿前後雙腎前後徑及膀胱的最大三徑共取 5×2 張影像, 取像順序為
漲尿時右側腎臟前後徑、漲尿時左側腎臟前後徑、漲尿時膀胱長度、漲尿時膀胱深度、漲尿時
膀胱寬度、排尿后膀胱長度、排尿后膀胱深度、排尿后膀胱寬度、排尿后右側腎臟前後徑、排
尿后左側腎臟前後徑。並使用量杯測量排尿量，用於計算實際尿液生成速率（尿液實測量（ml）
/時間（min），真值）。利用膀胱的長度、寬度、深度的乘積計算影像膀胱體積，用於計算影
像尿液生成速率（計算得每分鐘影像膀胱體積增加量，影像膀胱體積差（cm³）/時間（min），
估算值）。將真值與估算值進行對比，並對各數據進行數據處理。
結果：得到 BMI 與腎臟體積之相關性散佈圖，發現 BMI 與腎臟體積可能成綫性正相關性，BMI
越大者腎臟體積越大，趨勢曲線中相關係數為 0.75(P<0.05)、BMI 與實際尿液生成速率之相關
性散佈圖，發現 BMI 與實際尿液生成速率之間關係可能成綫性負相關性，趨勢曲線之特異係
數為-0.713(P<0.05)、腎臟體積與實際尿液生成速率之相關性散佈圖（提示腎臟體積與實際尿
液生成速率可能成曲綫性，在腎臟體積為 8.85cm3 時實際尿液生成速率達到最大為 5.11ml/min）、
影像膀胱體積差與實測尿量之迴歸線呈現高度正相關性(R2 為 0.85）。
結論：本研究利用超音波影像估算膀胱之影像尿液生成速率，不僅具有高度相關性；同時亦提
供影像估算模型；未來將針對腎功能不佳之族群進行後續之研究。
關鍵字：尿液生成速率、CT 球管性能、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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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輔具來進行腳部斜位攝影之影像品質評估
李宗原 1 張倪蓉 2
1

台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目的
鑒於本院放射科醫師提出腳部斜位不良影像之議題，本研究利用自製輔具來改善腳部斜位之
角度不正確的問題及提升影像品質。
材料與方法
傳統腳部斜位攝影之腳部傾斜角度由放射師目測來擺位，本研究使用輔具來固定腳部之傾斜
角度。最後，分別收集三十位病人腳部影像比較兩種攝影方式之影像品質。
結果
兩種不同攝影方式各收集三十位病人腳部影像，給予兩位放射科醫師評分，傳統腳部斜位攝
影方式為 4 分，而使用輔具擺位方式為 5 分。
結論
對於已往腳部傾斜角度總是由放射師目測甚至自由心證的問題，使用輔具能穩定腳部斜位攝
影之影像品質，減少重照率及不良影像的發生。
關鍵字：腳部輔具、腳部斜位攝影、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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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擬人化假體於擴散加權影像的評估
楊馨寧 1 李文禮 2
1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科學研究所

擴散加權影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e; DWI）是非侵襲性的磁振造影影像，它藉由量測
水分子的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所產生的位移來探索組織中的細微構造。此影像目前在
臨床上應用甚廣，但擴散加權影像的訊號與表面擴散係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皆與b-value有關，因此如何選擇合適的b-value則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本篇研究主要製備多個擬人化假體於 3T 磁振造影下分別由 600 至 2000 不同的 b-value 為
掃描參數，並且分別紀錄其所對應的 ADC 值，藉此分析提高 b-value 值後對於不同成分擬人
化假體及影像品質的訊號與對比度之間的差異性與再現性，最後使用相關係數分析 b-value 值
與 ADC 也得到 r 為 0.86 以上的結果，我們期望能夠藉此經驗找到最佳化的 b-value 值，並將
此經驗應用於臨床檢查。
關鍵字：
擴散加權影像 表面擴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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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身體質量指數（BMI）與乳腺組成的相關性探
討
陳妏函 蘇美文 林孟郁 龔敏凱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研究目的
評估國外文獻所說身體質量數(BMI)值與乳乳腺組成的相關性。
材料與方法
收集 611 份問卷之身高與體重資料，並依世界衛生組織的身體質量數分級，同時分析放射
科醫師報告中，乳腺組成與 BMI 值，以驗證其推估結果。
結果
BMI≦18.5 有 20 位，乳腺組成 Extremely dense 其中有 12 位(60.0%)。18.5≦ BMI ≦24.9
有 409 位，其中有 207 位，乳腺組成 Moderate dense (50.6%)。25 ≦ BMI ≦ 29.9 有 146
位，其中有 72 位，乳腺組成 Moderate dense (49.3%)。30 ≦ BMI ≦ 34.9 有 27 位，其中
有 11 位，乳腺組成 Mildly dense (40.7%)。35 ≦ BMI ≦ 39.9 有 5 位，其中有 3 位，乳
腺組成 Mildly dense (60.0%)。
結論
根據 ANOVA 顯示 BMI 與乳腺組成有相關性。 BMI 低乳腺密度高， BMI 高乳腺密度低。
關鍵字：
乳房攝影、身體質量數(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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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MDCT 和 CBCT 在受金屬植入物影響下的表
現
詹凱傑 1, 莊家權 1, 楊晴晴 1*
1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探討 Multi-detector CT (MDCT)以及 Cone-beam CT (CBCT)，受金屬植入物影響
下，比較不同管電壓和管電流對這兩種機器的影像表現以及輻射劑量的評估。
材料與方法: MDCT 掃描條件，管電壓為 80、100、120、140 kVp，管電流為 10、40、80、100mA，
旋轉時間為 0.8 秒。CBCT 掃描儀有兩組不同掃描條件，分別是頭部預設掃描模式(120kVp, 5mA,
掃描時間為 9 秒)以及高解析度模式(120kVp, 7mA,掃描時間為 27 秒)。在影像表現上我們評估
了 CT number 的穩定性以及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劑量方面我們使用成人擬人假體並且
放入熱發光劑量計已獲取有效劑量。
結果: 在有金屬植入物的情況下，我們的結果顯示出 CT 影像品質可以藉由提高管電壓、管電
流以及曝射時間增加影像品質。CBCT 的 CT number 以及 CNR 和 MDCT 相比較誤差較大，這
有可能是因為 CBCT 散射比較多。另一方面，在反投影處理的幾何差異導致金屬假影在兩種
成像機器會有不同的分佈模式。MDCT 預設掃描條件的有效劑量比 CBCT 的預設掃描條件高
出 3 倍。在相同有效劑量下，MDCT 唾液腺的器官劑量低於 CBCT 約 18%，MDCT 甲狀腺的
器官劑量高於 CBCT 約 53%。
結論: 在本篇研究的評估方法下，應該能夠獲得頭部含有金屬植入物患者的影像表現和輻射劑
量的評估。

關鍵字：金屬假影;MDCT;CBCT;影像品質;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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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論分析評估暴食症患者之大腻功能網路異常
Assessment of abnormal functional networks in binge eating
disorder using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李承叡 1,2、陳錦宏 3、趙世晃 4、何明洲 5、翁駿程 1,2,*
1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嘉義長庚醫院 精神科 4 大里仁愛醫院 代謝及減重手術中心
5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系

隨著經濟發展後生活的改變，如不均衡的飲食與缺乏運動，加上來自工作與同儕的壓力，
許多因素都導致了暴食症的發生。本研究欲透過圖論分析來探討肥胖暴食症患者大腻功能網路
聯結與健康對照組的差異。本研究使用 1.5T 的 MRI 共造影 44 個受試者的靜息態功能性磁振
影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包含 15 個肥胖暴食症患者(BMI: 38.3 ± 4.98)與 29 個健康對
照組(BMI: 21.8 ± 3.24)。我們的結果顯示暴食症患者的大腻功能網路相對於健康對照組在下列
參數呈現顯著降低，包括 clustering coefficient (p < 0.05), local efficiency (p < 0.05), normalize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p = 0.0031), global efficiency (p = 0.008)。由結果可以了解暴食症的確
會對大腻功能產生影響，包括局部處理能力與整體統整能力皆會降低，可能是因為引貣暴食行
為的動機是為了緩解焦慮或憂鬱的情緒，並導致獎勵迴路的改變與大腻功能的下降。本研究提
供一個診斷與治療暴食症患者的參考，希望能幫助暴食症患者恢復健康。
關鍵字：肥胖、暴食症、靜息態功能性磁振造影、圖論分析、大腻功能網路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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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所引貣的長期間歇性低
血氧狀態對於腻部認知功能的影響
翁振翔 1、賴睿榛 2、張之境 2、邱燕玉 2、徐崇堯 3、賴秓蓮 3、劉景寬 3、陳佳如 1*
１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高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影像醫學部，高雄

２

３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神經科，高雄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 syndrome)普遍被認為是生
活上睡眠型態的表現，很少有人重視其後遺症。近年來已有不少國際期刊陸續發表 OSA 患者
與日間嗜睡(excessine daytime sleepiness)、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肥胖(obesity)、
中風(stroke)、認知功能缺損(impair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有關，並且有顯著的成果發表。
目前已招募 22 位 OSA 徵狀的患者(13 男 9 女，年齡介於 30-62，帄均年齡 50 歲，AHI≧
15)以及 11 位無 OSA 徵狀的健康受試者（6 男 5 女，年齡介於 32-50，帄均年齡 42.2 歲）做為
控制組。所有患者頇接受 Donepezil 的藥物治療後每三個月做一次 fMRI 評估，總共四次，分
別是服藥前、服藥後、停藥後三個月、停藥後九個月，來做藥效的追蹤並觀察腻部的活化反應，
每次掃描時間約為 30 分鐘。fMRI 的測驗，包含(1)”旁側夾擊作業(flanker task)＂來檢測患者的
注意力及判斷力；並且以(2)＂休息狀態作業（resting state task）＂來探討其預設狀態下的功能
網路；另外，為了模擬患者短暫缺氧狀態，執行(3)＂呼吸暫停作業(breath holding task)＂。在
資料分析方面，利用 SPM8 將 fMRI 數據經過影像前處理，包含：(1)切片時序校正(slice timing
correction)、(2)定位(realignment)、(3)對位(coregistration)、(4)歸一(normalization)、(5)帄滑(smooth)。
經過前處理後的資料，就可以利用 one-sample t-test 來比較群組間的差異，並探討活化反應上
是否有藥物依存性。
目 前 的 初 步 結 果 主 要 針 對 幾 個 與 注 意 力 和 應 變 力 有 關 的 區 域 ：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Insula,Inferior/Middle/Superior Frontal Cortex 來分析。從目前的結果顯示，患者服藥後，
其腻部活化反應在這些區域上有明顯進步，顯示腻部注意力活化反應在治療後有顯著的增加，
但在停藥後三個月活化反應又略微下降；而健康者的腻部反應依舊維持高度的活化。相同的趨
勢也反映在答題率及反應時間的行為觀測的結果上，不過患者的答題率與反應時間相對於健康
的受試者明顯較差。
關鍵字：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fMRI、Donepezil、認知功能、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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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uppressed the poor rate of routine diagnosed X-ray image.
Hsin-Yu Chen Gi-Da Le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Abstract
Introduction:
The inappropriate X-ray image may cause redundant resource involved in either facility or persona
staff. This study tried to evaluate the major factors in causing the poor rate of routine diagnosed
X-ray image, then to suppress to a reasonable lev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17,380 cases were thoroughly evaluated between 2013/01 and 2014/07. The evaluations
were focused on either the poor rate of X-ray images 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or rate and
patients’ position in realit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run the t-test for causing
the poor rate according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atients’ variety, staff personal skill, staff seminar
in morning and operative factors of X-ray.
Results:
451 cases (0.38%) were judged as poor rate of X-ray images out of all 117,380 cases.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or rated X-ray images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posture errors (27.49%),
adverse conditions (improper dose) (14.41%), cut image (12.86%), blur image (11.09%), overlapped
image (9.8%) and foreign matter involved (9.31%).
However, the poor rate of X-ray imag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suppressed after the staff who had
continuously attended the seminars held on weekday morning. Eventually on 40 (0.13%) out of
30,070 cases were judged as poor rate images. The well-organized weekday seminars help the
radiologists to solidify the idea in revising the drawbacks of routine X-ray diagnosis procedures.
Furthermore, the staff could elaborate the affection from inappropriate patients’ arrangements and
learn quickly from the case by case discussion.
Discussion:
Most of the poor rated X-ray images were come from the inappropriate patient posture. Therefore,
how to help the radiologist in constructing the correct concept within routine X-ray exposure
becomes an essential task for the hospital senior authority. Nevertheless, a well-constructed learning
program needs to be build up for the clinical staff in obtaining the advanced knowledge of radiology
from either practical 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poor rate. X-ra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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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複量測變異數法分析長期超音波肝影像紋理
與特性
黃詩華 1 丁慧枝 1 黃詠暉 1 呂南翰 2 陳泰賓 1 林玟吟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超音波造影技術具有無輻射傷害以及非侵入性之診斷方式，已成為臨床常用於檢測肝臟疾病之
工具之一，但診斷結果易受到操作者間誤差以不同受測者之影響，造成不同之診斷結果，因此
透過電腻輔助診斷之技術已逐漸受到重視。本研究主要透過回顧性實驗設計，收集 21 個案例
2 個時段，共 42 個超音波肝影像之紋理與特性分析，並根據影像報告將其分成五大類別，包
括無異常(Benign)、肝膿囊腫(Liver Cyst)、脂肪肝(Fatty Liver)、肝癌(Liver Cancer)、其他等；
以利建立長期且重要之影像特徵參數作為風險指標。進行長期肝臟超音波掃描，進一步探討分
析患者在接受掃描後之影像，收集受測者超音波肝影像以及生理參數、診斷報告等資料，針對
影像肝、腎、IVC (Inferior Vena Cava)等部位進行 ROI (Region of Interest)圈選，並進行灰階共
生矩陣(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紋理分析。最後估算影像紋理特徵之帄均值、
標準差、對比值(Contrast)、相關性(Correlation)、強度值(Energy)以及均勻性(Homogeneity)等七
種影像紋理特徵。實驗結果，利用重複量測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RMANOVA)探討各個紋理特徵在長期健檢超音波影像上之差異性，經由分析結果發
現影像對比值(P=0.005)、影像相關性 (P=0.04)與影像均勻性(P<0.001)三者具有顯著差異。未
來將結合重要生理生化特性，探討這長期超音波影像特徵之相關性。
關鍵字：灰階共生矩陣、紋理分析、重複量測變異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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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 X 光側位攝影之最適化探討
黃柏諺
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研究目的
教科書上提到：頸椎 X 光側位攝影，病人需伸展下巴，避免下頷骨與上段頸椎重疊。本
研究目的是探討下巴需伸展到什麼程度比較理想。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英飛特 PACE 系統，量測本院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3 月之間 18 歲以上、正常
站立攝影、非明顯駝背之頸椎 X 光側位照，共計 979 張影像(男 391 例，女 588 例；年齡區間
18~89，帄均年齡 54)。紀錄 IOML 與水帄面的夾角角度，觀察頸椎與下頷骨是否重疊，分析
重疊原因後進行統計。
結果
分析結果：IOML 與水帄面的夾角角度呈 20 度時，重疊率、擺位不正重疊率、角度不夠
的情況皆開始明顯改善；統計 979 張影像發現頸椎 X 光側位照區間落在 0~20 度之間。綜合以
上：IOML 與水帄面的夾角角度呈 20 度時，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結論
結果顯示 IOML 與水帄面的夾角角度呈 20 度比較理想，但即使是 0 度，仍有高於五成的
未重疊率(53.77%)和角度容許率(66.27%)，顯示伸展下巴並非影響下頷骨與上段頸椎重疊最主
要的因素。病人頭擺正側位，使雙側下頷骨疊合，才是避免下頷骨與上段頸椎重疊最主要的因
素。
關鍵字：頸椎 X 光 角度 重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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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of inter-detector scattering triple coincidences in PET
Zih-Jie Wei1, Hsin-Hon Lin1, Keh-Shin Chuang*1
1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detector scattering (IDS) triple coincidences in PET are caused by one of the annihilation
photons deposits energy in more than one detector. These events will produce three ambiguous line
of responses (LORs). Recovering and effectively processing IDS events hold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canner. In this work, we investigat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of IDS
events in small animal PET scanner.
Five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including (1) maximum energy (ME), (2) minimum TOF (mT), (3)
Compton kinematics discrimination (CK), (4) Klein-Nishina energy (KNE), and (5) Klein-Nishina
space (K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identify the IDS events. In this work, we proposed a so-called
adaptive ME method combining both strengths of ME and KNS. GATE Monte Carlo simulator was
used to simulate a small animal PET scanner and the energy window (100-650 keV) was used. A
0.37 MBq point source,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 scanner, was simulated with ten incidence angle
(0°-45°). The acquired list-mode data of triple coincidences were processed to select the IDS events
for recovery. Our selection rule of IDS events was defined as follows: the single with the maximum
energy and the sum of the other two should be within 425-650keV energy window. Identification
fraction (IF)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recovery using those methods.
Except for KNE method, we found that IF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cidence angle,
and mT method has minimal impact on IF value with varying angle. The adaptive ME method
achieves the highest IF 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 We conclude that the inclusion of well-identified
IDS events promises to increase sensitivity of PET scanner, enable the reduction of the acquisition
time.
Keywords: PET, triple coincidences, inter-detector scattering, sensitivity recovery.

48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prompt gamma imaging with collimator-based
cameras for range verification in proton therapy
Hao-Ting Chang1, Hsin-Hon Lin1, Keh-Shih Chuang1*
1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In vivo range ve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 in proton therapy to fully utilize the
benefits of the Bragg peak (BP) in delivering high radiation dose to tumor, while sparing the normal
tissue. For accurately locating the position of BP, camera equipped with two types of collimators
(multi-slit and knife-edge collimator) have been proposed for range verification by imaging prompt
gamma (PG) emitted along the proton tracks in the patient. Such a collimator-based camera can be
used to obtain a one-dimensional projection of the beam path on a scintillation detector, enabling
range monitoring in real time. The aim of the work is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slit
collimator and knife-edge collimator as a PG detection system for non-invasive proton beam range
verification. PG imaging was achieved by using a validated GATE/GEANT4 Monte Carlo code
capable of modeling the spot-scanning proton therapy and cylindrical PMMA phantom in detail. For
each spot, 108 protons with energy of 160 MeV were simulated. Two PG systems (multi-slit
collimator + LYSO detector and knife-edge collimator + LYSO detector) were model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cquired PG profile and the proton range, the falloff region of
PG profiles were fitted with a sigmoid function for finding the inflection point as the range estimate.
Finally, the positions of PMMA phantom were shifted by different distances along the beam axis to
examin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ng range with the two system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systems
can achieve reasonable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shift conditions. The multi-slit collimator system
yields a higher signal-to-noise ratio at falloff region even though its detection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knife-edge collimator system. We conclude that the multi-slit collimator system has higher
potential for accurate particle therapy adjustment. Further PG camera prototype will be developed in
future study.

