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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輻射防護計畫書 

 

一、 通則 

依據九十二年一月一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佈「游離輻射防護法」規定，本計畫書

內容包括輻射防護管理組織、人員防護、醫療監護、地區管制、射源管制、放射性物質

廢棄、意外事故處理、合理抑低措施、記錄保存及其他指定事項。以確保工作人員與公

眾之健康與安全，防止游離輻射之危害，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 

 

二、 輻射防護管理組織 

1. 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 
（1）主任委員— 校長 
（2）當然委員— 校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環安室主任、 

輻射防護總幹事、本校附設醫院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總幹事 
、專職輻射防護員。 

（3）推派委員— 各學院推派教職員，送校長各圈選一名代表。 
（4）輻射防護業務單位— 總幹事、專職輻射防護員。 

 
2. 職責： 

本校輻射防護委員會之職責與任務如下： 
一、釐訂輻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理措施，並

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領用、汰換、運送及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之輻射防護管制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三、規劃、督導各部門之輻射防護管理。 

四、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和放射性物質之輻射防護

檢測。 

五、規劃、實施游離輻射防護教育訓練。 

六、規劃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理。 

七、規劃、協助辦理輻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八、督導、辦理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劑量紀錄管理，與超曝露之調查及處理。 

九、建立人員曝露與環境作業之記錄、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因應

措施。 

十、管理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輻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錄。 

十一、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離輻射防護管理資訊及建議。 

十二、其它有關游離輻射防護管理事項。  
＜附註＞至少每半年召開乙次輻射防護委員會會議，並應有過三分之二委員出席，且總幹

事必須出席，並執行有關議決事項。 

 
3. 輻防人員職責： 

一、協助釐訂輻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理措

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協助實施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領用、汰換、運送及放射性

廢棄物處理之輻防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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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規劃、督導各部門之輻射防護管理。 

四、協助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和放射性物質之輻射

防護檢測。 

五、規劃、實施游離輻射防護教育訓練。 

六、規劃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理。 

七、協助實施輻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八、協助督導、辦理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劑量紀錄管理，與超曝露之調查及

處理。 

九、協助建立人員曝露與環境作業之記錄、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

因應措施。 

十、管理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輻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錄。 

十一、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離輻射防護管理資訊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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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員防護與安全 

3.1  輻射操作人員限制 

1. 凡本校之輻射工作人員及學生年齡不得低於十八歲，而介於十六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之工作人員或學生，僅可於依據游離輻射防護法公告之狀況下，從事輻射作業教學

或工作訓練。 
2. 本校輻射操作人員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施行： 

a. 許可證類：本校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合格操作人員需有輻安證書。 
b. 登記備查證類：本校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指 X 光機、粉末 X-繞射儀)、 

密封放射性物質(指 Ni-63，Cs-137，Am-241)之合格操作人員

需有輻安證書或至少具有 18 小時教育訓練證書。 

c. 基於教學需要，短期內操作的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於接受三小時以上之輻

射防護講習（講習計畫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後(詳見附件一， 
P.15)，可在前述合格輻射操作人員指導下操作登記備查類之放射性物質或可

發生游離輻射設備，而操作許可證類之輻射源，則應在前述合格人員直接監

督下為之。 
 

3.2 劑量限制 

劑量限值為輻射工作人員在管制情況下，許可遭受曝露之限制值。但在環境容許下，

應使所接受之曝露儘量低於此限制值。 
1. 輻射工作人員職業曝露之劑量限度，依下列之規定： 

一、每連續五年週期之有效劑量不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且任何單一年內

之有效等效劑量不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五百毫西弗。 

前項第一款五年週期，自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一日起算。 

2. 十六歲以上未滿十八歲接受輻射作業教學或工作訓練者，其個人年劑量限度依下

列之規定： 

          一、有效劑量不得超過六毫西弗。 

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不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不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3. 雇主於接獲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使其胚胎或胎兒接受與一

般人相同之輻射防護。 

前項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等價劑量，不得超過二毫西弗，且

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造成之約定有效劑量不得超過一毫西弗。 

表 1：輻射工作人員及一般公眾的年劑量限度 

 輻射工作人員 女性工作人員 一般公眾 

每五年週期之 

有效劑量 

100mSv/5 年 
50mSv/年為上限 

 1mSv/年 

眼球水晶體 

等價劑量 
150mSv/年  15mSv/年 

皮膚或四肢 

等價劑量 
500mSv/年  50mSv/年 

懷孕期間下腹部  2mSv/懷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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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價劑量 

3.3 人員劑量評估及管制 

     所有有關輻射劑量之管制工作由輻射防護人員負責執行，各工作人員之輻射安全，

均應接受輻射防護人員之監督與管理。 

1. 經常進入輻射操作區域之工作人員均應由輻射防護人員向劑量計讀單位申請

個人輻射劑量計〈TLD 佩章〉，按規定配戴，並不得向他人借用，或將之故意

暴露於輻射之下。非輻射工作人員〈如：學生、水電工、清潔工等無申請個人

劑量計者〉必須進入輻射操作區域時，需登記後，發給即讀式劑量計，於離開

管制區時繳回，並登記曝露劑量。 
2. 個人輻射劑量佩章由個人保管於乾燥陰涼處，執行工作前取出配戴，工作完畢

後應將其放回原處，並按月由輻射防護人員收集後，寄送劑量計讀單位(清華大

學或核研所)計讀。 
3. 工作人員所接受之輻射劑量記錄應定期公布告知當事人，並由輻射防護人員保

存紀錄備查。 
4. 若工作人員使用個人輻射劑量計有違反規定或不正常使用之事情，輻射專業人

員應按情節輕重簽報主管，予以適當處分。 

 

四、防護措施檢查與管制 

4.1 儀器校正 
1. 本校備置蓋革計數器(Geiger-muller counter)以便執行例行輻射偵察工作，該項儀器

至少每年送清華大學校正乙次。 
2. 當偵測儀器經修理或更換內部零件後，需進行全程校驗，以確保儀器之功能及準

確度。 
4.2 定期安檢 

輻射防護人員應定期檢查放射性物質及游離輻射防護設備之完整性與安全性，如發現

任何可能產生輻射危害之情形，應立即採取適當管制措施，以確保輻射使用之安全。 

 
4.3 人員訓練： 

1. 本校每年定期實施三小時以上的教育訓練。此外，應記載參加訓練人員之姓名，

參加訓練之時間、地點、時數、訓練科目及授課人員等相關資料，並至少保存十

年。 
課程內容為依法應涵蓋下列科目： 

一、輻射基礎課程。 

二、輻射度量及劑量。 

三、輻射生物效應。 

四、輻射防護課程。 

五、原子能相關法規。 

六、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七、主管機關提供之相關資訊。 
2. 學生或新進從事輻射工作之人員於從事輻射工作前除應符合 3.1 節之規定外，均應

接受每年三小時以上的輻防教育訓練，以了解有關本校輻防管制及作業規定。 
 (詳見 P.27，表 2.2 ) 

3. 本校對在職之輻射工作人員，應定期實施從事輻射作業之防護及預防輻射意外事

故所必要之教育訓練(3 小時以上/年/人)，並保存紀錄備查(10 年)。 

4. 在職輻射工作人員對於前項教育訓練，有接受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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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輻防教育訓練授課人員資格，應由輻射防護人員，或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

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且在公、私立機構、學校、研究單位從事輻射防護實務工

作五年以上之人員擔任。 

 
    4.4  工作守則 

本校各管制區訂有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見 P.16 輻射安全作業程序書)，並應將工

作守則張貼於明顯處，俾使進入輻射操作區域之人員嚴守相關規定。 
 

五、 區域劃分及管制 

區域劃分為管制區和非管制區。非管制區指與管制區相鄰地區，如：走廊、辦公室、教室、

等。 
5.1 管制區：指本校輻射工作場所，為規範輻射作業、管制人員和物品進出，及防止放射性

染擴散之地區。，其入口處須貼有明顯之輻射標誌與警語。  

1.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管制區 

地點 實驗室名稱 管制區域 

醫學院大樓地下一樓 放射性實驗室 放射性物質操作區與廢料暫存室

   

2.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管制區 

項
次 

學系 地點 實驗室名稱 管制區域 

1 牙醫系 
立夫教學大樓 

十三樓 
牙科放射線學實習

教室 
『X 光設備』操作區 

2 藥學系 互助大樓九樓 1906 室 
『粉末 X-光繞射儀』操

作區 

3 
生物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學系 

第二醫療大樓地
下二樓 

醫學影像實驗室 
『學術研究用 X 光機』

操作區 

 