Keywords: proton therapy, prompt gamma-ray detection, range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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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探討核醫唾液腺檢查影像處理與甲狀腺關聯
性
1

作者: 李俊賢

1

1

李泰俊

1

張博睿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目地:修格蘭氏症候群( Sjogren’s syndrome) 又稱乾燥症，病患常出現乾眼症和口乾等症狀，核
醫唾液腺檢查( Sialoscintigraphy) 為評估此症狀的方法之一，然部分病人雖有類似修格
蘭氏症候群徵象，經理學與血液檢查後，實際病因為甲狀腺相關疾病。本研究為探討核
醫唾液腺檢查影像處理與甲狀腺之相關性。

方法:使用加碼閃爍攝影機 (γ-camera) 和醫用放射性同位素 Tc-99m pertechnate 10mCi 執行核
醫唾液腺檢查，病患帄躺於檢查台上經靜脈注射後收取影像， 於檢查第 10 分鐘時給予
酸檸檬汁 ( Lemon juice) 刺激唾液腺。
影像結果呈現隨時間不同之吸收值變化曲線，另會圈選唾液腺與甲狀腺體計算比值。

結果:影像處理結果可發現甲狀腺攝取較高時比值偏低，甲狀腺攝取低時則反之。甲狀腺疾病
和甲狀腺缺陷的病人，圈選 ROI ( Region of interest)誤差大，計算比值會因病患甲狀腺
吸收醫用放射性同位素多寡而產生不同結果。( Dalton A. Anjos et.al) 圈選病患頭骨兩側
部位或大腻中央區域，但同樣會受到甲腺攝取的限制。

結論:核醫學會討論會中作出建議:希望各醫院核醫科影像處理時，計算公式的分母應圈選空間
背景值，判讀報告醫師不採納比值結果，而是比較病患接受酸飲料刺激前後曲線斜率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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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草藥治療肝腫瘤裸鼠效益之磁振造影研究
The MRI Study of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Therapy on
Nude Mouse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朱書葦 1、蔡女滿 2、賴紀儒 1、陳賢維 1、田雨生 1,3、翁駿程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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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本研究欲評估三種中草藥萃取液對抑制肝癌細胞生長的效果。使用 20 隻裸鼠以皮下注
射的方式施打 HepG2 pro-tumor 的肝癌細胞，濃度為 1 x 10^7 cell/100ul，治療時分成四個組
每組五隻，依序為控制組 PBS 和藥物 P, C, J，每次分別施打濃度 200 mg/kg 的三種藥物 100ul。
本研究使用西門子 1.5T 的 MRI，每組在腫瘤注射後第九天取兩隻開始造影，後每隔四天造
影一次，包含 T1W 和 T2W 的影像，以觀察腫瘤內部變化情形。
結果發現中草藥萃取液製成的藥物 P, C, J 皆對肝癌細胞具有抑制的效果。從腫瘤生長
體積上來看以藥物 C 對肝癌的抑制效果最好，而從 MRI 的影像中發現有給予藥物的裸鼠，
於 17 天後在 T2WI 中可發現小亮點的存在，可知腫瘤細胞內部開始產生液化。三種中草藥
萃取液製成的藥物皆對肝癌細胞具有抑制的效果，而其中以藥物 C 的抑制效果最好。
關鍵字：中草藥萃取液、肝癌、磁振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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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Extracts on
Colon Cancer using MRI
Xiong-Wei Tan1, Nu-Man Tsai2, Shu-Wei Chu1, Yeu-Sheng Tyan1,3,
Jun-Cheng Weng 1,3,*
1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

School of Medical Techn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3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Traditional medicine such as Chinese herbal formulation can serve as an extraordinary resource
for the discovery of new anticancer drugs. The goal in the study was to study the anticancer
properties of the natural herbal products which have an effective and are safe in the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lon cancers. Forty-two female BALB/c mice were separated into one control group
and five treatment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colon tumor cells were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into the
left hind back of the mice. After one week,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and five Chinese herbal
drug extracts were subcutaneously given in right hind back of the mice every two days to the groups
separately. The tumor size and body weight were measured before the injection. When the tumor
volume was larger than 2500 mm3, the mouse was sacrificed and the survival time was recorded.
Two mice of each group were scanned with 1.5T MRI once every four days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before colon tumor cell injection (baseline). Signal intensity curve and histogram of these images
were analyzed. The signal intensity was normalized with the reference intensity obtained from the
cod liver oil in the same imag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 observed the tumors volume grew rapidly, but a decrease in their body
weight.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tumor volum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were less. Colon
tumor treated with drug C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smaller than others. The MRI scanning
showed necrosis and edema in T2-weighted imaging while occurring inflammation in T1-weighted
imaging during the treatment starting at the 21 days. The body weights of these five treatment groups
have an inconspicuous change.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rug C was the valuable
resource of natural compound which has a rich anticancer potential to restrict the colon tumor growth
but no harm to the body.
Keyword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lon cancer,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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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初期或延緩之低功率雷射光治療神經導管接合
老鼠截斷大缺陷坐骨神經之神經再生影響評估
周君柔 1 楊怡津 2 劉百栓 1*
1

中臺科技大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臺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本研究應用新開發的可降解性神經導管，此神經導管是利用綠梔子素（Genipin）交聯幾
丁聚醣（Chitosan）並添加奈米碳管（Carbon nanotube）製備而成的神經導管（簡稱為 GCC 神
經導管）
。本研究利用大鼠周邊神經斷裂損傷模式，將此神經導管接合大鼠兩斷端的坐骨神經，
於手術 24 小時後，採用波長 660 nm（輸出功率 50 mW）之低功率雷射治療儀（LLL），從體
外經皮刺激兩斷端之導管植入部位的損傷神經進行輔助治療，比較初期或延緩治療模式對於老
鼠截斷大缺陷坐骨神經的神經再生影響評估。實驗動物分為四個組別，第一組為未接收雷射治
療組（Laser/Sham）；第二組為手術後隔天即接受每天 2 分鐘的雷射治療組（Laser/Early），並
且連續照射 14 天；第三組為手術後延遲 7 天再接受每天 2 分鐘雷射治療組（Laser/Delay）
，並
且連續照射 14 天；第四組為自體神經移植組（Autografts）
；每組各六隻，總共 24 隻大鼠。於
術後 12 週，在坐骨神經功能指數分析方面，接受雷射治療組別皆顯示高於無接受雷射治療的
組別（P < 0.05）
；而 Laser/Early 組又高於 Laser/Delay 組。在腓腸肌的萎縮評估方面，亦顯示
術後 Laser/Early 組比 Laser/Delay 組來得好，且 Laser/Early 組的結果顯示比 Autograft 組更具有
減緩腓腸肌肉萎縮的作用。
關鍵字：初期治療、延緩治療、神經接合導管、大面積低功率雷射、周邊神經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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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生物陶瓷材料（PLB）對於多種慢性疾病患者
其觸發點和循經感傳（PSM）之應用
周紋郁 1 楊文淵 1 顏昭璿 1 梁庭繼 1
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目的】本研究以發光生物陶瓷材料（PLB）照射慢性疾病患者之經絡，推斷發光生物陶瓷
材料（PLB）可誘導或促進液體/水沿著經絡通道擴散。【材料與方法】本研究從慢性疾病患者
之經絡著手試驗，以發光生物陶瓷材料（PLB）進行經絡通道的照射。
【結果】“局部皮膟壓痛
點”（觸發點）為 80％；“循經感傳”（PSM）為 30％；未確定任何情況為 20％。整體患者 20
％使用電流真皮測量（EDM）測試 24 個良導絡經絡，選擇 PLB 照射其對應的異常經絡通道。
治療後，最顯著的改善均發現亞急性期，約 3-5 個月潛伏期。客觀測量顯示出臨床症狀改善 43.8
％。PLB 效果概念是直接地削弱氫鍵，改變水的液體特性。【結論】推斷目的為減輕停滯和動
態經脈模式的一個重要變化。
關鍵字：發光生物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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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素光光動力保健療法預防失智患者之裝置研發
林楷儒 1.3 郭瓊文 2
1

林殷睦 35 賴律翰 4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3
4

臺灣應用輻射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5

興華中學

臺灣嘉義

本研發目的在於使用一種以微米素光或遠紅外線材料構成可戴式頭盔裝置，使用光動力保健療
法照射頭頸部預防失智患者之裝置研發，該設備裝置含頭盔型外殼，中層及內層墊體。頭盔型
外殼內鍍薄膜或塗佈遠紅外線陶瓷或竹炭材料。中層部分以產生遠紅外線陶瓷材料製成晶片卡
或環鏈狀物，以加熱線路串聯組成包覆全頭盔頭頸部網狀連結。頭盔外殼內層塗佈遠紅外線或
微米素光產生原料，增加能量通量投入頭頸部各皮膟層，外殼形狀以能包蓋頭頸部重要組織為
主，不含臉部，包括頸肩以上，頸後血管動靜脈，頸部脊髓延伸頭部重要穴道。側部含耳邊血
管穴道據以透過加熱線路調控適當溫度並均勻或集中投射頭頸某部器官組織，促進遠紅外線或
微米素光非游離輻射之溫熱效應及非熱健康效應。。
本裝置包括溫度提昇線路，經由溫度提昇，增加遠紅外線通量產量促進細胞活化功能。加熱
線路分佈為三區，包含兩側B1及B2區太陽穴道及耳頸後動脈血管併耳後穴道區。A區為前額
頭部中庭切線至頭後脊髓體，寬約20公分。溫度微控此三區，溫度範圍為35℃至50℃，每區
可控時間為10分鐘至30分鐘，例如：----使用者可控制B1區溫度43℃照射時間15分鐘，然後調
控B2區43℃照射時間15分鐘，而後A區溫度45℃照射時間20分鐘。---使用者可A區、B1區、
B2區全區調控溫度44℃照射40分鐘。---使用者可A區45℃照射50分鐘，刺激頭皮髮囊細胞。
分區局部，分次照射時間及照射溫度，可達最適保健療法預防失智患者效應之光動力保健療
法技術。
關鍵字： 微米素光，非游離，光動力保健療法，失智患者，非熱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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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式微創手術器械力回饋設計
詹世基 1 劉楷哲 1 黃士維 2
1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育成中心
2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外科部

因為力量管理在外科手術的應用之需求越來越增加，發展生物相容性力回饋裝置變得越來
越重要。這篇論文呈現使用埋藏式壓力薄膜在封閉式微小流道上之力回饋夾子的發展與應用。
這力回饋裝置是在微夾子上具有微流體通道結構與一壓力薄膜，並且由生物相容性 PDMS 軟
性膜與壓力薄膜做為元件結合。力回饋元件流道的製程是使用負光組 SU-8 2035 在矽基東上經
由旋佈、階段性硬烤及脫模的過程。此裝置特色是當過大的壓力一旦形成，紅色區域將會立即
顯現呈現在力回饋裝置上。我們研發團隊將繼續發展具有力回饋設計的外科手術系統並使其未
來能有更好的性能及應用。
關鍵字：力回饋夾子、壓力薄膜、微小流道、微機電

56

開發橫膈膜追蹤之超音波探頭固定架
1

吳浚豪 1 莊濬超 2
2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研究目的:
為了解決放射師手動操作探頭時造成的誤差，以及解決病患呼吸時腹部貣伏影響到探頭穩定性
之問題，本實驗欲開發出一款可配合呼吸運動之超音波探頭固定架。
材料方法:
利用腳架為基底再加上可調控式關節手臂，用來使探頭固定不動，並針對斜位切面、橫切面、
矢狀切面作取像，以證明此款支架也可以達到手動操作探頭所能達到的效果。
結果討論:
此款支架可以配合放射師需求做出任何角度的取像，未來可以發展更為進階之電腻遠端遙控超
音波探頭操作支架。
關鍵字:超音波、固定架、呼吸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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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彈性超音波之擬人化乳房假體
王詔頤 1 李文禮 2
1,2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近十年來超音波技術發展相當快速，出現了彈性超音波成像技術，此技術提供組織的軟硬
程度來輔助鑑別病灶良惡性，其中又以徒手壓迫彈性成像發展較為成熟，臨床使用率較高，使
用的過程中也發現探頭壓力、病灶大小、病灶的深度會影響診斷正確率，為了改善臨床遇到的
問題，本研究針對此技術設計出符合人類乳房組織彈性的假體。研究中將使用洋菜膞(Agar)、
動物膞質(Gelatin)、紅花油(Safflower oil)做為主要材料，以不同混合比例達到所需之楊氏模量
(Young's modulus, E)，製作出良性(E=6.35 ± 2.77 )、惡性(E= 20.12 ± 4.35 )、正常脂肪組織(E=3.67
± 0.88)之彈性假體。擬人化乳房假體可自製出不同厚度、病灶深度、病灶大小之乳房假體，有
助於徒手壓迫彈性超音波之相關研究。
關鍵字：彈性超音波、乳房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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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recogni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Syu-Jyun Peng (彭徐鈞)1,2 Jang-Zern Tsai (蔡章仁)2 Yu-Wei Chen (陳右緯)3
1

Biomedical Electronics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Hsinchu City, Taiwan
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City, Taiwan
3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LandSeed Hospital, Taoyuan City, Taiwan

Abstract
Introduction: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 of presumed vascular origin are common in
ageing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the volume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mental impairment and the risk of hemorrhage from antithrombotic
agents. WMHs delineation can be computerized to minimize human bias. However, the presence of
cerebral infarcts greatly degrades the accuracy of WMHs detection and thus limit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ized delineation to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 We propose a computer-assisted segmentation method to depict WMHs in the presence of
cerebral infarcts in combined T1-weighted, fluid attenuation inversion recovery, and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he proposed method detects WMHs by
empirical threshold and atlas information, with subtraction of white matter voxels affected by acute
infarction.
Result: The method was derived using MRI from 25 hemispheres with WMHs only and 13
hemispheres with both WMHs and cerebral infarcts. Similarity index (SI) and correlation were
utilized to assess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new automated method and a gold standard visually
guided semi-automated method done by an expert rater. The proposed WMHs segmentation
approach produced average SI,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83.142 ± 11.742, 84.154 ± 16.086 and
99.988 ± 0.029% with WMHs only and of 68.826 ± 14.036, 74.381 ± 18.473 and 99.956 ± 0.054%
with both WMHs and cerebral infarcts in the derivation cohort.
Conclus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an external validation cohort was also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experienced rater.
Keywords: Acute ischemic Stroke,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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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疊代法濾波器影像處理方法回復低劑量電腻斷層影像品質之研究
張家欣 1,2 葉力仁

2,3

呂南翰

2,3

丁慧枝

3

陳泰賓

3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1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2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目的: 下降電腻斷層管電壓和管電流掃描條件，將使受測者接受較少的輻射劑量，但是影響影
像品質；因此利用疊代法濾波器進行影像處理，用以回復低劑量條件下之電腻斷層影像品質，
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假體實驗設計。採用 80 與 120 kV 二種以及 10、20、30、40、50、
60、70、80、90、100、200、300、400 mA 共 13 種；因此共計 26 組影像。以 120kV 與 400mA
條件之電腻斷層影像為金標準(Golden of Truth, GOT)採用疊代式高增益濾波器執行影像回復
處理，回復影像再與 GOT 進行雜訊比較；當雜訊與 GOT 相近時，代表影像回復處理具有成
效。
結果: 本次實驗結果發現疊代式高增益濾波器執行影像回復處理具有可用性；針對 100mA 與
80kV 條件下之影像回復具有明顯作用。
結論: 疊代式高增益濾波器採用維納濾波器；對低管電流 CT 影像品質回復具有明顯作用。未
來將研究不同之高通與低通混和式濾波器之作用與有效性，以提升低劑量條件下之電腻斷層影
像品質。
關鍵字：電腻斷層掃描、疊代式高增益濾波器、低劑量電腻斷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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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素分析方法探討白血病患的腻白質變化
陸奇鋒 1 周銘鐘 1 吳銘庭 2 楊品珍 3
1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高雄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精神科
近年來白血病對國人的健康影響很大，本研究將藉由非人為圈選的體素基礎分析方法來觀
察全腻白質組織中白血病病人的擴散變化，並且使用統計分析方法找出顯著差異的區域。本研
究總共收集了21位受試者，每位受試者都在3.0T MRI (Siemens Skyra)中進行擴散峰值造影(DKI)
的掃描，獲得擴散張量的擴散不等向性(FA)、帄均擴散度(MD)，以及帄均擴散峰值(MK)，之
後使用帄均擴散權重影像產生遮罩除去頭皮訊號，使用形變影像對準方法，將所有病人的三維
數據影像對位至ICBM標準頭上，最後使用Matlab程式帄台上的SPM進行統計分析，找出白血
病病人全腻白質的FA、MD與MK的變化情形。結果發現白血病病人腻白質的FA與MK顯著降
低，而MD則顯著增加。
關鍵字：白血病、擴散峰值造影、FA、MD、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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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間濾波器對 MRI K-Space 資料進行雜訊處
理
姚依汶 1 丁慧枝 1 黃詠暉 1 呂南翰 2 陳泰賓 1 蔡明昇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目的：利用空間濾波器對磁振造影 K-Space 資料進行雜訊處理，改善 MRI 影像品質，為本研
究之重點。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假體實驗，使用 GE SIGNA 1.5T MRI 造影像儀收取 K-Space 原始數
據以及重建後之影像。造影參數為 Ax frFSE、T1、 NEX 為 1,2,3,4、FOV 為 320mm、SAR
為 0.6721 W/kg。接著應用空間濾波器(Cut off 150 pixels)對 K-Space 進行雜訊去除，再經由傅
利葉轉換成空間影像；選取前景與背景 ROI 進行 SNR 與對比值之分析。採用 MA-Plot 與 T 檢
定進行分析。
結果：研究結果顯示，經由空間濾波器處理後影像之 SNR 比原始影像帄均提升 11 個單位
(P<0.05)；而前景對比度無明顯差異(P>0.05)；處理後影像之背景對比度(雜訊)則比原始影像明
顯下降(P<0.05)。
結論：本研究利用空間濾波器進行 K-Space 雜訊處理，具有明顯提升 SNR 之效果；未來將應
用至不同造影序列之 MRI K-Space 之雜訊處理之研究。
關鍵字：磁振造影、空間濾波器、對比度、訊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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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超音波線性掃描影像三維體積重組之研究
鄭尚愷 1 陳清江 1 張力允 1 黃詠暉 1 呂南翰 2 劉國英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研究目的：二維超音波影像無法顯示出器官全貌或病灶位置完整形狀與資訊，也無法估算體積。
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利用扇型探頭取得多張二維超音波影像進行三維體積重組，以利估算感興趣
區位之體積。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為先導型研究。利用 Sonosite 180+對假體進行造影，以線性(帄移)方式固
定間隔，針對肋骨下緣、膽及腎進行靜態二維影像掃描；接著利用體積重組方法重建 3D 影像。
接著利用多閾值法執行感興趣區域之體積估算。
結果：經由三維體積重組後之影像，所估計之感興區之體積均比實際體積高出 11%至 19%。
結論：多張線性掃描影像確實能利用體積重組方法重建 3D 影像。未來將本研究之方法於活體
上進行，以了解位移(動作)對重組影像之影響以及提出降噪方法。
關鍵字：二維超音波影像、三維體積重組、線性掃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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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波轉換對單光子電腻斷層影像進行雜訊處
理之研究
郭洺銍 1 陳輝墉 2 吳宜臻 2 許耘萱 2 丁慧枝 1 陳泰賓 1 王小卿 2

1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核子醫學科

目的：單光子電腻斷層(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對分子代謝訊號
具有高敏感度，除了提供投影影像外，亦可產生電腻斷層掃描影像；其具有可靠地定性與定量
診斷率；然而散射雜訊使得 SPECT 影像品質惡化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如何去除雜訊實為重
要課題之一。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目的探討小波轉換函數去除雜訊且重建後影像品質之影響，利用 SPECT
水假體造影影像，進行小波轉換函數處理，再經濾波反投影法(Filtering Back-Projection, FBP)
重建影像，並與未經小波轉換函數的 SPECT 水假體造影影像經 FBP 重建影像，比較影像訊噪
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半高全寬(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結果：比較水假體熱區、冷區以及背景值的 SNR。經由小波處理後影像之 SNR 皆明顯上升；
再者，藉由 T 檢定發現，於處理前後之冷區 SNR 具有顯著性(P<0.05)。經由估算水假體熱區影
像之 FWHM，發現小波轉換後影像之 FWHM 較接近真值。
結論：本研究利用小波轉換對 SPECT 影像進行降噪之研究實為一可行之方式。未來將針對不
同的小波轉換參數進行調查最佳性與合理性，以提供較佳之影像。
關鍵字： 單光子電腻斷層、小波轉換函數、半高全寬、訊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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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全口攝影應用於身分辨識
劉尚劼 1 許博翔 1
1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利用牙齒 x 光影像之輪廓進行比對是重要的身分辨識技術，可用於罹難者身分辨識與犯罪
偵防鑑別身分，過去牙齒影像辨識系統主要以根尖片與咬翼片為主流，隨著時代進步，全口攝
影漸漸普及，因此本研究針對全口攝影影像，進行影像前處理、邊緣偵測、輪廓分析比對，結
合巴特沃司高通濾波(Butterworth High pass filter)、同態濾波(Homomorphic filtering)方法以增強
全口攝影的對比度，改善曝光不一致的問題，並使用 Canny 邊緣偵測法進行邊緣的偵測。結
果顯示，經影像處理後牙齒輪廓能有效圈選，將有助於自動化辨識系統之開發。
關鍵字：身分辨識技術、全口攝影、巴特沃司高通濾波、同態濾波、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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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動態超音波影像自動選取最佳影像之靜態影像
之研究
張馨云 1 呂南翰 2 黃詠暉 1 張力允 1 丁慧枝 1 陳泰賓 1 張哲誠 2
1
2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學影像部

目的：自動選取動態造影超音波影像，經由影像特徵決定最佳影像之靜態影像之研究。
方法：利用假體造影實驗設計，使用 SonoSite 180+掃描儀對腹部假體進行造影取像，進行 9 次動態攝
影(MPEG 格式)每次十秒，每秒有 29 張靜態影像，一個動態 MPEG 檔共有 290 張靜態影像。造影部位
包括肝、膽、胰、脾、腎、腹主動脈、下腔大靜脈、脾靜脈等部位。將 MPEG 分解成靜態影像，於均
勻區位選擇 ROI(Region of Interest)，接著計算訊雜比與熵值；最後找出最大訊雜比與最小熵值之靜態
影像。
結果：對 9 組 MPEG 動態檔，利用最大訊雜比與最小熵值法；找出之靜態影像其帄均訊雜比與熵值為
49.24、1.50。
結論：本研究為先導型研究，假設對於呼吸控制不良或無法控制憋氣者，進行模擬假體造影；主要利
用均勻區進行自動篩選單一靜態影像。結果證實為一可行之方案；未來將進行臨床實驗，以了解或驗
證自動從動態造影篩選單一靜態影像之有效性。
關鍵字：動態超音波影像、MPEG、最大訊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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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體素之形態測量學評估暴食症疾患灰質與白質
體積變化
Gray and white matter volume changes in binge eating disorder revealed by
voxel-based morphometry
賴紀儒 1、陳錦宏 2、趙世晃 3、何明洲 4、翁駿程 1,5,*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嘉義長庚醫院 精神科
3
大里仁愛醫院 代謝及減重手術中心 4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系
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本研究利用基於體素之形態測量學(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技術評估肥胖暴食症
患 者 (binge eating disorder) 大 腻 結 構 體 積 上 的 變 化 。 我 們 比 較 30 名 正 常 控 制 組
(BMI=21.89+/-3.24)和 17 名暴食症患者(BMI=38.28+/-4.98)之間，大腻白質與灰質體積的差異，
暴食症患者皆經過精神科確診，所有的受試者都經由磁振造影取得 T1 加權影像以進行分析。
透過空間標準化將不同受試者的腻結構影像在空間上相互匹配，讓不同受試者的相同解剖位置
在空間上對應貣來，接著做組織的分割，將影像分割成灰質、白質，最後進行統計學的 t 檢驗
分析，對兩組進行比較，從而發現腻區體積的變化。
由 VBM 分析結果發現，在灰質中，暴食症患者在杏仁核與扣帶迴前側體積較正常人大；
而在運動皮質區體積較正常人小。白質的部分，暴食症患者於額下回的體積比正常人大。肥胖
暴食症確實會對大腻結構，無論白質或灰質皆會產生影響。
關鍵字：肥胖、暴食症、基於體素之形態測量學、灰質、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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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增益濾波器對鼻咽癌單光子正子斷層掃描影
像資料進行雜訊處理
王明淨 1 丁慧枝 1 黃詠暉 1 陳輝墉 2 吳宜臻 2 陳泰賓 1 許耘萱 2
1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核子醫學科

目的：單光子電腻斷層(SPECT)對分子代謝疾病具有高度診斷效果。然而投影影像具有散射雜
訊，除了影響電腻斷層掃描影像；亦造成影像品質惡化。因此研究如何去除雜訊是重要議題。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西門子 SPECT 掃描儀。探討鼻咽癌單光子正子斷層掃描影像資料之
雜訊修正之可行性。利用高增益濾波器探討不同濾波器大小與參數，比較(A)投影資料進行雜
訊處理後，再利用濾波反投影法(FBP)進行影像重建；(B)將投影資料直接利用 FBP 重建影像，
再經由空間濾波器進行雜訊處理。接著利用 SNR 探討影像品質。
結果：由實驗結果發現，投影資料經由 5X5 大小之高增益濾波器處理後，再利用 FBP 重建；
得到之影像其 SNR 比原始影像帄均提升 52.2% (P<0.05)；同樣的 5X5 比 3X3 大小之空間濾波
器所得影像 SNR 高約 39.1%(P<0.05)。
結論：本研究利用不同大小之高增益空間濾波器進行 SPECT 影像雜訊處理，具有明顯提升 SNR
之效果；未來將結合影像分類或定量方法之應用。
關鍵字：單光子電腻斷層、濾波反投影法、高增益空間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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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最佳化設計之濾波器對腎臟 SPECT 掃描影像
執行降噪處理之研究
朱品柔 1 陳輝墉 2 吳宜臻 2 陳泰賓 1 黃詠暉 1 王寶英 2
1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核子醫學科

2

目的：單光子電腻斷層影像是近代針對分子代謝診斷利器之一。由於光子投影過程會產生大量
散射雜訊，因此影響重建影像之品質；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採用最佳化濾波器之設計，針對
SPECT 影像執行降噪之處理。
材料與方法：研究影像是由西門子 SPECT 掃描儀針對腎臟 SPECT 影像，進行雜訊修正之可行
性。最佳化設計之濾器器是採用 3X3 及 5X5 二種格式；其中的數值是參考高通濾波器進行修
改而得，一旦完成濾波之設計。接著比較：(1)投影資料經雜訊處理後，再利用濾波反投影法(FBP)
進行影像重建；(2)投影資料先經由 FBP 重建，再進行雜訊處理。最後探討感興趣區 SNR 之異
同。
結果：由實驗結果發現，投影資料與 SPECT 影像經由 3X3 大小之最佳化設計濾波器處理後之
重建影像其 SNR 比原始影像帄均提升 47.4% 與 9.8%(P<0.05)。
結論：本研究利用客制化 3X3 大小之最佳化設計濾波器，具有明顯降噪效果。然而，此方法
對於不同造影部位，將重新制訂最佳化之參數值；未來將利用帄行運算執行 99 次運算，以求
得最佳化濾波器。
關鍵字：單光子電腻斷層、濾波反投影法、最佳化濾波器

69

利用傅利葉轉換進行 SPECT 影像雜訊處理
許士彥 1 許耘萱 2 林明佳 2 吳宜臻 2 黃詠暉 3 陳泰賓 3 陳輝墉 2
1
2
3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核子醫學科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近年來利用核醫造影已成為臨床常用之造影工具之一，然而核醫影像深受光子散射事件干擾，造成影像定量
偏差以及影響影像品質。因此本研究利用因子實驗設計以及傅利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ation, FT)修正單光子電
腻斷層(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投影資料雜訊事件，以提升重建影像品質與正確性。
本研究使用義大醫院核醫科 SPECT 掃描儀(Siemem Symbia S ECAM)與 99mTc 40.7 MBq 之劑量進行胸腔假體造影。
首先取得假體 SPECT 資料，接著進行傅利葉轉換修正 SPECT 雜訊事件，於傅立葉頻譜空間中，將絕對值小於設
計之五種門檻值(原始 SPECT 影像最大強度值之 0.5 至 4 倍)之數值定為零，再透過反傅立葉轉換與濾波反投影法
進行影像重建，最後比較修正前後 FBP 重建影像品質，包括 SNR(Signal-to-Noise Ratio)與 FWHM(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實驗結果，門檻值為原始影像最大強度值的 2 倍時，修正前後之 SNR 與 FWHM 分為 4.706 與 5.050、
5.235 與 5.031，影像品質提升了 10%且 FWHM 小於原始影像。未來將加入更多樣本以了解本研究方法之可用性
及準確性。

關鍵字：SPECT、傅立葉轉換、FBP、雜訊事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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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 (SAD)
方法開發自動化影像接合方法
蔡羽威 1 陳湛於 1 林柏如 2 謝東翰 3 黃大可 4 陳志成 1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
奇祁科技有限公司 2
中央研究院應科中心 3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4
在牙科診斷學中，牙科醫師通常使用根尖片(periapical film)診斷病患牙齒狀況，但若需診
斷大範圍牙齒影像，病患需重複多次照射，因此本實驗室與奇祁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開發出自動
化影像接合技術(image stitching)，利用多張根尖片一次性取得牙齒投影資訊，經過影像接合後
可得到一大張二維的 X 光影像。
本研究使用 4 張牙根尖片收取投影影像，利用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 (SAD)方法計算
其影像之重疊部分來進行影像之接合。將影像直接接合，在相鄰之兩影像間會產生不連續的接
合面，因此需利用影像混合技術來消除其接合後之假影。目前本計畫已完成了自動化影像接合，
電腻可自行將輸入之 4 張影像接合為一張，運用 SAD 方法找出其重疊部分並利用比例混合及
情況混合兩種混合模式對影像疊合處進行處理取得影像。
關鍵字: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 (SAD)、自動化影像接合技術(image stitching) 、根尖片(periapical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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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在 PET/CT 對於冠狀動脈鈣化分數和 PET 衰減
校正在低劑量 CT 條件的可行性
莊家權 1、詹凱傑 1、楊晴晴 1*
1
慈濟技術學院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究所
介紹：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進行心臟 PET/CT 檢查對於不同體型患者，使用冠狀動脈鈣化分數和 PET
衰減校正在低劑量 CT 的可行性。
材料與方法：
使用擬人化心臟假體模擬不同體型患者在 PET/CT 的鈣化分數電腻斷層(CSCT)和 PET 進行掃
描，CSCT 管電壓為 120kVp，管電流為 10mA 到 550mA，在進行 PET 掃描則以 3D-mode 及 3
min/bed 的影像擷取方式。使用 signal-to-noise ratio(SNR)評估 PET/CT 影像品質，Agatston score
系統評估 CT 冠狀動脈鈣化的定量。
結果：
正常體重及輕度肥胖患的擬人化心臟假體在 PET/CT 檢查下， CSCT 的管電流分別為 50 及
150mA，可降低輻射劑量同時維持影像品質。正常體重及輕度肥胖患者之標準管電流與 CSCT
建議管電流相比，其輻射劑量可以減少 83.34%和 50%。過度肥胖患者，增加心臟在 PET/CT
的管電流或管電壓有助於提升影像訊息的可信度。
結論：
對於不同體型患者的冠狀動脈鈣化分數和 PET 衰減校正在低劑量 CT 檢查的可行性，這項研究
能夠提供必要的診斷訊息，同時降低輻射劑量。
關鍵字：Agatston score，衰減校正，心臟PE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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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模型應用於乳房病灶診斷
李芳菁 1，楊世能 1,2，陳悅生 1，沈戊忠 1,3，黃宗祺 1,4
1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
4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工程學系

臨床乳房病灶診斷對於磁振造影的需求近來有增加的趨勢，許多文章數據顯示，動態對比
增強磁振造影(DCE-MRI)所得之時間-訊號強度曲線(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提供了很高的乳
癌診斷敏感度，然而，其特異度卻相對較低。
本研究將評估動態模型(kinetic model)在乳房病灶診斷特異性之幫助，在磁振影像乳房病
灶上圈選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並將其視為隔室，進而評估隔室內與進出隔室的液體之
顯影劑濃度以及液體的流動速率，再以臨床病理切片結果作為病灶良惡性之判斷標準進行比較，
探討其關聯性。
本實驗共收集的 46 個病灶，結果顯示，動態模型曲線不論在敏感度、特異性、陽性預測
值以及陰性預測值方面，皆高於時間-訊號強度曲線，表示動態模型曲線是一項具有潛力作為
臨床乳房病灶診斷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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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婦女於放射醫學診療劑量危險度與法規規範
林楷儒 1.3 黃椲茗 2 郭瓊文 2 丁健益

34

1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臺灣應用輻射研究所
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4
樹人醫事科技專科學校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目的: 胚胎的輻射健康效應為放射醫學研究之重要課題，本文探討懷孕婦女於放射醫學診療之
劑量危險與法規規範。
材料與方法:由台灣應用輻射研究所提供光激發光劑量計(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osimeter, OSLD) ，以 Rando phantom 假體布點於腹部或骨盆部表面集體內部，分別施予劑量
X 光透視(三分鐘，五分鐘，七分鐘)及腹部常規電腻斷層攝影掃瞄，另外帄東腹部 X 光檢查則
可以皮膟劑量估算子宮深度之吸收劑量。
結果與結論:光激發光劑量計在劑量 X 光復部透視之劑量，在各表面皮膟之不同暴露時間點劑
量皆小於 10mGy，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ICRP84 號指出 100mGy 為可能發生輻射致畸型及致癌
最小個人機率之劑量最小閥值。而腹部電腻斷層檢查之胎兒劑量亦小於 20mGy。
普通 X 光檢查骨盆處約 1mGy，我國游離輻射安全標準採用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60 號報告在
下腹部表面需小於 2mSv。建議在大劑量的腹部或骨盆電腻斷層檢查及透視後頇有放射學專家
對吸收劑量及相關危險度作出評估。
關鍵字： 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危險度，光激發光劑量計，懷孕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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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Bolus 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之深部劑量分佈
沈思與 1，賴南谷 2，田雨生 2,3，周英香 2,4，董尚倫 1,4*

3

1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目的
評估乳房所接受的輻射劑量在乳房攝影中是一項重要的議題，發展軟質地乳房假體可有助
於模擬真實乳房的劑量，本研究的目的是評估 Bolus 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之深部劑量分佈。
方法
本研究使用 5 cm 的 Bolus 材質模擬乳房進行實驗，在不同深度(0-5 cm)的 Bolus 中包埋 5
顆熱發光劑量計 TLD-100H，再以西門子數位乳房攝影系統(Novation DR)照射 Bolus 材質，攝
影條件使用靶/濾片組合為 Mo/Mo 與 W/Rh，管電壓與管負載分別為 28 kV 與 100 mAs。照射
後使用 Harshaw 3500 型 TLD 計讀系統計讀，以評估輻射劑量。
結果
使用靶/濾片組合為 Mo/Mo 時，在表面下 0, 1, 2, 2.5, 3, 4, 5cm 處深部劑量為 15.73±0.36、
6.75±0.22、3.57±0.09、2.39±0.07、1.76±0.09、0.98±0.04、0.50±0.02 mGy；當使用靶/濾片組合
為 W/Rh 時，在上述相同深度位置之劑量為 3.90±0.14、2.26±0.11、1.37±0.03、0.99±0.01、0.77±0.02、
0.46±0.02、0.27±0.01 mGy。同時靶/濾片組合為 Mo/Mo 與 W/Rh 時，5 cm Bolus 材質之帄均乳
腺劑量分別為 2.36 與 0.98 mGy。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 5 cm Bolus 材質之中央層(2.5 cm 深)的輻射劑量非常接近帄均乳腺劑量，
此一結果將有助於評估乳房攝影之劑量分佈。
關鍵字：乳房攝影、深部劑量、B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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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影像特徵對聽神經瘤在伽瑪刀放射手術前後
之關連性
劉國英 1,2,3 呂南翰

1,2

葉力仁 1,2 黃詠暉 1 陳泰賓 1

1

2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3
義孚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目的：伽瑪刀放射手術計畫常使用 3 維 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影像，提供定位資
訊，而 MRI 也是術後腫瘤狀況追蹤的重要利器。所以找尋 MRI 影像特徵值，比較術前與術
後之差異，用以評估治療效果與術前評估。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回顧性實驗設計；收集 2006/01/01 至 2013/12/31 聽神經瘤，治療前
與治療後追蹤的 MRI 影像進行分析與量化，計算腫瘤體積、影像強度帄均值和標準差；並搭
配 matlab 程式的輔助，繪製 3 維腫瘤體積影像強度直方圖(histogram)，統計分析直方圖之峰度
值、偏度值。
結果：收集 104 例個案，其中包括 104 次術前與 337 次的術後追蹤，總共 441 次的 MRI 檢查
影像，經影像後處理與統計分析 3 維腫瘤體積影像，可以得到腫瘤體積、影像強度帄均值、標
準差，與影像強度值直方圖分布峰度值，在治療前與治療後統計的結果相比皆有顯著性
(p-value<0.05)。
結論：聽神瘤體積經治療後一開始會比治療前大上約 14.36%，在經過約 420 天後 67.3%的腫
瘤體積會縮小，在小於 420 天內，只有 17.6%的腫瘤會縮小。腫瘤影像強度帄均值治療前為
439，術後第一次追蹤上升為 589，之後追蹤皆超過 600。影像強度值標準差也呈現上升趨勢，
推估經治療後腫瘤影像強度均勻度下降 。 直方圖分布峰度值治療前與治療後相比，也呈現
下降趨勢。
關鍵字：伽瑪刀、MRI、聽神經瘤、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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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肝臟腫瘤患者使用壓腹治療方式與自由呼吸方
式治療兩者擺位位移變化
張詩苗 1.2
1

台北慈濟醫院

2

放射腫瘤科

目的：治療肝臟腫瘤時，正常組織與腫瘤經呼吸影響的位移一直都是影響治療精準性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目的藉由使用以 Varain OBI 影像導引治療比對系統來使用 Fix Q 的腹壓裝置
（Compression Paddle）來限制患者呼吸幅度與患者於治療期間自由呼吸之下，兩者位移情況的
比較。
方法：患者每次治療前會使用 OBI 取兩張正交片影像，以腰椎骨頭為比對基準。本研究
採用兩種不同方式來治療，第一為使用 Fix Q 的腹壓裝置（Compression Paddle）壓腹並雙手高
舉固定於 T 字固定裝置(Wing Boards)；第二種為自由呼吸僅雙手高舉固定於 T 字固定裝置
(Wing Boards)。本研究共收集十六位治療肝臟惡性腫瘤病患，其中使用壓腹限制呼吸治療的
病人七位共計九十次對位移動資料；自由呼吸治療的病人九位共計九十次對位移動資料。將獲
得的三個軸向：X 軸（LAT）、Y 軸（LNG）、Z 軸（VRT）來做患者位移之擺位誤差數值分
析。
結果：使用壓腹限制呼吸治療方式三軸帄均位移結果 X 軸（LAT）-0.02±0.32、Y 軸（LNG）
0.06±0.34、Z 軸（VRT）0.07±0.26；正常呼吸治療方式三軸帄均位移結果（LAT）-0.12±0.48、
Y 軸（LNG）0.08±0.39、Z 軸（VRT）-0.15±0.28。
結論：雖然自由呼吸治療擺位比壓腹治療擺位相對較容易，但是比較帄均位移數值之後，
發現到壓腹治療位移數值因有限制呼吸貣伏，可有效減少病患的擺位誤差並且大大提高姿勢再
現性。
關鍵字:壓腹裝置、影像導引治療比對系統、肝臟惡性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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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碘輻射增敏劑對乳癌細胞與
小鼠動物治療之研究
龔煒婷 1 林尚宜 1 鍾相彬 1 田育彰 1
1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 依衛福部研究，惡性腫瘤已成為國人死亡率第一名，而乳癌是女性癌症排名第四名。
本實驗目的為探討含碘輻射增敏劑 IUdR 對治療乳癌成效之研究。方法: 利用含碘輻射增敏劑
IUdR，於分別注射於植入乳癌細胞(4T1 和 MDA-MB-231)之小鼠身上，依據藥物不同濃度，固
定時間給藥，探討藥物濃度及劑量對腫瘤細胞成長的效果。結果 : 乳癌初期給藥，小鼠乳癌細
胞成長則有稍微減緩，若為乳癌末期之小鼠，給予藥物之成效較不顯著。討論: 給藥時間若在
早期癌症時或有成效，因此，給藥治療的時間點非常重要，早期給予治療則有較好的療效。

關鍵字：乳癌、 核醫藥物、含碘輻射增敏劑

78

評估 Bolus 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之回散射因子
周英香 1,2，粘祐寧 1，沈思與 3，賴南谷 4，田雨生 1,4，董尚倫 1,3*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3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目的
Bolus 是軟組織等效的材質，在乳房攝影中也許可以模擬乳房組織評估輻射劑量，在歐洲規範
中曾對乳房假體的回散射因子(Backscatter factor)進行建議，本研究目的是評估乳房攝影中
Bolus 的回散射因子。
方法
本研究使用 4 cm 的乳房假體進行實驗，材質分別為 Bolus、PMMA、BR-12、BR-fat。將 5 顆
TLD-100H 放置在不同假體的表面，同時將 5 顆 TLD 黏貼在壓迫東下方，以西門子數位乳房
攝影系統(Novation DR)進行照射，攝影條件使用靶/濾片組合為 Mo/Mo，管電壓與管負載分別
為 28 kV 與 100 mAs。照射後使用 Harshaw 3500 型 TLD 計讀系統計讀，以評估空氣克馬與假
體表面輻射劑量，並計算回散射因子。
結果
在本研究中空氣克馬為 13.18±0.31 mGy，而 Bolus、PMMA、BR-12、BR-fat 的表面劑量分別
為 14.67±0.25、14.88±0.45、14.49±0.66、14.65±0.16 mGy，而各材質相對應之回散射因子分別
為 1.11±0.03、1.13±0.21、1.10±0.02、1.11±0.12。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 Bolus 對乳房攝影 X 光之回散射因子接近現有常用的乳房假體材質，同時也近似
歐洲規範之建議值(1.08)，因此 Bolus 材質是適合用來模擬乳房組織評估乳房攝影之輻射劑量。
關鍵字：乳房攝影、Bolus、回散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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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腔放射治療以 OBI 位移誤差來比較使用真空固
定墊與不使用真空固定墊的優劣
張詩苗 1.2
1