3.密封放射性物質管制區 

項
次 

學系 地點 實驗室名稱 管制區域 

1 公衛系 立夫教學大樓十五樓 精密儀器室 (Ni-63)操作區 

2 全校共用 醫學院大樓地下一樓 放射性實驗室 
液態閃爍計數儀
(Cs-137)操作區 

3 職安系 立夫教學大樓十六樓 氣膠化學實驗室 
氣膠分析儀（Am-241）

操作區 

4 風險管理系 柳川大樓二樓 L203 實驗室 
氣相層析儀(Ni-63) 

操作區 

5 
生物醫學影
像暨放射科

學學系 
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 輻射度量實驗室 

豁免管制密封射源：
Cs-137、Tl-204、

Po-210、Sr-90、Co-60
（共 10 顆/2 組，校正

用射源）操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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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區域管制與檢查 

     5.2.1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1. 非輻射工作人員進出管制區，須經輻射防護人員之同意與登記，並應遵守有關安

全之工作規定。 
2. 工作人員在進入管制區，須佩戴人員劑量計，並應視需要穿著專用工作服，例如

長袖膝長實驗衣、手套、套鞋等個人防護用具。 
3. 放射性實驗室內嚴禁飲食、吸煙、貯存食物及施用化妝品，凡與工作無關之用品

嚴禁帶入。 
4. 工作人員應事先規劃工作流程，縮短暴露於放射性物質之時間，與輻射原保持距 
5. 離，並採用適當之屏蔽設備（如：壓克力擋板、眼罩、面罩、鉛板等等）。 
6. 工作人員於每次取出與調配放射性藥品應特別小心，避免放射線物質傾倒或潑灑

而造成環境污染。用畢應注意偵測手部是否有放射性污染。使用適當之遙控吸管

及工具吸取放射性物質，嚴禁以口吸取。 
7. 放射性物質之操作檯(桌)或放射性物質處理盤均應襯以吸收紙，液體樣品應置於不

易傾倒及破損的容器內。 
8. 凡與使用放射性物質無關之各項過程，應避免在管制區內操作。同時管制區內任

何標有輻射標誌之器皿用具，非經輻射專業人員檢查無污染後，不得攜出管制區

外。 
9. 放射性物質儲存室及裝盛放射性物質的容器，均應張貼適當的輻射警示標誌與警

語，容器上所使用的標誌並應註明所裝放射性物質的名稱、強度及日期(測定該放

射性強度之日期 )。 
10. 工作人員將離開放射性實驗室去進餐、喝茶……等、以及下班前，手及衣服必須

偵測無輻射污染後，始得離去。 

 
5.2.2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X 光機)： 

1. 非輻射工作人員進出管制區，須經輻射工作人員之同意與登記，並應遵守有關安

全之工作規定。 
2. 合格輻射工作人員進入管制區操作設備時，須佩戴人員劑量計。 
3. 學生使用注意事項: 
牙醫系學生實習課程，在『合格人員指導下』操作 X 光機，未配戴人員劑量計。 

 一般學生需經本校『輻射防護教育訓練合格』，且在『合格人員指導下』使用。 
4. 啟動牙科 X 光機，須位於 X 光室之外，關上鉛門，才能正式啟動；待 X 光機嗶嗶

聲結束後，方可進入。 
5. 使用 X 光機時，須詳實登記使用人及使用狀況，如有異常請隨即停機，並通知管

理人員。 

六、輻射源之管制 

本校輸入、輸出、轉讓、使用、安裝、持有、停用、及報廢輻射源時，需經原子能委員會

核准始得為之。輻射源包括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對輻射源應嚴格管制，以

防止失竊及不當之使用。 

 
6.1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1. 請購：填寫申請書，經場所主持人及輻射防護人員審查簽章，經本校核准後寄送原

子委員會申請。 
        2. 接受：放射性物質於送達本校時，應由輻射防護人員查核、驗收、處理，並登記各

放射性物質之數量、強度、執照號碼等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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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貯存： 
-- 本校放射性實驗室所使用之放射性同位素，皆妥善放置於廠商所提供之金屬容

器或鉛容器中，再依特性放置於冷凍櫃〈或冰箱〉中貯存並上鎖。強度較大者，

再置於鉛磚疊成之防護屏蔽內，以減少人員及工作環境的輻射暴露。 
-- 對於揮發性及氣態之放射性物質，如：I-125 等，由廠商依每次使用量分別盛裝

於封閉試劑管內。 
4. 領用：本校使用之放射性物質應由場所主持人及輻射防護人員簽章後始得領用   

〈詳見表 4，P.29〉。 
5. 管理：輻射防護人員登記接受及領用放射性物質之帳料應能平衡，以了解放射性物

質之使用情形。 
6.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應於每週或每次作業完畢後，偵測其工作場所污染情形