台北慈濟醫院

2

放射腫瘤科

目的：為使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身體能更加穩固、不亂動而影響治療，使用真空固定墊來固
定病患骨盆腔‧但不使用真空固定墊反而能增加放射師擺位速度與病人的舒適度‧此研究目的
是以位移誤差來顯示固定墊的使用效果‧
方法：收集二十位病人，其中十位是在治療時有使用真空固定墊的患者；另外十位是無使
用真空固定墊的患者，每日以影像導引放射治療 OBI 在治療前取像，每位取十天 OBI 位移數
值，將獲得的三個軸向：X 軸（LAT）、Y 軸（LNG）、Z 軸（VRT）來做患者位移之擺位誤
差數值分析。
結果：有使用真空固定墊治療方式三軸帄均位移結果 X 軸（LAT）0.14±0.33、Y 軸（LNG）
0.2±0.5、Z 軸（VRT）0.45±0.33；無使用真空固定墊治療方式三軸帄均位移結果（LAT）0.16±0.24、
Y 軸（LNG）0.05±0.24、Z 軸（VRT）-0.08±0.2。
結論：雖然真空固定墊是有固定病人在治療時不移動的效果，但是仍有不適用的病患，例
如行動不變、躺病床的病人‧在擺位上若病人身材太胖或是皮膟鬆弛的話，就容易使病人在躺
上真空固定墊後，以為已經躺帄，但其實是歪斜的，放射師在擺位時真空固定墊反而變成了阻
力及容易使 skin marker 不準確‧無使用真空固定墊的患者，只要與他們溝通良好，請他們治
療時不亂動的話，比較兩者 OBI 帄均位移誤差，可發現不使用真空固定墊反而更能有效減少
病患的擺位誤差，增加姿勢再現性。
關鍵字:骨盆腔放射治療、影像導引放射治療、真空固定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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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放射線治療後腻部工作記憶功能之連結性分
析
洪育菁 1、楊永毅 1、呂姿瑩 2、張之境 3、賴睿榛 3、邱燕玉 3、黃志仁 2、連熙隆 2、翁振翔 1、
陳佳如 1*
1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高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高雄
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影像醫學部，高雄
2

與鼻咽癌(Nasopharngeal carcinoma, NPC)放射治療有關的認知功能損傷研究從1988 年後
才被注意，過去的研究指出由於鼻咽位在腻部基底部位，其周遭有不少維繫人類生存的重要區
域，從臨床上觀察到會有記憶退化、間歇性抽筋、顳葉組織稀化的現象。因此，本研究預計以
功能性影像評估方法來探討在治療後是否工作記憶網路有受到影響。
本研究針對 20 位的 NPC 患者 (14 男 6 女，帄均年齡 47.8 歲) 進行追踪，所有患者皆
需螺旋刀治療(TomoTherapy, Accuray)，治療療程分 35 次給予(每日 2Gy)，並在腫瘤部位達到
70Gy 的累積劑量，全程共 7 週的時間；而海馬迴的累積劑量跟腫瘤與海馬迴的距離有關，所
有患者的帄均海馬迴劑量為 2~12Gy 不等。另外，所有患者皆需經過三次的功能性磁振造影掃
描，這三次的掃描分別在治療前、治療後一個月以及治療後四個月施行，每次的 MRI 掃描中，
除了解剖性 T1 影像外患者需進行工作記憶的認知功能(N-back working memory) 測驗。所有的
影像資料在經過 SPM8 的前處理後會透過 REST 軟體進行全腻與海馬迴網路關連性分析。
目前的結果顯示，全腻與海馬迴 dentate gyrus 的連結性隨著放射腺治療有顯著的變化，
其中，與記憶功能有關的區域，例如: 海馬旁迴、橋腻、顳葉中迴、額葉頂葉下迴，他們的連
結性在治療後一個月的評估呈現下降趨勢；而在治療後四個月有回升的表現。另外，我們也選
取與記憶功能無關的視覺區來做連結性分析，用以當作對照組，結果顯示視覺區的網路連結性
不因放射線劑量而有改變。藉由連結性的分析，我們可以推論在放射線治療的過程中，雖然海
馬迴遭受到微量輻射劑量，但短暫性的認知功能下降在治療後四個月會恢復。

關鍵字 :

鼻咽癌、認知功能、工作記憶、SPM、網路連結性、螺旋刀治療、微量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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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range difference between proton dose and induced PET activity in
proton therapy
Cheng-Yi Ke1, Ing-Tsung Hsiao2
1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proton therapy,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from photons and
electrons, a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proton Bragg peak, for more localized irradiation, increased
treatment efficacy and less side effects. However, the advantages are hampered by uncertainties in
the proton range caused by many factors. As a quality assurance (QC) process, verification on
correctness of the dose delivery and irradiation field position is necessary after proton therap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isotopes produced after proton irradiation including longer half-life
isotope of 11C (20min), and other main shorter half-life isotopes of 15O (2min), and 13N (10min).
Therefore, with the produced positron emitters, utilization of 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as
a tool for verifying dose distribution in proton therapy after treatment is important. Both off-line and
in-beam PET can be applied for this purpose but with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low-counting conditions, biological washout, scanner's resolution and sensitiv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ET acquisition time on the dose range difference from various
isotopes and total PET activity.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s that for in-beam PET (scan
time:0~5mins post treatment), 15O distal fall-off range is closer to proton range than 11C. For off-line
PET(scan time: 5~30mins post-treatment), acquisition of 11C can lead to more counts for distal range
than 15O. Future work will study the effects of beam energy and phantom material for dose
verification in proton therapy.
Keywords: Proton therapy ,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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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影像品質對質子劑量射程的評估研究
郭哲源 、蕭穎聰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質子治療在臨床上逐漸受到重視之原因為其有很好的劑量順形性，其原理為利用質子射
束在射程最後一小段距離會放出大能量，稱為 Bragg peak。且質子會與人體元素發生非彈性碰
撞，產生的正子活化核反應，因此可以藉由收取正子訊號來推得劑量分佈。過去研究曾經利用
正子影像活度與質子劑量分佈的線性相關性(劑量=正子活度*系統方程式)，以逆捲積推得劑量
分佈。我們曾經研究使用 Wiener 逆捲積的方法會有較佳的結果，但結果會受到 PET 影像品質
的影響，例如收取時間太短訊雜比會太小，導致逆捲積結果不穩定。因此，研究 PET 若收取
訊號時間過短的影響和改善方法。我們使用 GATE7.0 模擬質子射束和 PET 系統，所使用質子
能量分別為 80、120、160MeV(6*106)照射 15 和 40 公分長圓柱形水假體，並且以 OSEM(iter=20
subset=12)重建 PET 影像。PET 分別收取 10 分鐘和 20 分鐘影像做比較。初步結果顯示 10 分
鐘影像雜訊較多，原始訊號需要經過更多的處理，以達到和 20 分鐘影像相同的劑量射程驗證
標準。未來還需研究非均質假體，以及更多不同收取時間長短的影響。
關鍵字: 質子、正子、PET、逆捲積、GATE

83

奈米金粒子之製備、特性及其輻射增敏應用之探討
謝孟勳 1, 范瑞鳳 2,蔡正言 3,黃健安 4 蕭揉剛 5 蔡長書 6
1-4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影像醫學科
5-6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摘

要

金奈米粒子目前已廣泛地被應用在醫學影像、腫瘤光熱治療、藥物載體、磁振造影劑以及
輻射增敏劑之研究，在生物醫學方面極具前瞻性與重要性。本文主要目的在製備金奈米粒子並
利用紫外光光譜儀、動態光散射粒徑分析儀、穿透式電子顯微鏡、x 射線光電子能譜儀及流式
細胞儀等探討其物理、化學、光學等特性及其體外粒徑大小分佈及穩定性、體外細胞凋亡與壞
死等測定，並探討其作為生醫材料的體外可用性以及體內生物相容性、細胞毒性與輻射增敏作
用等。初步結果顯示金奈米材料反應溫度在 100±5℃，pH 值介於 4.5 和 6.4 之間，檸檬酸鈉與
金鹽莫耳數比在 2 至 10 之間，可獲致分散性良好、粒徑大小不同之奈米金粒子，而粒徑大小
分別落在 20, 30, 40, 50, 90 nm 五種範圍。經量測粒子溶液之表面電漿共振吸收波峰和粒徑大小
在四週內的變化，發現粒徑 20, 30, 40 nm 品質良好且穩定性佳，結合 3Gy 及 7Gy 輻射照射劑
量後毒殺乳癌細胞得效果與單純添加金奈米粒子相比時分別增加 17.2 %和 18.9%。
關鍵字：奈米金粒子、醫學影像、生物相容性、輻射增敏

通訊作者：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e-mail: fred@tccn.edu.tw

蔡長書

TEL: 0935-65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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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電子射束在柑橘類的防腐效果探討
1

林晨瑄、1 劉庭瑜、1 林冠宏、1 蔡晏銘、12 林招膨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
台灣應用輻射研究所

目的：
台灣的農業蔬果中，蘊含有不易儲存的難題，輻射照射技術是可行的解決方法，因國際法
規規定輻照食品必頇標誌，所以發展出更有潛力的防腐方法是所關心的議題。高能游離輻射使
用於食品照射於國外已行之有年，在國內尚屬初步應用階段，本文以電子射束不同劑量之條件
對本土柑橘類照射，以探討高能電子射束在柑橘類的防腐效果。
材料與方法：
以台灣新竹寶山鄉的柑橘作為本研究之樣品，將同梯採下之柑橘分成五類組，使用能量
2MeV 電子射束進行曝露照射，其劑量分別為 1.0kGy、1.5kGy、2.0kGy、2.5kGy ，溫度控制
在攝氏 30 度以下，將各組照射品及未照射品置於隔離之玻璃瓶內，保持室溫觀察結果比對狀
況。
結果與結論：
整組實驗結果發現 1.5kGy~2.5kGy 較未照射之柑橘其防腐效果較佳，證明高能電子射束於
柑橘類防腐具有顯著效果，可做為我國農業柑橘類農產品保鮮防腐之運用，其照射方法亦可應
用於其他農產品之防腐效果。
關鍵字：高能電子射束、柑橘類、照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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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Radio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 with 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
Huang Kun Ming1 2 ,Lin Jao-Perng2,Fan Jing Chao1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 St.Mary Hospital, Luo-Dong , Taiwan1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y,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2
Purpose: There is no safe radi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recorded on any documents for megavoltage
radiation. We want to report the radiotherapy and clinical of head and neck patients with implanted
pacemake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62-years man got Mouth floor cancer(cT4aN2M0) which diagnosed on
June /2014 that had artificial pacemaker implantation. The prescribed dose was 7020 cGy to tumor
and 203 cGy to pacemakers.
Results: The patient received a total dose of 7020 cGy in 36 daily fractions, for treatment
planning,a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in treatment position was performed, during the CT scan,
the radiation oncologist observed the patient without monitoring. Using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with 6 and 10-MV photons(Elekta Synergy® , UK). The dosimetry of the
case was done in pinnacle planning system. No changes in pacemaker function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entire radiotherapy course. Cardiac function was then monitored each day of the radiotherapy
course using a continuous electrocardiogram.
Conclusion: This case report shows we were able to treat our patient safety with cardiac pacemarkr
implantation .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be evaluated in the risk of using radiotherapy to treat
cancer patients with 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
Key word: Pacemarker 、Head&Neck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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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廠事故對台灣環境輻射之影響評估
邱婷萱 1,2 陳清江
1

1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放射診斷科

日本東北地區宮城外海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一貣芮氏規模約 9.0 的海底地震，隨後
海嘯使得福島第一核電廠一系列設備損毀，造成嚴重的核子事故。本研究將客觀的深入探討福
島核電廠事故對台灣環境輻射造成之影響，其中分別用了輻射源項 (source term) 之分析、大
氣擴散模式之評估、海洋擴散模式之評估、國內各單位環境輻射監測結果、收集由災區進口食
品監測數據，依照劑量評估模式評估可能對國民造成的最大有效劑量。結果發現，在台灣地區
的抽氣、水盤等環境試樣測得微量放射核種，包括碘-131、銫-134、銫-137 和氚等核種，經體
內外暴露途徑分別作劑量評估結果顯示，以水盤法在 100 年第一、二季體外曝露的有效劑量合
計為 6.92×10-6 毫西弗/年。加上體內曝露的有效劑量最高為高雄站的 1.88×10-4 毫西弗/年，估
計因福島意外事件對台灣地區居民造成的有效劑量合計約為 2×10-4 毫西弗/年。遠低於原子能
委員會規定一般人因例行輻射作業年劑量限值 1 毫西弗的標準。由 66,552 件進口食品檢驗結
果僅發現 207 件含微量人造核種，但均遠低於法規限值，無食用安全之顧慮。環境水樣氚的分
析結果也未發現受到事故影響。

關鍵字：福島核電廠事故、輻射源項、環境輻射、劑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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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及腹部電腻斷層因定位差異造成的劑量變化
張芸慈 1 黃嘉珮 2 陳合興 3 周英香 1 邵佳和 1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台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診斷科
3
台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科
摘要
目的：
在目前的醫療環境下，電腻斷層已成為各大醫院普遍使用的機器。已知電腻斷層主要掃描
區域內會伴隨較高的輻射劑量，同時掃描貣始與結束的定位差異也有可能造成有效劑量變化，
因此本研究探討醫事放射師與醫師在胸部與腹部電腻斷層定位差異所造成病人的多餘劑量。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臨床 1486 位患者的電腻斷層影像資料，針對醫師選定的掃描區域與醫事放射
師實際掃描區域比較，實施影像統計分析與劑量差異探討。有效劑量使用數學假體
NRPB-SR250 software 由顱頂到股骨上三分之一範圍計算，並以 Rando Phantom TLD-100H 佈
點收集各層劑量值。
結果：
在實施影像統計下顯示貣始與結束兩者定位點明顯產生差異， P 值皆小於 0.05。在有效
劑量方面，使用數學假體在胸部 CT 貣始點區域與結束點區域的劑量分別增加：1.04mSv、
1.09mSv；在腹部 CT 貣始點區域與結束點區域的劑量分別增加：2.49 mSv、3.53 mSv。在使用
Rando Phantom 實施 TLD-100H 佈點所得劑量值也與數學假體方法相近。
結論：
本研究發現在不同定位程序下，胸部或腹部電腻斷層檢查病人所接受的多餘劑量可能產生
接近年劑量的差異。所以醫事放射師實施定位時必頇注意選取掃描區域是否適當，以避免造成
病人接受多餘的劑量。
關鍵字：醫事放射師，電腻斷層定位，有效劑量。

參考資料：
1. Prins RD, Thornton RH, Schmidtlein CR, Quinn B, Ching H, Dauer LT. Estimating radiation
effective doses from whole body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based on U.S. soldier patient height
and weight. BMC Med Imaging 2011 Oct;17: 11-20.
2. He W, Marzolf SA, Tipnis S, Huda W. Scan region and organ doses in computed tomography.
Radiation Protection Dosimetry 2012 Mar; 148(4): 4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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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beam 與 pencil beam DXA 系統所致有效劑量
與空間劑量差異
歐佩雲 1 陳瑞芬 2 洪凱羿 3 陳合興 4 周英香 1 邵佳和 1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線科
3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研究所
4
台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科
摘要
目的：
隨著雙能量骨密度儀（DXA）的 fan beam 系統逐漸取代傳統的 pencil beam 系統下，我們
想探討病人體內吸收劑量在這兩種型態機組間是否會有顯著的差異，以及實施同一部位骨密度
測量時，空間劑量是否會有所變化。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利用 Rando phantom 實施 TLD 100H 佈點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和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的雙能量 fan beam 和 雙能量 pencil beam BMD 機組，進行 Whole body 的 DXA 掃
描；同時也在不同機組的骨質密度檢查室內進行空間位置佈點，以測量空間劑量。
結果：
依實驗得知，使用不同的機組進行相同位置掃描，在人體的各危急器官吸收劑量上，fan
beam 和 雙能量 pencil beam 並無顯著的差異（性腺/0.041835 mGy：0.047779 mGy）
；然而在空
間劑量量測上，卻可以看出 fan beam 會比 pencil beam 產生將近三倍高的空間劑量（225.2793
mGy：68.19856 mGy），控制台區域則無法與背景値區隔。
結論：
以不同 DXA 機組進行 BMD 檢查時，Fan beam 與 Pencil beam 的機組差異對於病人的體內
危急器官的吸收劑量並不會造成顯著變化，因此除檢查時間長短因素外，採用不同機組進行骨
質密度的病人劑量傷害並不會顯著變化。同時，藉由實驗測量發現，fan beam 所造成的空間劑
量，雖然高於 pencil beam 的三倍但仍然位於背景值範圍內。
關鍵字：骨質密度儀(DXA)、有效劑量、空間劑量

參考資料：
1. Blake GM, Parker JC, Buxton FM, Fogelman I‧Dual X-ray absorptiometry: a comparison
between fan beam and pencil beam scans.‧Br J Radiol. 1993 Oct;66(790):90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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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弧調控放射治療於鼻咽癌其環境劑量之評估
黃瀚生 1, 朱欣怡 2, 林弘智 1, 賴威豪 1, 廖鴻霖 1, 呂承祐 2, 張席昌 3,曾顯群 3, 陳健懿 1, 2*
1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研究所 生醫影像組
2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研究目的
為探討利用體積調控放射治療(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治療鼻咽
癌時，治療室內的環境劑量，及散射線距離照射中心點多遠時會降至背景值，使用三
維立體劑量分佈圖進行探討。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一男性擬人假體(Rando phantom)，與中部某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進行
鼻咽癌的治療計畫設計，並且使用 246 顆 TLD-100H，以每 3 顆為一點，每一點距離 1
公尺，共佈點 82 點，前後進行了三次鼻咽癌治療照射，進行腫瘤同高度的周圍環境劑
量量測。
結果
將環境劑量的測量結果，經由彩色三維劑量投射圖表示，在治療中心點的環境劑量分
別是 299.6±3.2mSv/次、306.4±3.6mSv/次及 368.9±2.9mSv/次。距離 1.73 公尺，環境劑
量除降到接近背景值的範圍。研究結果發現，測量點的距離與機頭中心點越遠，所測
量到的劑量隨之遞減。
結論
由腫瘤治療照射中發現，10 公分厚的鉛門提供了適當的輻射屏蔽，使工作人員避免曝
露於散射輻射的傷害，本研究為放射腫瘤科治療室的輻射防護，可供主管機關卓參。

關鍵字：熱發光劑量計, 體積調控放射治療, 環境劑量, 鼻咽癌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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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激發光劑量計應用於全口牙攝影之劑量評估
林佳陽 14 白宗庭 1 李桂樑 23 林招膨 34 呂孟親 5
1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附設員生醫院放射課
2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放射科
3
臺灣應用輻射研究所
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5
罫立基隆醫院放射診斷科
光激發光劑量計(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osimeter, OSLD)為近幾年台灣新型
劑量計，應用於全口牙攝影之劑量檢查與輻射劑量與健康效應評估監測 其特性為重現性可記
憶及移動型計讀。依據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BEIR) 2000 年報告，牙科攝影是最常
見的檢查之一，本研究利用光激發光劑量對全口牙攝影做劑量評估。光激發光劑量計對全口牙
攝影之頭頸部假體做劑量測量，依據國內現行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CRP60 號報告內容計算頭
頸部假體各器官表面之有效劑量及 ICRP60 號報告建議之機率效應風險。評估全口牙攝影時各
器官之劑量風險，量測全口牙攝影有效劑量為 0.048 mSv，產生機率效應風險為 3.504*10¬6，
故 100 萬人約有 3.5 個人有癌症風險，全口牙攝影劑量及風險雖低於一般 X 光攝影，但輻射線
造成機率效應並無低限值，即使為了診斷與治療需要，仍需保有一定的輻射防護觀念及對牙科
攝影劑量數值之優化。

關鍵字：光激發光劑量計，全口牙攝影，有效劑量，機率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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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劑量模擬軟體在非破壞檢測劑量評估之研究
丁健益 12、林招膨 2、林群智 3 王信二 2
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2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目的:非破壞檢測中使用 Ir-192(90mCi)射源會產生 γ 射源，此研究主要利用輻射劑量模擬軟體
(Microshield)進行運算並利用光激發光劑量計進行模擬比對。

方法:目前光激發光劑量計(nano-dot)已通過原能會為合格之人員劑量計，所以利用此劑量計來
量測非破壞檢測環境中的光子劑量。將劑量計佈點於儲存射源室周圍，探討其劑量之變化。

結果與討論:結果顯示儲存射源室周圍光子劑量率皆符合原能會法規之標準。由於射源劑量很
高，所以在檢測及運送時應選用適當的屏蔽、遠離射源及減少接觸時間，才可降低工作人員之
劑量已達到合理抑低。
關鍵字: 非破壞檢測、光激發光劑量計、Ir-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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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不同厚度 Bolus 假體之等效乳房
陳芊妤 1，陳瑜慧 2，洪思穎 2，賴南谷 3，田雨生 1,3，董尚倫 1*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目的
Bolus 假體是軟質地的材質，適合用來模擬乳房組織接受乳房攝影，由於在評估帄均乳腺
劑量時，必頇使 Bolus 假體與模擬的等效乳房有相同的攝影條件，本研究的目的為建立不同厚
度 Bolus 假體之等效乳房。
方法
本研究以 2-6 公分之標準乳房假體進行實驗，其中上下兩層為 0.5 公分脂肪層，中央層之
乳腺含量百分比(PGC)為 0-100%。使用西門子數位乳房攝影 X 光機(Novation)，以靶/濾片組合
Mo/Mo 搭配管電壓 28 kVp 進行攝影。再將 2-5.6 公分的 Bolus 假體以相同條件攝影，並計算
Bolus 假體與相同厚度之等效乳房的乳腺含量百分比。
結果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以 2-6 公 分 的 標 準 乳 房 假 體 建 立 之 PGC 評 估 方 程 式 為 ：
PGC=-21.44×ln(mAs)+627.31×ln(mAs)/t-(196.62+1167.81/t) (R2=0.935)，其中 mAs 與 t 分別為管
負載與假體厚度。對 2, 3.3, 4.8, 5.6 公分的 Bolus 假體而言，其對應相同厚度之等效乳房的 PGC
分別為：98%, 36%, 28%, 20%。
結論
本研究建立不同厚度 Bolus 假體之等效乳房，能使 Bolus 假體與模擬的等效乳房在 AEC
攝影時具有相同攝影條件，可以用來評估乳房攝影中的帄均乳腺劑量。
關鍵字: 乳房攝影、厚度、Bolus、乳腺含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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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對
帄均乳腺劑量之影響
方羿蓁 1，吳佳珍 2，賴南谷 1，田雨生 1,2，周英香 2,3，董尚倫 2*
1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目的
使用 MammoPad 乳房靠墊(Breast Cushion)可以減低乳房攝影程序中受檢者的不舒適感，由於
使用 MammoPad 可能會改變受檢者接受的乳腺劑量，本研究的目的是以不同厚度 PMMA 假體
評估乳房攝影中使用 MammoPad 對帄均乳腺劑量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 2-5 公分厚的 PMMA 假體進行乳房攝影以評估帄均乳腺劑量，將 MammoPad 墊於
PMMA 假體下層，使用西門子數位乳房攝影 X 光機(Novation)，以靶/濾片組合 Mo/Mo 搭配管
電壓 28 kVp 進行攝影，再依據歐洲規範評估不同厚度 PMMA 假體之帄均乳腺劑量。
結果
在無使用 MammoPad 的條件下，2, 3, 4, 5 公分厚的 PMMA 假體之帄均乳腺劑量分別為 0.93,
1.19, 1.76, 2.94 mGy；在使用 MammoPad 的條件下，2, 3, 4, 5 公分厚的 PMMA 假體之帄均乳
腺劑量分別為 1.00, 1.29, 1.88, 3.10 mGy。
結論
在乳房攝影程序中使用 MammoPad 會使帄均乳腺劑量略為增加(5-8%)，假體厚度越薄劑量上
升的百分比越高。
關鍵字：乳房攝影、MammoPad 乳房靠墊、帄均乳腺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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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ield-Hit12A 評估碳離子在不均質假體中劑量
分佈之研究
余宛真 1 林育申 1 王羿鈞 1 林冠羽 1 李明庭 1 張力允 1,2 陳清江 1
1

2

義孚大學醫放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

在離子治療(ion therapy)中屬質子和碳離子應用較為廣泛，而碳離子相較於質子有較窄的
側向分佈(lateral distribution)和較高的 RBE 值，其中碳離子與物質產生核反應其核碎片在布拉
格尖峰之後還有劑量貢獻形成尾區(fragment tails)，造成射程(range)的不準確度，由其核碎片阻
擋本領較高(stopping power)，在不均質的假體造成射程誤差更大。
Shield-Hit12A 是專門模擬離子治療其獨特性是使用多層次動態模型(Multi Stage
Dynamical Model, MSDM)，來模擬核反應的機制，故本研究模擬 300 MeV/A 碳離子在水-空氣
-水、骨頭-空氣-骨頭和水-骨頭-水中二次粒子產率以及劑量分布。
模擬結果顯示二次離子是氦離子貢獻最大，並且發現在不均質交接面劑量變化較大，本研
究成果可用來評估碳離子所誘發之二次離子在布拉格尖峰(bragg peak)後尾區劑量和射程之不
準確度(uncertainty)。

關鍵字:離子治療、不均質假體、蒙地卡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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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蒙地卡羅方法評估質子治療之準直器活化程度
與等效劑量率之相關研究
林冠羽 1 林育申 1 黃鈺評 1 涂柔安 1 張力允 1,2 陳清江 1
1

2

義孚大學醫放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

在質子治療技術中，主要分為兩種:一種為主動式(activity)技術，另一種為被動式散射
(passive scattering)技術，在被動式散射技術中，準直器(aperture)通常是使用高原子序物質製作
而成，並用來阻擋質子射束，且減少正常組織的劑量。在質子治療中心之放射廢棄物主要為準
直器，通常為黃銅和不銹鋼製成，又因高能質子射束撞擊準直器產生(p,n)作用，並產生中子使
準直器活化(activation)。
故本研究使用蒙地卡羅 FLUKA (FLUktuierende KAskade)，模擬能量 230 MeV 之質子射束，
照射 600 秒之準直器，並評估活化之核種且分析 1 秒、60 秒、300 秒、600 秒、3600 秒不同冷
卻時間(cooling time)之等效劑量率(equivalent dose rate)。
由模擬結果可知，材質為黃銅之準直器其氫原子活度最高，並結合 ICRP-74 號報告，中子
通量對等效劑量轉換係數所評估各時間點之等效劑量率，可做為輻射工作人員防護之參考依
據。

關鍵字:活化、蒙地卡羅、質子治療、等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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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型光激發光人員劑量計應用於
高能加速器劑量之研究
賴律翰 3 丁健益 1.2
1

盧佳君 4 林招膨 4

林群智 5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2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4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5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迴旋加速器於運轉過程中，會與靶及射束調節裝置如準直儀等組成物質進行核反應而產生
光子與中子。本研究主要探討迴旋加速器製藥時產生之中子劑量。光激發光劑量計已通過原能
會為合格之人員劑量計，利用此劑量計來量測環境加碼與中子輻射。將劑量計佩帶於工作人員
身上，評估其一天所接受到之光子與中子劑量。
結果顯示迴旋加速器中心工作人員所接受的劑量和迴旋加速器室外之光子與中子劑量率
分佈，工作場所中並無中子劑量產生，製藥及運送過程中皆有測到微量光子劑量，但皆符合原
能會法規之標準。因此在調劑藥物及運送藥物時應選用適當的屏蔽、遠離射源及減少接觸時間，
將可降低工作人員之劑量。
關鍵字: 中子劑量、光激發光劑量計、迴旋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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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亞鐵化學劑量計應用於直線加速器之劑量
輸出驗證
12

王瑞鵬 12 林宗慶 12 蔡瑋哲 1 周文翔 12 林招膨 1 施科念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2
臺灣應用輻射研究所

目的：
以化學劑量計來測定劑量具準確及方便性，不頇溫壓校正，為量測絕對劑量之較佳的工具，其
使用於直線加速器之劑量輸出驗證具有其特殊用途，本文使用游離腔量測劑量輸出並與設計化
學劑量計裝置量測結果比較。
材料與方法：
硫酸亞鐵劑量計是利用輻射分解水形成自由基，自由基亦於相互結合形成 H2O2，兩者都有強
的氧化能力，可將亞鐵離子氧化成鐵離子。使用分光儀分析鐵離子波長在 305nm 的能峰強度，
即可定量出溶液中三價鐵離子濃度，由此濃度反推溶液吸收劑量。
本實驗量測直線加速器之輸出監控單位為 100MU，根據美國醫學物理協會 AAPM-TG-21 規範
書，使用游離腔量測直線加速器不同能量光子射束 6,10 MV 及不同能量電子射束 6,9,12,15MeV
之兩者劑量輸出，並比較其與化學劑量計所量測之結果。
結果與結論：
游離腔劑量輸出與化學劑量輸出，兩者皆為絕對劑量劑，各能量的光子與電子劑量輸出，皆小
於 2%，依此證明化學劑量劑對放射治療高能加速器的劑量輸出、劑量量測之應用與發展極具
潛力。
關鍵字：硫酸亞鐵、劑量輸出、直線加速器、TG-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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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X 光攝影檢查室內安全輔具之應用
周紋郁 1，陳威爾 1
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放射科

【目的】一般 X 光攝影檢查為基本放射診斷所需，因為檢查量大，其病安事件時有所聞，
為避免及降低其發生率，使用安全輔具之必要性可見一斑。【材料與方法】對於站立或坐立檢
查，不良於行或贏弱不堪之受檢者，得直立式偵檢器後方加設彈性布條，其擺位就定後施以安
全輔具固定之；對於躺臥或趴臥檢查，得檢查台側邊加設防撞泡棉或軟性檔東，避免受檢者碰
撞檢查台或手指誤握而挾傷。【結果】放射師使用其安全輔具無任何不便，受檢者於檢查過程
中得以安全保障，在加設安全輔具之後，尚未發生受檢者跌倒或手指挾傷等病安事件。
【結論】
對於病安事件，加設安全輔具勢在必行，無論放射師個人乃至於醫療院所營業負責人，都應嚴
正以對，杜漸防萌，避免訟累。

關鍵字：安全輔具、病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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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影像論文摘要
Altered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Syu-Jyun Peng (彭徐鈞)1 Yue-Loong Hsin(辛裕隆)2
1

2

Biomedical Electronics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Hsinchu City, Taiwa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dentify abnormal areas of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method to resting state fMRI (RS-fMRI) data. The
ReHo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or coherence of focal brain spontaneous
low-frequency (0.01-0.08 Hz)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signal fluctuations in voxelwise
analysis across the whole brain.
Method: We used RS-fMRI with ReHo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of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Sixteen patients with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and 16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Result: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Ho in
right supramarginal, left superior frontal, right middle temporal, right postcentral, left superior
parietal, and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whereas increased ReHo was observed in right superior
frontal, left precentral, left inferior temporal, right insula,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and right pallidum
Conclus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at ReHo pattern in secondarily generalized neocortical seizures
patients was altered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disturbances of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reflected by ReHo measurements may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seizure propagation of secondarily
generalized neocortical seizures.
Keywords: Partial seizures and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Resting state fMRI, Regional hom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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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心臟電腻斷層鈣化斑塊特徵值與抽菸及糖
尿病之關連性研究
翁靜如 1,2 吳銘庭 1 王祺元 2,3 陳清江 4 陳泰賓 4
1

高雄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

3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放射核醫科
4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目前臨床常使用心臟電腻斷層影像取得鈣化分數，進而預測心血管疾病風險。然而，抽
煙、糖尿病與鈣化分數是否有關連性，仍需大量研究。
材料與方法：本實驗設計採用回溯性影像收集，自民國 2007 年 11 月至 2014 年 8 月共 695 位
體檢者。利用電腻斷層掃描取得冠狀動脈影像，圈選影像鈣化點，估算鈣化班塊特徵值並結合
年齡、性別、抽菸史、糖尿病，得以了解斑塊特徵值與有無糖尿病及有無抽菸者之關連性。
結果：根據 MW test 結果得知，50 歲以下，性別對鈣化數量具有顯著性差異(P 值為 0.11)；50-65
歲，糖尿病對鈣化數量、帄均值亞加史東、帄均值鈣化體積、帄均值鈣化質量具有顯著性差異
(P 值分別為 0.000、0.021、0.016、0.017)，性別對鈣化數量具有顯著性差異(P 值為 0.008)；65
歲以上，糖尿病對鈣化數量具有顯著性差異(P 值為 0.013)。
結論：不同年齡、糖尿病、性別與鈣化斑塊特徵值有關連性，抽菸則無。

關鍵字：心臟電腻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斑塊、抽菸、糖尿病、Agatston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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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切面電腻斷層冠狀動脈影像評估合理左心室
分率估算之方法
張驊嫣 1,2 葉力仁
1

2,3

呂南翰

2,3

葉力仁 4 陳泰賓 3 黃詠暉 3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2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3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麻醉部 神經麻醉科
目的:利用影像學方法評估心臟功能，在臨床應用上具有非侵式、可做為常規健檢左心室功能
量化數據、輔助影像定性鑑別參考數據之優點。推估左心室射出分率(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進行合理性與準確性之比較，實為重要課題之一。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利用多切面電腻斷層左心室動態影像(OsiriX)，以手繪方式為金標準(Golden
of Truth, GOT)。分別使用單帄面面積長軸法(Single-plane area-length technique, SPA)、辛普森法
(Modified Simpson technique, MST)、雙帄面面積長軸法(Biplane area-length technique, BPA)共三
種幾何方法，計算心臟跳動十個週期左心室體積。
結果:GOT 與 SPA 方式相比其 R2 與相關係數分別為 0.66 與 0.82；GOT 與 BPA 方式相比其 R2
與相關係數分別為 0.83 與 0.91；GOT 與 MST 方式相比其 R2 與相關係數分別為 0.92 與 0.96。
結論:GOT 與 MST 方式的相關係數為 0.96，是三種幾何方式中最高的，經由 MST 方式，可以
得到更簡便與正確的計算體積方式。
關鍵字: 左心室射出分率(LVEF)、多切面電腻斷層(MDCT)、電腻斷層心臟血管影像、辛普森
法(Modified Simpson technique, 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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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腻斷層評估 TACE 術後腫瘤變化
之研究

溫漢忠

1,2

葉力仁 2,3 呂南翰 2,3 黃詠暉 3 陳泰賓 3*

1

2

義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3
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希望藉由 HCC 患者在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術後，利用電腻斷層肝臟血流動態攝影術(CT of Liver Triphase)定期追蹤腫瘤變化情形。
方法：採用回顧性實驗設計方法，收集 HCC 患者共 23 位及 135 組影像，使用電腻斷層影像並
且萃取腫瘤影像特徵，利用概化線性模式分析建立影像特徵與時間(檢查次數)的關連模型，以
了解腫瘤內碘油(Lipiodol)CT 值(Hounsfield Unit﹐HU)與時間之變化性。
結果：研究結果 TACE 術後第一次帄均緻密度為 0.133；第二次為 0.106；第三次為 0.057；第
四次為 0.017，所以緻密度與檢查次數是具有顯著性的(P=0.002)。緻密度與時間的皮爾森相關
係數呈現負相關性(相關性為 75.4%)；根據多項式迴歸分析緻密度下降至 5%約需 500 天
(R2=0.99, P<0.05)。
結論：本研究可將 TACE 術後的 CT 影像用來預測時間、檢查次數與腫瘤栓塞緻密度之間的關
聯性。同時了解緻密度下降率與時間(天數)之關連性。

關鍵字：肝動脈化療栓塞術、多項式迴歸分析、概化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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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氧於紐西蘭大白兔腻部在磁振造影之效應
曾浚翔 1 陳柏洲 2 張瓊勻 1 麥家瑋 1 蕭佳吉 3 饒若琪 1
1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3

義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學影像部

氧氣對於生物是不可或缺之物質，而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中為一重要之指標。本實驗
探討氧氣濃度變化對於磁振造影訊號之影響，使用 6 隻紐西蘭大白兔於 Siemens Skyra 3.0T 磁
振造影儀進行 T2 權重影像掃描，首先紐西蘭大白兔吸室內空氣進行掃描腻部掃描，再給予純
氧一分鐘後進行掃描，最後關閉純氧吸室內空氣一分鐘後進行掃描，取得影像後使用影像處理
軟體圈選大腻皮質、海馬迴、丘腻之感興趣區域(ROI)並量測訊號大小。結果在吸取純氧氣後，
大腻皮質、海馬迴、丘腻之訊號皆較吸取室內空氣時高，表示給予純氧氣可以刺激這些腻部區
域增強其訊號強度。之後將探討使用其他氣體(如 CO2)是否也會對腻部區域之訊號造成影響。

關鍵字：磁振造影、紐西蘭大白兔、T2 權重影像、純氧、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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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associated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cluster
headache
Yi-Hsin Wang1, Kun-Hsien Chou2, Fu-Chi Yang3, Chen-Yuan Kuo1, Shuu-Jiun Wang4, Ching-Po
Lin5
1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3

Brain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Departments of Neurology,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Taiwan
4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wan
5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Cluster headache (CH) is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unilateral headaches with autonomic
symptoms. Most patients experience episodic CH with in-bout periods lasting from days to months
and out-of-bout periods lasting months to years. Previous neuroimaging studies suggested that CH
pathophysiology involves not only the hypothalamus but also brain areas beyond traditional pain
processing regions. We use resting state fMRI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1) compare to
healthy control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changes in resting-state networks (RSNs) occur
outside traditional pain processing areas in CH patients; (2) FC in RSNs differs between in-bout and
out-of-bout periods, and (3) FC changes in RSN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evaluations.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the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to identify the network based FC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d the longitudinal 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of CH patients
respectively (17 CH patients and 18 healthy control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CH patients
had FC changes in the visual, temporal, frontal, caudate, cerebellar, salience, and hippocampal
networks during in-bout and out-of-bout periods. Compared to out-of-bout scans, in-bout data
showed significant FC changes in the frontal network. Lower FC of the frontal network was also
related to a longer duration of CH illness.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bout-associated FC changes in
RSNs in CH patients,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that CH is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disruptions in
several discrete subcortical and cortical networks that are outside traditional pain processing areas.
Our findings of dynamic FC changes in the frontal network between in-bout and out-of-bout periods
an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ease duration and frontal network FC could be important in the CH
pathophysiology of episodic CH.
Keywords: functional MRI,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 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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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音波影像追蹤呼吸運動造成之肝臟移動現象
Utilizing ultrasound image to track liver movements which caused by respiration
吳碩芸 吳浚豪 邱宥綺 周英香 莊濬超
1

1

1

Wu Shuo-Yun Wu Chun-Hao Chiu Yu-Chi Chou Ying-Hsiang1,2 Chuang Chun-Chao1

1.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研究目的
在放射治療領域裡，呼吸運動造成之器官移動現象是胸腹部區域治療時面臨的重大課題，一般常以透
視攝影或電腻斷層影像模式加以追蹤；由於超音波影像可以提供器官移動的即時紀錄且沒有游離輻射
問題，因此本實驗希望以超音波影像來探討，於自由呼吸下，固定角度與探頭位置，何種切面能觀察
到較佳與較穩定的呼吸對器官位移之現象，以應用於呼吸門控系統監控。
材料與方法
1.超音波 Siemens Sequoia 2.超音波探頭 4C1 Acuson (4MHz)
3.掃描 axial 及 sagittal 的肝臟結構，標記橫膈膜與肝臟相關位置，紀錄 6 秒鐘 1 個自由呼吸週期，轉換
為時間對器官移動之曲線圖，並分析橫膈膜及肝臟位移波形之相關性。
結果
從影像結果分析使用 axial 切面觀測肝臟時，超音波探頭與橫隔膜移動方向相同，影像觀測範圍會受呼
吸運動牽引，使其較不易於監控呼吸運動產生之肝臟位移情形。而矢狀面的觀測時，可以發現遠近兩
部分觀測區域與橫膈運動同步一致性較高。
結論
在實施腹部器官放射治療的過程中，可以 sagittal 切面進行超音波呼吸追蹤並提升放射治療的精準度。
關鍵字
超音波呼吸追蹤、呼吸器官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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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乳房影像為基礎的乳房厚度評估方法
陳瑜慧 1，洪思穎 1，賴南谷 2，田雨生 2, 3，董尚倫 1,3*
1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
在乳房攝影中乳房壓迫厚度是決定攝影條件的重要因素，由於臨床上乳房攝影系統的顯示
厚度與真實的乳房厚度是有差異的，本研究的目的是發展一套以數位影像為基礎的乳房厚度評
估方法。
方法
本研究使用軟組織等效材質 Bolus 來模擬乳房組織進行實驗，將 Bolus 堆疊成階梯狀(20-50
mm)以西門子乳房攝影系統(Novation DR)攝影，攝影條件為靶/濾片組合 Mo/Mo、管電壓 28 kVp
與管負載 100 mAs。攝影後以 Image J 分析原始影像，在不同厚度 Bolus 上圈選 3×3 mm2 的 ROI
(region of interest)量測其像素值(pixel value, PV)，再分析像素值與 Bolus 厚度(t)之間的關係，
並以 32 mm Bolus 影像之像素值驗證上述求得關係之準確度。
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Bolus影像之像素值隨厚度增加而上升，20與50 mm厚之Bolus影像其像素
值分別為61659與64900，同時兩者之間的趨勢線為二次多項式(PV= -0.0326t2+3.2639t -42.477,
R2=0.9855)。在驗證部分，上述公式估計之厚度為31.1 mm，誤差度為-2.7%。
結論
本研究建立一套以數位乳房影像為基礎的乳房厚度評估方法，有助於提升評估乳房攝影程
序中乳房厚度的準確性。
關鍵字: 乳房攝影、厚度、像素值、B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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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磁振造影影像評估不同呼吸模式對呼吸門控的影
響
Using MRI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reathing patterns on the respiratory gating

沈昱辰 周英香 蘇倩鈺 莊濬超＊
Shen Yu-Chen1 Chou Ying-Hsiang1,2 Su Chian-Yu3 Chuang Chun-Chao1