一次並記錄。 

 
6.2 密封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之儀器設備 

1. 在依法購置安裝後，本校總務處保管組應在財產卡上明顯標記該項設備為輻射管制

品，並註明報廢前需先通知輻防委員會依法處理。 
2. 密封放射性物質應每月上網登記現狀。 
3.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擦拭報告，應每年由輻防員或委託合格機構實施。 

 
6.3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輻射安全測試及密封放射性物質之擦拭測試，應由

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防護偵測單位或本校之輻射防護人員為之。 

 
6.4 應確認盛裝放射性物質之容器表面，保有明顯耐久之輻射警示標誌，並註明有關核種名

稱、活度、及必要之說明。 
 

七、輻射源廢棄物之處理 

 7.1 永久停止使用及廢棄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應先向本校輻防管理委員會報

備，應檢送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發給許可： 

一、輸出申請書。  

二、原領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 

三、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說明相關文件。  
 密封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而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時，先向本校輻防管理委員

會報備，及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發給許可： 

一、密封放射性物質廢棄計畫表。 

二、放射性物質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三、原領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 

四、運送說明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本校應於三個月內，將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接收單

位。於完成接收後三十日內，檢送輻射作業場所偵測證明及接收文件，送主管機關

備查。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以廢棄方式處理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原領使用登記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依主管機關指定之部分自行破壞至

不堪使用狀態，並拍照留存備查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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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查合格後，依核准之計畫完成除污，並報請主管機關檢查： 

一、領有許可證者應附原領使用許可證。 

二、除污計畫書。 

    前項第二款除污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除應包括除污期程、除污方式、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方

式、除污作業區域劃分及人員管制措施。 

 
7.2 非密封放射性廢棄物之分類 
7.2.1 固體廢料 

          本校之固體廢料，按照廢料之性質，分別放置於腳踩式〈STEP—ON TYPE〉內襯無

孔塑膠袋之鉛桶、不銹鋼或 PE 桶內，待收集至一定量時，在輻射防護人員指導下

分類包紮妥當，待其衰變，再委託專業單位處理並記錄存檔。 

 
7.2.2 液體廢料 

1. 本校放射性實驗室無排放廢水裝置，但備有壓克力桶與鉛桶，內置 20 公升之廢液收

集桶，作為收集放射性廢液與清洗污染器皿之用，收集完之廢液桶暫置於廢料間內，

再委託專業單位處理並記錄存檔。 
2.每半年應取公共排水系統之水樣，用閃爍計數儀偵測，以確保未污染到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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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醫務監護 

本校游離輻射操作人員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項目以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辦理）

相關紀錄的保存，均依照游離輻射防護法第十六條規定辦理。依法規第十六條第一項所定

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及第五項之紀錄保存，準用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1. 本校僱用輻射工作人員時，應要求其實施體格檢查，始得在輻射工作場所內工作。對在

職之輻射工作人員應實施定期每年健康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呈報校長，再依檢查結果做

適當之處理。 
2. 輻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曝露或緊急曝露所接受之劑量超過五十毫西弗以上時，將立即

予以包括特別健康檢查、劑量評估、放射性污染清除、必要治療及其他適當措施之特別

醫務監護。 
前項輻射工作人員經特別健康檢查後，將就其特別健康檢查結果、曝露歷史及健康狀

況等徵詢醫師、輻射防護人員或專家之建議後，為適當之工作安排。 
3. 第 1 項健康檢查及第 2 項特別醫務監護之費用，由校方負擔。 
4. 第 1 項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第 2 項特別醫務監護之紀錄，依主管機關之規定保存。 
5. 第 2 項所定特別健康檢查，其檢查項目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6. 輻射工作人員對於第 1 項之檢查及第 2 項之特別醫務監護，有接受之義務。 
7. 本校對輻射工作人員所實施之個別劑量監測，應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露歷

史紀錄，並依規定定期及逐年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露紀錄。 

8. 前項紀錄，校方將自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或停止參與輻射工作之日起，至少保存三十年，

並至輻射工作人員年齡超過七十五歲。 

9. 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時，校方應向其提供第一項之紀錄。人員在離職前應給予離職體檢，

並將結果與職前體檢比較。 

 

九、記錄保存 

 
 
 
 
 
 
 
 
 
 

 
 
 
 
 
 
 
 
 