1.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3.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研究目的
呼吸門控是偵測呼吸訊號來調控攝影或治療位置的方法。呼吸貣伏會影響我們體內的器官移動變化，在近幾
年，許多研究關於呼吸導引對體內器官位移的差異，不過卻忽略了每個人呼吸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影響。一般人的
呼吸模式可分為胸式與腹式呼吸，而在治療或是攝影時也會進行視覺導引式呼吸。本篇研究目的是使用磁振造影
技術，取得矢狀面肺部影像，在不同的呼吸模式下，探討其橫膈移動變化對體內器官移動的差異。
材料與方法
20 位自願的健康受試者，10 位男性，10 位女性，帄均年齡 23 歲。每位受試者取樣兩次，但是第一位受試
者沒有配合好，資料無法使用。取像儀器使用 SIEMENS 1.5T MRI，使用 Fast low angle shot(FLASH)波序，TR= 2.18
ms，TE= 0.74 ms，slice thickness=10 mm，field of view= 400 mm，每秒 4.02 張影像每組共 511 張。取得胸式呼吸、
腹式呼吸、自由呼吸時右邊肺部 SAG 影像觀測橫膈膜的移動。透過 SPSS 軟體分析，比較三種呼吸模式與橫膈膜
變化的關係。
結果
將獲得的呼吸變化量通過均一化進行比較。在波峰方面，腹式呼吸與胸式呼吸兩組數據的比較，p-value 為
0.026；自由呼吸與胸式呼吸兩組數據的比較，p-value 為 0.048。所有的 p-value 均小於 0.05，表示有著顯著差異。
比較的結果方面，胸式呼吸的變化量是最小的，帄均數為 0.024，而腹式呼吸與自由呼吸帄均數均接近 0.03。
討論
不同的呼吸模式對於體內器官移動有一定的影響。使用腹式呼吸時，人體的換氣效率是最好的，也是體內器
官移動較為穩定方式，尤其是在吐氣時較吸氣時穩定。
在進行放射治療時候，穩定的器官位移有助於提高治療的效率。透過固定一種呼吸模式，可以有效的減少體內變
化的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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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超音波品質保證之研究
郭瓊文 3、丁健益 12、李宜婕 1
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2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目的:本實驗主要研究手持式超音波在超音波假體驗証之差異。

方法:本實驗使用水性傳導膞、CIRS 超音波驗證假體，進行超音波影像均勻度、穿透度、射束
寬度、遠區、近區、軸向寬度、基線偏移、垂直距離精密度、水帄距離精密度、軸像解析度、
側像解析度、高對比腫塊(High contrast masses)、無回音腫塊(Anechoic masses)等測量，依據
AAPM 探討手持式超音波在超音波驗證上的差異。

結果與結論:在超音波假體驗證結果顯示，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縱向解析度較橫向解析度佳。使
用腹部條件在影像上的解析度比婦科條件較好。手持式超音波輕便及體積較小，易於臨床急診
之使用。但其儲電量較為不足，未來可降低其耗電量並增加其他頻率之範圍，將可利於臨床超
音波之使用。
關鍵字: 手持式超音波、超音波假體、品保

109

利用光體積變化描記儀提升檢查環境安全度
陳孙斌 1 黃仁景 2
1
2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所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現於臨床倚賴醫事人員目視監測患者安全，但繁忙的檢查程序中，患者若易躁動甚至罹患
幽閉恐懼症而未事先告知，在作業員設定儀器的數秒間即可能發生意外。
在本篇研究中，以實現監控生理訊號提升檢查環境安全度為目的，使用光體積變化描記儀
(Photoplethysmography, PPG)獲得脈搏訊號進行脈律變異度(Pulse rate variability, PRV)分析，即
時取得患者生理狀態，在出現不適行為前，利用生理訊號預警醫事人員以降低意外風險。
在過去研究中，已證實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 EKG)的心跳訊號進行心律變異度(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分析獲得自律神經活性，而本研究獲得之 PRV 在對應指標上呈現高度相關，
迴歸分析亦呈高度顯著性。
本研究希望以生理監控達成預警作用，並利用 PPG 儀器之高度相容性，廣泛應用於檢查
項目中以達到提升臨床安全目的。
關鍵字：光體積變化描記儀、心電圖、心律變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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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度憂鬱症患者之大腻結構體積與形狀異常
Abnormal volume and shape of brain structures
characteriz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李真慧 1,2、陳錦宏 3、何明洲 4、翁駿程 1,2,*
1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嘉義長庚醫院 精神科 4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系

過去的研究指出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與大腻結構與功能異常變化
有關，但重鬱症患者大腻灰、白質結構體積與形狀的改變尚未得到完整的了解。本研究透過非
侵入性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對 16 位重度憂鬱症患者及 30 位健康受試者
進行 T1 權重影像(T1-weighted image, T1WI)造影，以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及
Vertex-wise shape analysis 評估重鬱症患者於灰、白質結構在型態學上的改變。本研究結果顯示
重鬱症患者於左側杏仁核 (Amygdala)、兩側海馬迴 (Hippocampus)、額葉(Frontal lobe)、顳葉
(Temporal lobe)、頂葉 (Parietal lobe)以及胼胝體 (Corpus callosum)有明顯體積減小的現象，且
重鬱症患者與健康受試者的左側杏仁核形狀有顯著差異。本研究透過型態學對重鬱症患者進行
研究所得到結構異常變化可以在未來臨床上提供診斷參考。
關鍵字：重度憂鬱症、Voxel-based morphometry、Vertex-wise shap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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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磁場下正常紐西蘭大白兔腎臟之 T2 弛緩時間
張瓊勻 1 施玟卉 2 班仁知 3‚4 陳博洲 2 蕭佳吉 5 饒若琪 1*
1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義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3

義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4

5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磁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橫向弛緩時間(spin-spin relaxation time, T2)
取決於組織中水質子的物理及化學環境，不同組成成分的組織，T2 值也會有所不同。本研究
使用 3 T 臨床全身磁振造影掃描儀，觀察紐西蘭大白兔腎臟皮質以及腎臟髓質的 T2。3 kg - 3.5
kg 健康紐西蘭大白兔麻醉後，腹部定位於膝線圈中心，使用不同回訊時間(echo time, TE)的自
旋回訊(spin echo, SE)波序進行掃描。隨後，圈選並量測腎臟皮質以及腎臟髓質之感興趣區域
(Region of interest, ROI)的訊號，將訊號對於 TE 進行曲線擬合(curve-fitting)，求得 T2 值，同時
也計算皮質與髓質間的對比。結果顯示，磁振訊號強度會隨 TE 增長而遞減，但對比會隨 TE
增加而增加。腎臟皮質及腎臟髓質的 T2 值分別為 75.5 ± 7.5 ms 及 57.8 ± 15.5 ms。未來，將進
一步探討正常組織與病理組織的 T2 值之差異。
關鍵字：T2 弛緩時間、磁振造影、自旋回訊、腎臟皮質、腎臟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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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2 腫瘤之摩立顯動態對比增強磁振造影
麥家瑋 1 吳維益 2 班仁知 3‚4 陳博洲 5 蕭佳吉 6 饒若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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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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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4

5

國軍高雄總醫院

義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6

高雄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本研究使用動態對比增強磁振造影(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探討紐西蘭大白兔腿部 VX2 腫瘤之顯影情形。所用的顥影劑為摩立顯，注射劑量為
半劑量 0.05 ml/kg。在 1.5T 臨床用磁振造影儀上，先執行三帄面定位掃描，取得定位影像後，
使用擾相梯度劑量回訊波序掃瞄(SPGR)，取得注射顯影劑前的 T1 加權影像，再經由耳靜脈注
入顯影劑，連續掃描 3 分鐘。之後每一分鐘取像一次，直到 30 分鐘。隨後量測腫瘤及腿部肌
肉的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訊號值，並計算注射顥影劑後之顯影增強比值
(enhancement ratio, ER)。結果顯示 ER 值隨時間改變的情形為先上升，達到最大值後下降，且
腫瘤邊緣比腫瘤內部及肌肉有較大的最大 ER 值(ERmax)，分別為 1.33 ± 0.03、1.20 ± 0.10 及 1.11
± 0.02。ERmax 可作為分辨腫瘤及正常組織的生物標誌(biomarker)。
關鍵字：動態顥影增強磁振造影、VX2 腫瘤、紐西蘭大白兔、摩立顯

113

高能量重粒子加速器之深穿透屏蔽計算研究

張世勳 1 林威廷 1
1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現今對於高能量範圍(200–1000 MeV/u)之重粒子加速器的屏蔽數據(射源項、衰減長度)仍
然不足，雖有文獻以蒙地卡羅法程式進行研究，但是隨著科技的演進，蒙地卡羅法程式的版本
也不斷地更新，所使用的物理模式與作用截面也隨之更新，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屏蔽數據做進一
步的檢視，本研究將針對這些高能量範圍的重粒子加速器建立屏蔽數據庫，所使用的程式為
MCNPX2.7.0。依據參考文獻所設立的幾何結構進行模擬，首先以不同能量之各種重粒子撞擊
銅靶材，計算所產生的二次中子於混凝土、碳鋼、碳鋼/混凝土雙層屏蔽內所造成的劑量，以
及屏蔽內的劑量衰減情形，並將結果與文獻進行比較，結果相當一致。本研究再以曲線擬合的
方式，建立出 MCNPX 2.7.0 的最新射源項、衰減長度等屏蔽數據。
關鍵字：蒙地卡羅、重粒子加速器、中子劑量、屏蔽數據、衰減長度、射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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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64 切冠狀動脈電腻斷層攝影造影參數
與影像品質之關聯性
林玟吟 1,2 葉力仁 2,3 呂南翰

2,3

陳泰賓 3 黃詠暉

3

1

2

義孚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3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冠狀動脈檢查方式以多列式電腻斷層(multi-slice computer tomography，MDCT)為臨床診
斷的主要方式且輻射劑量較高，因此了解輻射劑量與影像品質之關聯性至為重要。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採用回顧性實驗設計；收集 2012 至 2014 年 120 位個案之 64 切心臟冠狀
動脈電腻斷層影像，透過影像處理後將 120 組影像萃取 ROI 影像特徵。接著利用多變量迴歸
分析模型探討 BMI 與輻射劑量之關聯性，用以了解輻射劑量與 BMI 對影像特徵之影響。
結果：將影像之帄均值、標準差、造影參數、輻射劑量、身體質量指數進行分析，分析結果發
現影像帄均值與身體質量指數間有顯著相關性 (P=0.002)；影像帄均值與輻射劑量具有明顯相
關性 (P=0.022)；影像帄均值與輻射劑量及身體質量指數之多變量迴歸分析模型具有顯著性
(R2 =0.480, P<0.05)。
結論：根據影像帄均值與輻射劑量長度乘積(Dose-Length Product, DLP)、身體質量指數
BMI(Body Mass Index)進一步估算造影參數之合理設定值，將能有效維持影品質並提供合理輻
射劑量，使得受檢者能接受合理輻射劑量。
關鍵字：多列式電腻斷層、多變量迴歸分析模型、判定係數(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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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度檢查患者有效劑量之分析比較
王大維 1 陳瑞芬 2 詹如珠 2 張白容 3 羅浚哲 3 邵佳和 1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線科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核子醫學科
摘要
目的：
為了避免嚴重的骨質流失並且瞭解骨質疏鬆現況，使用骨質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檢查是一種常見的檢查方式；但不同設備可能對病人會造成不同的劑量負擔，因
此為了瞭解不同機組間實施 BMD 檢查時劑量的變化，本研究使用三種臨床常用的機組，配合
TLD 佈點進行受檢者的劑量分析。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利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 Lunar-DPX -NT 與 Prodigy
advance BMD 機組以 Rando phantom 配合 TLD-100H 佈點，進行 Whole body 和 Lumbar spine
的 DXA(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BMD 掃描，同時以 Siemens 的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CT 機組，針對相同假體實施腰椎的骨質密度 QCT 掃描。
結果：
由實驗得知，以不同臨床 BMD 機組進行不同 DXA 檢查時，無論是 Fan beam、Pencil
beam/Whole body、Lumbar spine 檢查，病人受到的劑量約與背景相近無法明顯區隔。但以檢
查部位而言，Lumbar spine 檢查所產生的有效劑量大於 Whole body 檢查，且 Fan beam 的有效
劑量就實驗數據來看些微大於 Pencil beam；QCT 其劑量則高於所有 DXA 機組檢查約 100 倍，
其有效劑量為 1.424 mSv。檢查時間方面，Fan beam 機組小於 Pencil beam 機組；以相同機型
的檢查時間討論，Lumbar spine 檢查時間遠小於 Whole body 檢查。
以檢查結果分析，在相同年齡與種族的設定下，不同機組間所得到的 T-score 和 Z-score
沒有明顯差異。
結論：
當實施不同區域的 BMD 檢查時，除了 QCT 的劑量高出其他 BMD 機組約 100 倍外，相同
的危急器官在不同機組所得到的劑量與背景相近無法明顯區隔。
關鍵字: BMD 劑量、Fan beam、Pencil beam。

參考資料：
1.Blake GM,Parker JC,Buxton FM,Fogelman I.Dual X-ray absorptiometry: a comparison between
fan beam and pencil beam scans;British journal of radiology 1993 Oct;66(790):902-906.(Republish
online January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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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 於 6MV 醫用加速器之最佳量測時間
Optimizations of counting time for TLD undergoing 6 MV linac irradiation
Hong- Lin Liao1, Wei-Hou Lai,1 Ngan-Mei Wong2,3,
Hsien-Chun Tseng 2,3, and Chien-Yi Chen1,*
廖鴻霖 1, 賴威豪 1, 黃雁媚 3, 曾顯群 2,3, 陳健懿 1,*
1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2School of Medicine,
3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40201, Taiwan, ROC
1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醫學系, 3 放射腫瘤科,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 台中市 40201,

目的
熱發光劑量計(thermal-luminescent dosimeter, TLD)為現在普遍使用於人員測量輻射劑
量，TLD 在計讀測量上，TLD 在照射後，需要一定時間，以達到計讀上，穩定的狀態，因
此實驗中使用 TLD100-H，進行測量照射後，需靜置多久，TLD 才會趨近於穩定，提升 TLD
於 6 MV 醫用直線加速器(linac)實驗的可信度。
材料與方法
使用 TLD100-H，其主要成份為 LiF (Mg,Cu,P)，回火時，使用 Funarce 47900 型號之回
火爐，回火溫度為 250°C，時間為 10 分鐘，以排除殘餘 TLD 的劑量訊號。計讀儀使用 Harshaw
3500 型。於實驗前，TLD 先進行靈敏度校正，挑選 20%誤差內，TLD 穩定性較佳，接著將
TLD 以 linac 能量 6 MV 照射 700 cGy，用農夫式游離腔驗證 linac 劑量輸出。將 TLD 以每 7
顆一組，自照射後 12 分鐘至 148 小時，以不同時間梯度進行計讀。
結果
每組(共 7 顆)再去除誤差 20%外 TLD 後，取帄均值，並紀錄輝光曲線之 ROI
1(71°C~123°C)至 4(297°C~300°C)，得到各個時間點的值，進行分析。得知，ROI 1 與
2(124°C~163°C)的變化於 19.5 小時前，最顯著; 19.5 小時至 49 小時，計讀值不再明顯衰減
且穩定，而 ROI3(164°C~296°C) 與 ROI All(71°C~300°C) (輝光曲線總面積)，在整個時間點
下，並無明顯變化。
結論
於 19.5 小時後至 49 小時內，計讀值不再明顯衰減且穩定，因此推斷出在這段時間內計
讀，其計讀值是最佳計讀時間，ROI3 與 ROI All (輝光曲線總面積)，在整個時間點下，並
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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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熱發光劑量計、最佳計讀時間、6 MV 醫用直線加速器(linac)、ROI3 與 ROI All

CR 與 DR 在骨科攝影檢查劑量之研究
丁健益 12、蔡雅涵 1、王偉勛 4、李政翰 3
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2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

學仕診所

目 的 : 本 研 究探討間接數位化 X 線成像技術（ CR,Computed Radiography）與數位攝 影
（DR,Digital radiography）在頭部 X 光攝影技術所造成之劑量並評估其風險。

方法:目前臨床已漸漸將傳統 X 光片改成數位 X 光片，數位型 X 光片也分為直接式 X 光片與
間接式 X 光片，本研究利用光激發劑量計進行兩種系統劑量之研究。主要攝影為採用脊椎攝
影正面(AP)與側面(Lateral)分別佈 10 個點，探討其劑量之分佈，並利用 ICRP103 報告進行風
險評估。

結果與結論:結果顯示 DR 所產生之劑量較 CR 所產生之劑量較多。在影像解析度部份 DR 與
CR 並無較大之差異，因此在輻射暴露風險評估部份 CR 系統也相對較 DR 系統低。

關鍵字: CR、DR、光激發光劑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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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 X 光攝影及靜脈腎盂造影之
實驗度量和蒙地卡羅模擬劑量比較
杜冠儀 1 田雨生 2,3 簡妤芯 4 周英香 1 陳拓榮 1,2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4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目的：
欲得知 PCXMC 模擬和 Rando 假體實驗之劑量吻合度，評估經由簡單的電腻模擬取代繁複測量的實驗之可行性。
材料方法：
以 TLD 佈點在 Rando 假體各器官，量測腹部 X 光攝影(kidney-ureter-bladder)和靜脈腎盂造影
(intravenous-pyelography)各部位之劑量。之後使用 PCXMC 程式，代入實驗條件和 Smart 量測總濾片(total filtration)，
模擬相同攝影情況之劑量，並和實驗值做比較。
結果：
實驗和 PCXMC 在 KUB 的器官劑量：肺(0.01/0.01 mGy)、胃(0.44/0.45 mGy)、結腸(0.61/0.39 mGy)、性腺(0.25/0.15
mGy)；其有效劑量為 0.22/0.18 mSv。IVP 之劑量：肺(0.09/0.09 mGy)、胃(3.35/3.35 mGy)、結腸(4.31/2.59 mGy)、
性腺(1.33/0.92 mGy)；其有效劑量為 1.5/1.22 mSv。
結論：
PCXMC 模擬之有效劑量會有些許低估，在 KUB 低估 18%；IVP 低估 19%。或許 PCXMC 是一種快速、方便的
有效劑量模擬評估方式，可取代繁雜的實驗流程。
關鍵字：KUB、IVP、蒙地卡羅模擬

119

臨床 IVP 和 KUB 之管電流時間積轉換
有效劑量因數之評估
賴冠任 1 張宜儒 2 田雨生 1,3,4 周英香 1,5 陳拓榮 1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3

中山醫學大

4

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


研究目的:欲探討一簡單方便的腹部轉換因數，評估腹部 KUB 攝影(kidney- ureter-bladder,
KUB)與靜脈腎盂造影檢查(intravenous-pyelography, IVP)的有效劑量。



材料與方法:此實驗所使用的 TLD 是 LiF: Mg,Cu,P，將經校正後的 TLD 依據 ICRP 第 103
號報告建議的組織加權器官填入 Rando 假體模擬成人進行實驗曝射，條件依臨床攝影條
件：75 kVp、16.74 mAs。計讀分析的兩者之有效劑量，與管電流時間積轉換有效劑量因
數。




結果：IVP 男/女之有效劑量分別為 1.45/ 1.55 mSv；KUB 男/女之有效劑量分別為 0.21/0.23
mSv。KUB 的 mAs 轉換有效劑量因數為 0.0126 mSv/mAs。
結論：在 SID=110 cm，table AP projection，不額外增加濾片條件下，在腹部 KUB 的 mAs
轉換有效劑量因數為 0.0126 mSv/mAs。IVP 之有效劑量為單張 KUB 之有效劑量的倍數(掃
描張數)。



關鍵字: 腹部 X 光攝影檢查、靜脈腎盂造影檢查、有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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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小孩頭部電腻斷層器官導向管電流
調控模式掃描之劑量與轉換因數評估
蘇婉婷 1 簡妤芯 2 賴南谷 3 周英香 3 田雨生 1,3,4 陳拓榮 1,2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醫學影像部 4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摘要
實驗目的是比較電腻斷層在器官導向管電流調控(organ-based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OBTCM)模式，對五歲小孩頭部掃描之器官劑量與有效劑量的影響。實驗以五歲擬人假體進行
CT 掃描，TLD 佈點是依據 ICRP103 建議之權重器官。掃描參數：(1)管電壓 120 kVp，(2)掃描
從頭頂到顱底，長 120 mm，(3)選擇 AEC 開啟搭配 OBTCM 開/關、AEC 關閉搭配 OBTCM 開
/關，四種模式掃描。
掃描後之器官劑量(mGy)與有效劑量(mSv)分別為：(1) AEC 開啟，OBTCM 開/關：大腻
(29.3/25.4)、水晶體(23.6/31.3)、頭蓋骨(29.4/26.0)，有效劑量(1.9/1.6)；(2) AEC 關閉，OBTCM
開/關：大腻(26.3/24.5)、水晶體(22.7/28.5)、頭蓋骨(25.0/23.8)，有效劑量(1.6/1.6)。此外，也運
用實驗所得之有效劑量及劑量長度積(DLP)來推算出轉換因數(k)，用來提供臨床估算有效劑
量。
實驗結果發現， OBTCM 對五歲小孩降低劑量的效益不是非常明顯，建議五歲左右小孩
頭部檢查，不開啟 OBTCM。
關鍵字
器官導向管電流調控、電腻斷層、劑量、轉換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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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腻斷層常見掃描部位調查與
有效劑量評估
楊美箴 1 張育誠 2 蔡惠予 3,4 黃怡璇 4 陳拓榮 1,2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3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 長庚紀念醫院 影像診療部

一、 目的
蒐集台灣醫院執行電腻斷層掃描(CT)之劑量長度積(DLP)，分析得各部位之掃描次數比例，
探討劑量長度積分布及評估所造成之有效劑量(ED)。

二、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蒐集共 20 間醫院之電腻斷層臨床掃描數據，分為五大部位(Head、Neck、Chest、
Abdomen 及 Pelvis)，並延伸分析頻率較高之細項檢查，使用 Huda(2011 年)以 ICRP103 號報告
為基礎所建議之各部位轉換因數 k 值，推估所調查台灣常見檢查部位之有效劑量。

三、 結果
台灣 CT 檢查人次頻率依序為 Head 44% ( Brain 42%, Sinus 2%)、Abdomen28% ( routine
17%, 3-phase 8%, L-spine 3%)、Chest19% ( routine 12%, HRCT 5%, Heart CT 1%)、Neck 5%、
Pelvis 4%。集體劑量的百分比依序為：(1)Head 43% (2)Abdomen 32% (3)Chest 16% (4)Pelvis 4%
(5)Neck 4%。

四、 結論
本研究之數據可供輻射相關單位參考，以了解台灣電腻斷層掃描之有效劑量現況。
關鍵字：電腻斷層、劑量長度積、有效劑量

122

以蒙地卡羅方法評估數位乳房斷層攝影之乳腺劑量
蔡晏綾 1 劉晏霖 2 張孜睿 1 吳杰 3
1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3

清華大學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臨床中常使用乳房 X 光攝影作為乳癌篩檢的第一線工具，然而單一方向的投影技術會受
限於乳房組織間的疊加，導致影像空間死角，進而降低影像診斷的敏感度及特異性。而數位乳
房斷層造影（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能在有限的角度中重建出三維立體影像，然而，
增加投影的角度勢必會提高乳房的吸收劑量，且乳房腺體屬於輻射高敏感度的組織，其劑量評
估是需要仔細並精準地掌控，以確保篩檢的效益遠高於檢查中所接受到的輻射劑量風險，符合
其 ALARA（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之精神。本研究利用蒙地卡羅軟體模擬 DBT
系統，以評估頭腳向（Cranial-Caudal, CC）與斜位向（Medio-Lateral Oblique, MLO）攝影之帄
均乳腺劑量，管電壓設為 20 kVp、35 kVp 與 50 kVp，X 光濾片採用鋁及鋁銀材質，乳房大小
模擬出九種不同大小的乳房，進一步分析不同條件下造成乳腺劑量之差異。本結果將可有效改
善 DBT 劑量評估的精確度與準確性，並可作為國內醫療院所引進 DBT 可行性評估之參考。
關鍵字：蒙地卡羅模擬、乳腺劑量、數位乳房斷層造影

123

醫事放射師國考及格標準變化對及格率之影響探討
莊明翔 周英香 陸正昌 陳拓榮 邵佳和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摘要
目的：
統計資料顯示，近十年來醫事放射師執照考試取得證照的人數約為 3700 人，帄均每年錄
取率約可達三成。每年取得合格醫事放射師資格之人數已大過市場需求，為探討現行國家考試
及格標準與合格醫事放射師供給量間之相互關係，本研究藉由模擬及格標準變化之情形，評估
通過放射師證照考試之趨勢變化，以作為日後考試制度修訂及課程安排之參考資料。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數據以本系 100 年~103 年放射師考試科目成績作為計算標準，希望藉由改變及格
科目與設定及格標準，了解放射師國考及格率的不同變化。在考量各種變數之下，本研究分別
以下列方式實施：以六科權重相同的原則下設定六科皆及格、依教學科目特性採取基礎科目與
臨床科目及格、參考現行物理治療師及格標準並考慮到醫院三大分科特性的原則下，實施放射
診斷、放射治療、核子醫學等臨床放射領域科目皆及格等運算方法。
研究結果：
目前及格標準為總分 360 以上且沒有一科為零分，本研究顯示，在調整不同及格標準與科
目的原則下，當加上基礎醫學 60 分為篩檢標準，及格率將降低 63%；如調降基礎醫學及格分
數為 50 分時，及格率將降低 19%；再要求基礎科目及格為篩檢標準時，及格率將降低 63%；
同時要求臨床科目及格為篩檢標準時，及格率將降低 17%；若是將臨床放射領域三大分科及格
皆為篩檢標準時，及格率將降低 14%；嚴格要求 6 科皆需及格時，及格率將降低 65%。
結論：
依本研究得之，如將現行及格標準實施不同改變時，會對及格率產生不同的下降變化，如
此將相對增加各校畢業生放射師證照取得的困難度，也可能會改變學校課程時數的安排及教學
方法的修正。
關鍵字：及格標準，醫事放射師，考試科目。

參考資料：
1.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Report/wFrmExamStatistics.aspx?menu_id=158 考選部 90
年~104 年間之考試統計資料。
2.陳拓榮(2009)‧台灣醫事放射師之四年制大學培育課程分析‧台灣應用輻射與同位素雜誌 5
卷 4 期(2009/12) 75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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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f an analytical model for in vivo range verification
in proton therapy using GAT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Ching-Yu Lee1, Yen-Ting Cheng3, Hsin-Hon Lin1, Hui-Yu Tsai2, Keh-Shih Chuang1
1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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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ang-Gung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ang-Gung Memorial Hospital

Abstract
PET images predi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tical filtering approach for proton range verific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using FLUKA Monte Carlo (MC) codes and phantom measurement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alytical filtering model for proton range verification
on GATE/GEANT4 Monte Carlo simulation codes.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two experiments for
validation of predicted β+-isotope by the analytical model with GATE/GEANT4 simulations. The first
experiment evaluated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ng β+-yields as a function of irradiated proton energies. In
second experiment, we simulated homogeneous phantom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irradiated by a
mono-energetic pencil-like proton beam. The results of filtered β+-yields distributions by the analytical model
w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C simulated β+-yields in proximal and distal fall-off ranges. The results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between filtered β+-yields and MC simulated β+-yield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First, we found that the analytical filtering can be applied over the whole range of the therapeutic
energies. Second, the range difference between filtered β+-yields and MC simulated β+-yields at the distal
fall-off region were within 1.5mm for all materials used. The findings validated the usefulness of analytical
filtering model on range verification of proton therapy by GATE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arger discrepancy between filtered prediction and MC simulated β+-yields using GATE code, especially in
proximal region. This discrepancy might result from the absence of well-established theoretical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nuclear interactions. Despite the fact that large discrepancies of the distributions between
MC-simulated and predicted β+-yields were observed, the study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alytical filtering
model for proton range verification using GAT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Keyword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PET, proton therapy, positron emitter, filter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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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暨影像處理中文論文摘要
超音波健康清潔應用裝置研發
林楷儒 1.3 郭瓊文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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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事科技專科學校

5

興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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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超音波具非游離性使用壓電效應，其應用於醫學診療功能與工業上軍事上及農業上已有
相當歷史與進展。本研發目的在於使用超音波構建設計成各種民生健康與清潔用具裝置，普遍
方便應用於日常生活及醫療健康清潔的用途。
材料與方法: 超音波健康清潔裝置研發主要有四種:
1.洗手清潔裝置:其中構件不同方向之超音波與熱水清潔液，附加溫度調控器與逆向超音波探測
器，由探測器可呈現清潔部位及按摩部位，適用於醫院開刀房實驗室刷手台之用。
2.嬰兒清潔盆/家庭式浴缸 同理設計構置適當方向超音波，由探測器可呈現清潔部位及按摩部
位，不僅能洗淨身體且有按摩肌膟健康之用。
3.醫療器具洗滌: 其超音波強度設計為可調控式，並依造型在不同洗滌方位設壓電裝置。
4.蔬果洗滌盆及洗臉健康清潔盆。
超音波頻譜依運用特性及功能需求設為可調式頻率(MHZ)，並利用紅外線裝置控制出水量與啟
動，由 SIRI 聲控控制開關及壓電器面積大小。
結果與結論: 超音波健康清潔裝置研發使用，進入民生醫學與日常生活中，實為科技民生福利
用途重要一環，其對人體生物效應是良性健康，更有待我們構思設計及更進一步應用發展。
關鍵字： 超音波，非游離，洗手裝置，醫用器具，超音波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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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磁振造影專用角度距離導引器之開發
Development of angular & distance guide for Orbital MRI
黃韋婷 陳長源 張雅婷 周英香 莊濬超
Huang Wei-Ting Chen Chang-Yuan1 Zhang Ya-Ting1 Chou Ying-Hsiang1,2 Chuang
Chun-Chao1
1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1










研究目的
眼球磁振造影需要特殊角度與固定方式，但目前臨床使用線圈擺放角度僅依靠放射師經驗
技術，並無標準化指標。本研究目的為開發眼球磁振造影專用角度距離導引器，以達到將
眼球造影時之角度距離標準化。
材料與方法
使用壓克力材質製作 T 字型導引器，於導引器中心點標示黑點，左右各標上螢光標示，
再於導引器中心軸 10cm 處裝置一字型螢光標示。將導引器固定於右邊眼球線圈上，請自
願 受 試 者 依 據 指 示 注 視 不 同 方 向 ， 使 用 FAT_SAT 波 序 做 遠 與 近 的 造 影 ， 和 使 用
FSE_XL_T1WI 波序做左、右、遠、近的造影。將導引器卸下，請自願受試者僅依據指示
注視不同方向，一樣只對右眼造影。最後以五位放射科醫師來評估使用前後的影像品質改
善程度；影像評分為五分制，五分為最佳，一分為最劣。
結果
經分析後，有使用導引器之眼球影像分數皆大於未使用之影像，影像品質有顯著的改進。
結論
本研究發現使用導引器之影像較未使用之影像有更佳的品質，我們認為使用導引器可使影
像標準化，並可助於病灶顯示。
關鍵字：眼球磁振造影、影像品質、角度距離導引器

127

Down-scatter Correction for Simultaneous Dual Isotopes 99mTc/18F Imaging
李易桓 1 林信宏 1 莊克士 1*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Abstract
The capability of SPECT imaging developed on an animal PET scanner can provide a combined
PET/SPECT dual modality imaging environment, potentially opening the opportunity for many new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applications, However, an obstacl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tocol is
the interference of signal between two isotope, particularly in the down-scatter from high energy
gamma-ray into low energy window. In this work, we developed a new down-scatter correction
method for simultaneous dual isotopes PET/SPECT imaging. A Siemens Inveon preclinical PET with
a slit-slat collimator insert was modeled using the GATE/MPH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oftware
developed by our laboratory. For dual imaging capability, dual energy window settings at 120-160
keV and 350-650keV were used to acquired SPECT and PET imaging, respectively. The procedur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cludes two steps: (1) A 18F uniform phantom needs to be acquired for
establishing a transform function and a scaling factor between the two energy windows beforehand.
(2) During dual isotopes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DISA), the down-scatter distribution can be
estimated by multiplying the acquired projections at 350-650keV with the transform function, and
then the absolute scatter amount can be finally obtained by scaling the resulting scatter distribution
by the scaling factor. Various phantoms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riple energy window method, which is common used for scatter correction in
DIS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mages generated by our method approach pure 99mTc isotope
imaging, and always outperformed the triple energy window (TEW) method in terms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15.08% vs. 21.04%) and contrast recovery coefficient (0.848 vs. 0.58). In conclusion,
we have developed a novel down-scatter correction method for DISA imaging.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method in practical experiment is in progress.
Keywords: dual isotopes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down-scatter correction, slit-slat collim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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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PC 監測分析法對 CT 球管性能進行評估
林耿帄 1,2 黃詠暉 3 陳泰賓 3
1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
枋寮醫院 影像醫學科
3
義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目的：電腻斷層掃描儀 (CT) 影像不僅具有高解析度且對解剖病灶具有高度分辨率。因此，提
供良好的影像品質實為臨床診斷之要務。因此，針對每日對電腻斷層掃描儀影球管之水假體影
像進行良率監測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材料與方法：本實驗為假體造影試驗；利用GE Optima 64 MDCT每日品保作業產生之影像進行
CT值良率偵測。利用GE原廠提供水假體進行取像。設計之切面厚度分別為10.00、5.00、2.50、
1.25 (mm) 共四種。依照CT每日品保作業方式收取更換球管前後CT影像。定義五個大小一致
之ROI，同時量測ROI區域之CT帄均值；接著使用統計製程控制(SPC, Satistical Processing
Control)理論，繪製各ROI區之CT帄均值管制圖；良率界限設定乃根據穩定程序之ROI CT帄均
值正負三個標準差。因此帄均CT值之管制圖上下限值分別為(-0.1, -1.15)、(0.01, -1.23)、 (-3.53,
-5.4)、(-6.96, -9.96)。
結果：當球管性能正常時，不論切面厚度，CT ROI帄均值均落在對應之界限內；但當球管故
障前一天，10.00、5.00、2.50、1.25 (mm)切面厚度之帄均CT值分別為-1.38、-1.37、-4.13、-9.14；
發現10.00與5.00mm之帄均CT值超出管制界限；故障當天帄均CT值為1.16、5.87、10.91、15.05，
所有CT ROI 帄均值均超出管制界限。而更換球管後的CT ROI帄均值分別為-0.44、-0.05、-4.81、
-8.04；帄均CT值均回復正常。
結論：本研究利用SPC方式針對CT影像ROI帄均值進行球管性能評；確實能在球管失效前一天
即能偵測。未來以統計製程控制方式，將推廣至其他造影儀影像與性能良率之評估，同時了解
造影儀提供之影像變化參考數據。
關鍵字：統計製程控制、CT 球管性能、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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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 boundary representation phantom and it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Heng-Ching Chang1

1

Bing-Hao Chiang1 Yi-Chun Tsai1 Chuan-Jong Tung Chung-Chi Lee
Tsi-Chian Chao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體素化假體已經廣泛運用在蒙地卡羅模擬，但這種假體有以下限制：○1 很難模擬器官移動，
○2 當影像解析度不夠好時，會有梯狀影像出現。為能決解以上問題，本研究目的是發展以邊界
定義器官的電腻假體，這種邊界定義器官假體可以做器官的形變，用來模擬器官移動所造成的
劑量誤差，而且在微小器官周圍可避免部份體積效應。本實驗將利用中國女性參考人的影像，
使用 Matlab 將分割好的器官選取出來，再利用 3D-DOCTOR 將二維影像轉換成三維模型。這
種三維模型可以藉由 Rhinoceros 5 進行器官移動，之後再匯入 Geant4 進行蒙地卡羅模擬。我
們已經成功的將器官分割出來並且進行蒙地卡羅模擬。
Keywords: 邊界定義器官假體、蒙地卡羅模擬、器官移動、部份體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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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區塊帄均演算法提升超音波影像品質之研究
莊慧怡 1,2 陳泰賓 1 黃詠暉 1
1
2

義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高雄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前言：提升超音波掃描儀影像品質及提升影像診斷率，為目前醫學影像處理重要工作之一。目
的：透過影像後處理演算法提升超音波影像對比及清晰度。
材料與方法：利用因子實驗設計進行本研究。因子包括相同探頭頻率之 3 種掃瞄儀、2 種深度、
10 個位置進行取像，共計 60 張超音波影像，並以 GE LE9 掃瞄儀取影為目標影像。像影像實
驗流程包含：輸入影像、選取造影區域、圈選 ROI(Region of Interest)、執行五種區塊帄均演算
法、進行統計分析。比較影像對比度與訊雜比，透過迴歸分析比較優化前後是否提升影像品質。
結果：LE9 和優化後 SonoSite 影像訊雜比的迴歸分析，發現優化後 SonoSite 影像之影像品質
與目標影像相近；其中以線性加權法對優化 SonoSite 與 L9 影像較為明顯。
結論：本研究所展示之演算法能提升 SonoSite 與 L9 超音波影像之對比度和訊雜比。若能套用
在其他造影儀上，將是未來研究之方向。

關鍵字：影像雜訊去除、提升影像品質、因子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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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論分析與擴散張量磁振造影評估暴食症疾患之大
腻白質聯結異常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bnormal Structural Networks in Binge Eating
Disorder with Diffusion Tensor MRI
周綺瑩 1、陳錦宏 2、趙世晃 3、何明洲 4、翁駿程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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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暴食症(binge eating disorder)是當今主要的公共健康問題，並在可預防的引發死亡和疾
病的因素當中佔領先地位，本研究利用擴散張量磁振造影(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對暴食
症患者(BMI=38.28+/-4.98)與正常人(BMI=21.89+/-3.24)進行大腻白質造影，藉由圖論分析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來評估腻區間白質聯結與疾病的關係，通過各種參數來比較分析暴食
症患者的大腻白質連接情況。研究結果顯示暴食症患者在反映網路 local segregation 能力的指
標 clustering coefficient 與 local efficiency (P=0.031)均有下降，但前者未達顯著性，而在反映網
路 global integration 的能力的指標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P<0.05), normalize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P=0.007)均有上升，而 global efficiency (P<0.05)則有下降。分析二組大腻白質網路
的差異可發現暴食症患者的聯結較正常人少，並主要反映在左右方向聯結，可推測為胼胝體。
結論，現暴食症患者的大腻白質聯結確實存在異常，這可能是引致暴食症的原因之一，可作日
後肥胖暴食症研究成因的方向。
關鍵字：肥胖、暴食症、擴散張量磁振造影、圖論分析、大腻白質網路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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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離散形式直方圖估計訊息理論熵於散射子濃度
定量之可行性研究
陳弘彧
崔博翔*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tsuiph@mail.cgu.edu.tw)
超音波為目前臨床運用最為廣泛的醫學影像，散射訊號則會在影像上產生斑紋，常會用影
像處理降低其程度，同時卻犧牲訊號的組織資訊。過去研究曾提出以訊息理論熵來分析訊號複
雜度，藉此定量組織特性。考量傳統訊息熵定量組織特性之靈敏度受限，因此本研究提出以加
權熵來改善傳統熵之缺點，以期提升組織特性定量之效能。我們用電腻模擬產生不同散射子濃
度之逆散射訊號，接著產生訊號之離散形式直方圖來估計傳統訊息熵與加權熵。結果發現，傳
統訊息熵無法靈敏的區分不同電腻仿體之散射子濃度，但加權熵有效提升了組織特性定量效果。
尤其，加權熵估計不受訊號振幅大小影響。未來，加權熵將可應用至實際超音波組織特性定量
技術，以改善現有診斷之不足。
關鍵字: 超音波、訊息熵、組織特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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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穩定小波轉換與非下採樣輪廓波轉換對模擬之
生醫影像進行除噪
游世豪 1 陳志成 1 謝靖豪 2 闕迪斌 2
1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瑞亞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以蒙地卡羅電腻模擬之生醫影像進行除噪處理，提昇其影像之訊噪比（SNR），並評估其
對解析度之影響與雜訊處理程度。我們使用非下採樣輪廓波轉換(NSCT)以及穩定小波轉換
(SWT)對不同雜訊量之影像進行除噪。以 NSCT 處理高雜訊與低雜訊之影像，具有良好之峰值
信噪比（PSNR）
，不僅能有效抑制雜訊，亦能有效地維持影像之解析度。以穩定小波處理低雜
訊之影像，亦能有良好之峰值信噪比與影像解析度;但使用穩定小波處理高雜訊之影像，影像
之解析度顯著降低。
關鍵字：非下採樣輪廓波轉換（NSCT）、穩定小波轉換（SWT）、除噪（de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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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示顱內壓力量測
陳偉權 1、蔡志文 2、程大川 1
1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2

台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顱內壓(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是重要的生理參數，可用來評估慢性疾病，如腻積水、假性腫瘤，亦用
於診斷頭部外傷、顱內出血，於腻部疾病息息相關。臨床的顱內壓測量方式屬於侵入性檢查，本研究目的為找出
一套精確的非侵入性測量方式。使用對流速敏感的 phase-contrast MRI 影像，運用自動分割技術取得腻脊髓液的
流量變化，藉由 Navier-Stokes equation 計算出流量變化對應的壓力變化。Marmarou A.指出壓力與體積變化關
係呈指數形式，並建立計算其系數的方法，藉由 Marmarou A.所建立的公式便可計算出顱內壓的絕對值。

關鍵字：顱內壓; 磁振造影; 血流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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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靜脈血流流量之量化系統
洪佳聖 1、周啟庠 2、程大川 1
1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2
台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內科

本研究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檢查，由 B 模超音波取得頸靜脈動態超音波影像截面積，
再透過都卜勒彩色超音波得到頸靜脈內血液流速與心跳週期，結合兩者並得到帄均流量等重要
生理參數，達到對於偏頭痛與頸靜脈流量關係探討之臨床目的。若對於頸靜脈管壁截面積，使
用人工手繪方式進行分割，因動態序列影像張數龐大，不僅耗時且可能因許多因素影響其準確
性。於此使用三維動態規畫演算法，自動分割頸靜脈管壁，降低人為因素可能造成之誤差。在
超音波動態序列影像中，可能會因移動造成模糊，三維動態規畫演算法，具有連結影像間資訊
之優點，降低此現象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字：超音波頸靜脈管壁、三維動態規劃、偏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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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動化下齒槽神經管偵測系統
陳力維 1 沈嬿文 2 傅立志 2 程大川 1
1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2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