記錄項目 至少保存年限 備註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記錄 至 75 歲 自離職或停止參與輻射工作之

日起至少保存 30 年；離職時，

雇主應向其提供健檢記錄 
工作人員健康檢查記錄 30 年 

輻射偵測儀器校正記錄 3 年 至儀器報廢止 

輻射工作場所與外圍環境 3 年 測試報告、擦拭報告、廢水樣品

偵測記錄、工作場所偵測記錄、

定期查核記錄 

放射性物質管理 3 年  
放射性物質廢棄 3 年  
輻射防護會議記錄 20 年 備日後工作改進與評估用 

意外事故處理報告 20 年 備日後檢查與評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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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故緊急處理 

緊急應變系統「災害緊急應變計畫」--乃根據本校之「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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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緊急應變流程圖 

 
 

 

現場人員疏散 

實驗室發生: 輻射意外超曝、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漏等事故 

通報總幹事、輻防員、現場單位主管 

確定災害狀況 

成立緊急應變決策小組

防止災情擴大

防護組 

災情狀況

是否擴大 

確定控制災情

宣布狀況解除

復原工作

安全防護器材除污與清點

事故調查並向原能會報告 

引導人員疏散 
疏散組 

人員清點回報 
疏散組 

成立臨時救護站

救護組 

請求外援 
原子能委員會 

教育部防災中心 
消防隊 
環保局 
勞檢所 
通報組 

傷患搶救搬運

搶救組 

是

否

事故確認 
諮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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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下列事故發生時，應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並立即通知主管機關： 
一、人員接受之劑量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二、輻射工作場所以外地區之輻射強度或其水中、空氣中或污水下水道中所含放射性物 

質之濃度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三、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竊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大輻射事故。 

事故發生後，本校除應依相關規定負責清理外，並應依規定實施調查、分析、記錄、及於限期

內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報告內容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輻射影響評估。 
四、事故處理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錄。 
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報告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

出之。 
 

(三) 意外事故緊急通報注意事項 

1.緊急通報程序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一小時內報知輻防人員、防災中心或（環安
室及系所單位辦公室）災害現場之狀況。 
輻防人員(04-22053366 分機 7808、7801)、環安室(04-22053366 分機 1530)  
由輻防總幹事及輻防人員研判是否通告該事故地點緊急狀況並啟動校內災害緊急應變系統，
並依狀況研判是否通知校外相關災害防救中心。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二十四小時通報專線 0800-088-928 
二十四小時傳真專線（02）82317833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02)3343-7855、3343-7856 
傳真專線：(02)3343-7920 

2.緊急通報內容 

當意外發生進行通報時，通報人必須用簡短、有效的告知狀況、地點、需要協助事項；

內容為 

(1)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2)事故發生時間。 

(3)發生地點。 

(4)事故狀況描述:核種、劑型、預估劑量等 
(5)傷亡狀況報告。 

(6)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可能需要之協助。 

 

3.緊急應變器材 

防護器材及偵測器材放置於放射線實驗室外之實驗室安全器材櫃（黃色），另外一套備用

之輻射偵測防護器材置於輻防人員辦公室。所有器材由輻防人員負責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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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33，圖 1、2） 

1)防護器材：除輻污劑(Rad-Con)、防護衣、防護手套、安全帽、安全鞋、空氣呼吸器、

輻污洩漏處理桶、吸液棉、護目鏡、防毒面罩、緊急逃生面罩。 

2)滅火器材：滅火器、滅火毯 

3)偵測器材：輻射偵檢器（蓋革計數器）、毒性氣體偵測器、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4)緊急洗眼沖淋裝置 

5)物質安全資料表 

6)急救箱 

 

 

十一、視察與糾正 

1. 本校輻委會應負責監督輻射防護措施之執行，並按規定召集「輻射防護委員會」會議，

以檢討、稽查、管制及處理有關輻射安全事宜。 
2. 凡本計畫書未予詳列者，悉依原能會公布之「游離輻射防護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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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國醫藥大學 輻射防護講習計畫 

 

本校依據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人員管理辦法 

第 三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

下從事操作訓練者，係指中等學校、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員、

研究人員及學生，於校內或機構內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前，已接受合格人員規畫之操作程序及輻射防護講習者。 

前項操作程序及輻射防護講習，除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依教育主管機關核定課程

所實施之操作訓練外，學術研究機構應將包括講習課程、指導人員及講習地點等

講習計畫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講習時數不得少於三小時。 

時間: 