植牙的技術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治療方式。由於其有能力讓患者受損的牙齒
經植牙取代後恢復原本的機能和外觀，成為許多缺牙患者最優先的治療選擇。儘管植牙的成功
率極高，卻還是造成了許多併發症。其中在植牙手術過程裡造成下齒槽神經(Inferior alveolar
nerve)的損傷是最嚴重的併發症之一。為了解決問題，本研究計畫發展一套電腻輔助系統，透
過環口 X 光影像利用半自動化的方式偵測出神經管邊界，方便醫師得知神經管的位置以及深
度，減少植牙手術傷害神經管的機會。

關鍵字：下齒槽神經管

137

英文口頭報告論文摘要
MCNPX simulation of proton dose distribution in a pure water phantom
C. C. Lee1,2,3, Y. J. Lee4, S. K. Chen1, B. H. Chiang1, C. J. Tung1,3, T. C. Cha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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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Kwei-Shan
333, Taiwan
2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wei-Shan 333, Taiwan
3
Institute for Radiological Research, Chang Gung University/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wei-Shan Tao-Yuan 333,
Taiwan
4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Nantou Hospital, Nan-Tou 540, Taiwan

Abstract
Background: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MCNPX simulation of proton dose distributions in a water phantom. In
this study, not only fluence and energy deposition of proton and proton by-products, but also dose
distributions from a proton pencil beam were simulated in a water phantom. Moreover, lateral dose
distributions were also been discuss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and pencil beam algorithm.
Methods:
MCNPX codes were used to build a water phantom by using “repeated structures” technique
and the doses and fluences in each defined cell was recorded by mesh tally. This study includes two
sections, proton equilibrium case and proton disequilibrium case. For the proton equilibrium case,
the doses contributed difference between proton and proton by-products were studied. A 160 MeV
proton pencil beam was perpendicularly incident into a 40×40×50 cm3 water phantom and the
scoring volume was 20 × 20 × 0.2 cm3. Energy deposition and fluence were calculated from MCNPX
with two different modes: (1) proton only; and (2) proton and secondary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
(p), proton (h), electron (e), neutron (n), helium-4 (a), helium-3 (s), triton (t), deuteron (d) and pion
(z). For the proton disequilibrium case, the dose distribution vari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ultiple
Coulomb scattering were studied. A 70 MeV proton pencil beam was perpendicularly incident into a
40×40×10 cm3 water phantom and two scoring voxel sizes of 0.1 × 0.1 × 0.05 cm3 and 0.01 × 0.01 ×
0.05 cm3 were used for the depth dose distribution, and 0.01 × 0.01 × 0.05 cm3 for the lateral profile
distribution simulations.
Results:
In the water phantom, proton fluence and dose in depths beyond the Bragg peak were slightly
perturbed by the choice of the simulated particle types. The dose from secondary particles was about
three orders smaller, but its simulation consumed significant computing tim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138

simulation of proton by-products used only for radiation safety. The depth dose distributions and
lateral dose distributions of 70 MeV proton pencil beam of 0.1 × 0.1 × 0.05 cm3 and 0.01 × 0.01 ×
0.05 cm3 scoring volume in the water phantoms obtained from MCNPX, GEANT4, and the pencil
beam algorithm showed the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each other, probably caused by the
modeling of multiple Coulomb scattering.
Conclusions:
Modeling of multiple Coulomb scattering needs to be more carefully when there is in proton
disequilibrium situation.
Keywords: Proton therapy, MCNPX, Monte Carlo, water pha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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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of Classification for TRODAT-1 by Skewness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Activity Volume
Po-Wei Tu1,3, Yun-Hsuan Hsu1, Huei-Yung Chen1,2, Yi-Chen Wu1,
Yung-Hui Huang2, Chi-Yuan Wang3,4, Tai-Been Ch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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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Shou University
4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uoying Brance of Kaohsiung Armed Forces General Hospital
2

Abstract

99m

Dopamine neurotransmitter system associated diseases were usually diagnostic by the
Tc-TRODAT-1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However, the diagnostic

results we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according to the pixel intensity. In this study, the retrospective
experiment was applied to collect effective cases. The skewness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activity
volume of images were utilized to quantify and classify negative (n=6) and positive (n=196) cases as
Parkinson's disease. Two hundred and two of 99mTc-TRODAT-1 SPECT image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 features of image are defined as skewness (SK) of whole brain images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activity volume (DTAV). The skewness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activity volume were
shown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egative and positive groups by Mann-Whitney U
Test (P<0.05). The classifier wa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nd logistic model.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SVM were 97%, 50%, and 97%. Through logistic model ge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100%, 50%, and 98%.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SVM and logistic model are greater than 73.5%. The Kappa statistic of
the SVM and logistic model were 0.38 and 0.66. Logistic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high sensitivity
but also generates excellent agreements. The other effective features beside of SK and DTAV will be
surveyed for the future work.
Keywords: SPECT, SVM, Logistic model, Skewness, D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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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Maximum Velocity between Hepatic Portal and Liver Veins by
Ultrasound Doppler Imaging
Tan Boon Keng1, Yung-Hui Huang1, Nan-Han Lu2, Kuo-Ying Liu1,2,3, Ching-Jiang Ch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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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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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maximum velocity (MV) between hepatic
portal (HP) and liver veins (HL). There are total fifteenth normal subjects who undergo three
Doppler ultrasound scans. The Sonosite 180+ and curved transducer (C60, 5-2 MHz) were used to
scan Doppler spectrum. The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exam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p<0.05. Both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HP and HL were 40.28±8.76 and 35.13±3.55 cm/s. The
correlation of MV between HP and HL is 0.388 (P<0.05).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shown between
HP and HL. Hence, the MV between HP and HL is high linear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MV of HL
will increase as the MV of HP increases. The imaging angles, Doppler angles and measured locations
of vessels should be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model may be applied to clinical
data in order to exam different type of liver disease.
Keywords: Maximum Velocity, Correlation, Ultrasound Dop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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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Selecting High Quality Slice from Dynamic Images of Abnormal
Renal Ultrasonography: The Phantom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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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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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ltrasonography is the most accessible method of dia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or chronic
pathologies that need to be diagnosed with accuracy,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That is why we need to
facilitat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pathology to determine this, which often made difficult by the pain
or the inability of the patie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obtaining good images (pain on
deep inspiration, or disability to carry it).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perform an experiment in a
phanton for obtaining dynamic images (video format) with SonoSite 180+ and C60 transducer (3-5
MHz).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of the image were applied to extract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SD), signal-noise-ratio (SNR) and entropy for automatic selection of the best quality slices
from the dynamic images. Three depths and two views were design in these experiments. More than
one hundred slices are in each dynamic image. The best slices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 SNR
between 12.4 and 12.7. Both the entropy and SD should be small for the best quality slices in the
general mode. The presented method can save a lot of time for screening and selection of best image
to show the abnormal regions. And second we provide the one of possible ways to obtain diagnostic
images from those uncooperative patients, an also make feel then the more confortable as possible
during the scanning. The weakness of the presented method is how to design the size of ROI in the
image. The real clinical cases study will be the future works.

Key words: Ultrasonography, Uncooperative Patients, Dynamic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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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Video for Liver Ultrasound Imaging Under Free Bre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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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Ultrasound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evaluating, describing and diagnosing
liver diseases worldwide. It is necessary, helpful and important that taking images of the patient ar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at different phases of respiration during hepatic exam. Frequently obtaining
suitable liver images is difficult with patients who cannot execute different voluntary breathing
patterns (hold breath). A strategy with Dynamic Video for Liver Ultrasound (DVLU) was used to
improve accuracy of obtaining liver images during free breathing was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is a pilot project of dynamic video for liver ultrasound imaging. A
healthy and normal human is the volunteer for project. The volunteer was asked for free breath
during obtaining liver images. The SonoSite 180+ scanner was performed to image dynamic video
around 10 seconds with two differ locations. The dynamic video is the format of MPEG-4. The
multi-media images were extracted as static slices for finding optimal liver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 ratio (CR). Both the higher SNR and CR mean the suitable
image.
Results: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290 slices in one MEPG-4 file. The maximum SNR of different
locations were used to detect those optimal images around 290 slices as the same as CR. Meanwhile,
the ROI (region of interest) inside gallbladder provides higher SNR than that inside liver. The scatter
plot of SNR between gallbladder and liver provide an easy way to find optimal images out from
hundred slices.
Conclusion: The presented DVLU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those patients who cannot
execute different voluntary breathing patterns. The maximum SNR between gallbladder and liver
provide a range to find optimal images .

Keywords: Dynamic Video for Liver Ultrasound, Signal to Noise Ratio, MEPG-4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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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Standard Uptake Values among Tissues on Whole Body
18F-FDG PE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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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2
1

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Shou University, Taiw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I-Shou University, Taiwan
3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E-DA Hospital, I-Shou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he 18F-FDG PET/CT is one of the powerful imaging tools for diagnostic tumors in
nowaday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distribution of FDG among tissues with PET/CT
image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lied to collect 39 whole body 18F-FDG
PET/CT images with their age and body weights. Four tissues were included liver, heart, lung and
cancer (tumors). The standard uptake values (SUV) were computed from PET/CT images by
thresholding approach according to segment 3D regions of tissue out from PET/CT. The mean,
minimum and maximum SUV of tissues were utilized to perform correlated analysis with their age.
Meanwhile, the 95% confident intervals of SUV were adopte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among
tissu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pplied analysis of variance test (ANOVA test).
Results: The average of mean-SUV was less than 2.0 among normal liver, lung, and hear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V of tumor was higher than 5.0. The SUV of tissues and groups of age were
show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SUV was shown it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umor and none tumor tissues in this study.
Moreover, the SUV higher than 5.0 is the more potential to identify as cancer in all age range. The
estimated SUV of other tissues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 future works. Meanwhile, the more
clinical samples should be added to perform analysis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PET/CT, SUV, 18F-F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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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ine interval setting for a line scanning proton therapy pencil beam
scanning system
Hsuan-Ting Wang1, Bing-Hao Chiang1, Tsi-Chian Chao1,3, Chung-Chi Lee1,2,3
1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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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Institute for Radiological Research, Chang Gung Universit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Linkou, Taiwan

Purpose: Pencil beam scanning (PBS), with its ability to deliver intensity modulated proton therapy
(IMP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roton therapy. However, interval setting between scanning lines is
a tradeoff between planning calculation time and dose uniformity. This study shows evaluation
results for setting of this important parameter at the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GMH) proton
therapy facility for its line scanning PBS technique.
Methods: Dose uniformity was evaluated using an in-house divergent grid dose simulation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pencil beam algorithm and measured central-axis depth dose curves. In water
scatter was handled using the Highland multiple Coulomb scattering theory. The measured initial
spot sizes (1σ) of the CGMH dedicate PBS nozzle (Sumitomo Heavy Industries, Ltd.) ranges from
3.3 to 8.3 mm for beam energies from 70 to 230 MeV. Two evaluation scenarios were studied:(1)
field uniformity at 2 cm in water using line intervals from 3 to 8 mm and CGMH beam spots, and (2)
field uniformity at Bragg peak (BP) in water using line intervals from 3 to 8 mm and CGMH beam
spots. Field uniformity was defined by the ratio of difference between maximum and minimum dose
values to the sum of the same dose values within the evaluation area. Acceptance criteria was set at
±2.5%.
Results: Study results showed uniformity deteriorated with increasing line interval and decreasing
spot size. For uniformity evaluation at 2 cm in water, only line interval of 7 and 8 mm at the smallest
spot size (3.3 mm) failed the test. Simulated uniformity values of all other simulated conditions were
within acceptance criteria. For uniformity evaluation at the BP, no simulation case failed the test with
simulated uniformity values all very close to 0.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scanning line interval setting of 6
mm can be used for the CGMH dedicate PBS beam delivery.
Keywords: proton therapy, pencil beam scanning, line interval, spot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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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Axexxs linac of at the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Department of Chung Shan
University Hospital (CSMUH) will generate high energy x-ray, which will induce extra
secondary radiations. This work is long-term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radiations/evaluations
at treatment for radiation safe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LD-100H was calibrated using Axesse 6 MV photons, than suspended at ceiling of the
gantry head. Two dimensional distributions of photo radiations had been detected and mapping.
Results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of up to 3.66 Sv/mo at ceiling of the gantry head indicated heavy
scattering photon spread into treatment room. The radiation was highest near tumor center and
decreased as the distance from tumor center increased.
Conclusion
The annual dose was less than 10 mSv measured at the staff control room herein, far below
the recommended ICRP 60 limit.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0-cm thick polyethylene/Pb slide door
adequately protects personnel and suitable for radiation shielding.
Keywords:Axesse linac,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TLD-100H, ICR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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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Matter Differenc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and without Depression
Tsung-Yuan Li 1 Jyh-Wen Chai 1 Ni-Jung Ch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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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Recently, a high prevalence of the comorbidity of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was reported.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ite matter changes in pati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AD, Control) and those with depression (DAD, Case)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2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unde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20 sex and
age-matched subjec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only. DTI data were acquired on a 1.5T Siemens MR
system. Brain ROI-based value of the FA were carried out using FMRIB Software Library v5.0 (FSL)
and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 White matter ROIs were created from Susumu Mori.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TI indices of 68 ROI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parametric permutation test
and P<0.05 for significance.
•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 of control group in some specified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in
white matter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ase group (independent t- test, P<0.05).
•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white matter DTI indexes between both groups. FA
showed the differences in right cerebral peduncle, left Anterior corona radiate, right external capsule,
lef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left uncinated fasciculus, right and left inferior frontal blade.
關鍵字：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lzheimer's diseas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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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 Carlo assessment of gold nanoparticle administration in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INTRABEAM
Shih-Te Yu and Shu-Ju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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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ORT) is a tumor treatment technique that delivers radiation dose
to the residual cancer cells during surgery. One disadvantage of IORT is the treatment time may be
prolonged unexpectedly and therefore the complication in cancer patients could increase. Previous
reports suggested that gold nanoparticles enhance radiation dose with 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
delivery. Here, we use Monte Carlo computer simulation to study the beam physics and effect of
nanoparticles in IORT with a mobile x-ray system, INTRABEAM.
INTRABEAM is a miniature radiation device and helps to maximize the residual cancer cell killing
in IORT with a dedicated spherical applicator. INTRABEAM uses low-energy x-ray photons for
irradiation. We used PENELOPE, a radiation transport code, for our computer simulation study. It is
a general-purpose Monte Carlo program for the coupled electron-photon transport in arbitrary
geometry. An analytical phantom is built into the geometry of Monte Carlo code for study.
We studied the changes of beam profiles in the analytical phantom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various enhancement of radiation dose with different densities of gold nanoparticles.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uggested the feasibility of dose enhancement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in
IORT treatment.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time of IORT may be shortened. Extensive studies are
needed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gold nanoparticles to IORT treatment.
Keywords: IORT, INTRABEAM, Monte Carlo computer simulation, dose enhancement, gold
nano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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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automated method for tuberculosis cavity detection using the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with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Yi-Fang Wang, Hsin-Hon Lin, Keh-Shih Chuang, Lui-Han Lai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etection of pulmonary cavities is importan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racking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B), an infectious disease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Pulmonary
cavities are gas-filled areas of the lung in the center of a nodule, mass or area of consolidation and
presents late in the course of tuberculosis. They can be evident in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but
barely visible in chest radiographs (CXRs). The aim of this work is to develop an automated cavity
detection method on CXRs based on a novel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with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HOG). The proposed method consists of three primary phases: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HOG features extraction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cation. Toward enhancing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 of HOG features, the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method incorporating radial
gradient measurement with two noise filtering process were conducted on images before the
extraction of HOG features. Subsequently, the extracted discriminating HOG features, which can
provide abundant information of objects’ shapes, were fed into SVM classifier for cavity detection.
Balanced datasets including fifty cavities and fifty non-cavities images are inputted to train SVM
classifier. A total of 100 cavities and 100 non-cavities images are recruited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Our methods can yield both high sensitivity (85%) and specificity (82%) in this
examination under optimizing parameters with the width of radial ring and the cell size for HO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thod has surpassed other existing methods on TB cavity detection, so far
established. Without cumbersome procedures, this method is readily applied to other detecting tasks
of obscure objects in medical images. The extension of radial gradient selection for various shapes
will be investigated in future study.

Keywords: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avity,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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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otherapy has been the standard radical treatment clinically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so far. However, brain cortex surrounding the tumor is inevitably exposed to minor
dose of radiation when the tumor undergoes radiotherapy, and this might cause cognitive function
change. This study is an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program, and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imal
model (conduc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human subject research (conducted 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Our team focuses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working memory in cognitive
change caused by radiation, especially on memory function. Then the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future
therapy practice.
Twenty NPC patients (14 males and 6 females, average age 47.8) are recruited to go through a
routine radiotherapy. All patients have to receive assessments of fMRI scans 2 times. The first time
is before the radiation treatment (bRT) and the second time is one month after the treatment (aRT).
fMRI scans include two parts: (1) high resolution anatomic T1 imaging and (2) N-back working
memory task.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discuss whether the dose affects cognitive function, we set the
average dose taken by hippocampus 7.00Gy of 20 patients as reference dose point. We categorize all
20 NPC patients who have done fMRI 2 times into 2 groups: high dose group (HD group, 11 patients,
the average dose taken by hippocampus is 9.23 Gy) and low dose group (LD group, 9 patients, the
average dose taken by hippocampus is 4.27 Gy). In the aspect of data analysis, SPM8 is used to
preprocess different fMRI data, including: (1)slice timing correction, (2)realignment,
(3)co-registration, (4)normalization and (5)smooth. After per-processing, ANOVA can be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3 memory capability-related areas,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parahippocampus gyrus. Preliminary result shows that the patients whose
hippocampus expose to higher radiation dose suffer degrading cognitive function after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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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D group, patients’ performance tends to decline after the treatment, but in LD group, patients’
performance tend to display higher activation level after the treatment.
Key word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emory function,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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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emplate based on early phase images for brain image analysis in
18F-FP-(+)-DTBZ (AV-133) PET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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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18
F-DTBZ is the PET radiotracer for investiga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dopaminergic by targeting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s type 2 (VMAT2). The summed AV-133 images acquired from the
early-time frames can provide estimate for relative perfusion information (pAV133).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d evaluate the new template of pAV133 for quantitation of 18F-DTBZ PET
imaging.
Methods
Seventy-three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cohort
was used for constructing template which included 6 HC and 25 PD. The second cohort consisted of
11 HC and 31PD for validation. Four templates were constructed including normal ( HCtmp), PD
patients (PDtmp), all subjects (MIXtmp), and perfusion (pAV-133tmp). To construct template, the MRI
images in each subjects were first coregistered to corresponding PET images. Second, the MRI
images were normalized to MNI template (MNItem). The four templates were constructed from the
spatially normalized PET images. The performance of all templates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template-based quantitation. Occipital was selected as a reference to compute SUVR within target
VOIs, including caudat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putamen. After constructing the templates, cohort 2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MR-based method. The percentage difference of
SUVR results between four PET templates and MNItmp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rmula:
SUVR tem
%Difference = (
− 1) × 100%
SUVR MNI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pAV133 template generated the minimal and stable SUVR %difference among all PET
templates as compared to MNItmp.
Conclusions
The pAV-133 template of AV-133 imaging display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stability when
applied for standardized spatial normalization analysis, and thus has potential for large scale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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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Heart disease has become the first leading cause of all death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heart disease and cause of heart attacks. Usually, the invasive cardiac
angiography with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 measurement allows for the artery anatomical and
blood flow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D patients in a single examin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lood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patient with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by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imaging-based method.
METHOD AND MATERIALS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was defined as a 3D mesh of the major coronary arteries reconstructed
from CT images. The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averaged blood flow
velocity in the 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LVOT). For the inlet, the pulsatile periodic flow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was measured by the Doppler ultrasound echocardiography. The
measured blood flow velocity at peak systole was about 104 cm/s. In boundary condition, the outlet
pressure was set to 0 mmHg. The mesh elements and nodes of the coronary artery were 1,792,616
and 305,307 for simulation.
RESULTS
In numerical results, blood velocity was higher in bend and bifurcation regions of coronary arteries.
The highest velocity was about 375 cm/s in of the patient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ratio of 50-75%).
In stenosis region, the blood flow was turbulent and was disordered. Meanwhile, high blood velocity
je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stenosis region.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blood pressure drops across
the stenosis of the coronary artery were 110 and 75 mmHg, respectively, for systolic and diastolic
phases for the full patient blood pulsatile cycle.
CONCLUSIO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ethod can provide the three-dimensional blood flow inform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pressure drop alteration in the coronary artery based on patient CT images for the
153

patient-specific pulsatile blood flow pattern.
Keyword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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