地點: 

講員: 

時程表: 

時間 課題 講員 

20 min 報到 
 

1 hour 
游離輻射防護法及相關規範之規定、因應方法  

(1.人員；2.放射性物質及設備；3.地區及作業) 

 

1 hour 輻射基礎課程 
 

1 hour 輻射防護課程 
 

1 hour 輻射防護實習或見習 
 

可參加之人員:本校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已經具有合法操作執照者，以及

將要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許可類和登記備查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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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輻射安全作業程序書 
 

一、工作安全守則 

1. 嚴禁在放射性物質操作區飲食、吸煙、儲存食物及施用化妝品。 
2. 絕不可用嘴吸吸管吸以取用任何放射性物質。操作放射性物質時應戴防水手套，避免皮膚

直接污染。 
3. 工作時宜特別小心，避免放射性物質傾倒灑潑或放射性氣體逃逸，在室內運送以輪桌為主。 
4. 放射性試驗管套或用具，應放在有襯吸收性紙張之墊盤內。沾有放射性之紙張或廢棄物，

應依放射性廢料處理辦法處理。 
5. 工作時應配戴 TLD 佩章、穿戴工作衣、手套、套鞋等個人防護用具，在離開工作場所時應

即換下置於指定地方，並將雙手徹底洗淨。 
6. 工作完畢應檢測場所及工具，如：檯面、地面、水槽等如有污染，應立即執行除污，同時

受污染之器具應徹底清洗或儲存，待放射性衰減至接近背景值時再使用。 
7. 工作人員於工作時被器具割傷，應立即檢查，如發現污染應立即給予適當醫護處理及診治。 
8. 工作場所應定期檢查，如有污染應立即予以隔離，並通知輻射防護人員到場處理。 
9. X 光機操作者應著鉛衣，並站在鉛屏蔽外，以避免接受輻射曝露。 
10. X 光機使用完畢，要將電源關上。TLD 佩章不可遺忘在輻射操作室中，以避免意外照射。 

二、 污染偵測安全作業程序 

輻污偵測注意事項 

 
1.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應於每週或每次作業完畢後，偵測其工作場所污染情形一次並

記錄。（詳見 P.28，表 3）。凡輻射強度超過 10μSV/hr，附近經常有人之工作地區應設法

增加屏蔽及空氣換氣率。 

 
2. 放射性物質容器表面及調配放射性藥劑之工作台，應於每次作業完畢後實施輻射偵測及擦拭

檢查，以瞭解是否有放射性污染，並予記錄。如污染程度超過下表之容許值，應施以去污

處理。 

 污染別 容許值 測定方法 

Β/γ ≦100cpm / 100cm2 污染拭跡試驗 

3. 本校含密封射源的儀器(如: 63Ni 氣相色層分析儀)應每年做一次洩漏擦拭檢查，及注意使用

狀況，以瞭解是否有放射性污染或射源遺失，並予以記錄及向主管機關報備。 

 
作業程序 

 使用輻射偵測器前，應先檢查手部是否受放射性物質污染。若發現帶有放射性污染，

應先清洗雙手，並反覆偵檢〈或將雙手以無孔塑膠袋套住〉，以避免污染輻射偵測器。 
 在進行輻射污染偵測以前，應先檢測偵測器功能之背景值。 
 使用輻射偵測器，儘可能貼近可能受污染之工具或場所〈但不可接觸至污染物質〉，緩

慢移動輻射偵測器，並將結果登記於記錄表內。 
 若偵測結果大於污染限值時，應標定污染範圍，並進行除污染作業。 
 檢測器具及場所完畢後，應再檢測人員、衣服及偵測器是否遭受污染， 
 若偵測結果大於污染限值時，立即告知輻防員及進行除污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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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射性物質除污程序 

除污注意事項 
1､當放射性污染發生時，應立即通知輻射防護人員，指導清除去污，不得任由不具

有輻射防護知識之人員隨意處理。 
2､如有嚴重污染，應立即封鎖現場，通知輻射防護人員指導去污工作。工作人員在

未經證實沒有放射性污染以前，不應隨意離開現場，以防污染之擴大，必要時得

通知有關單位協助處理。 
3､輻射專業人員應立即對污染區做污染偵測，確定污染範圍，將污染區域圍阻設障，

張貼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入，並擬定處理方式，指導污染製造者如何處理。 
4､放射性污染應用吸收性物質覆蓋，通知附近人員離開並將室內人員活動減至最 

低。 
5､污染之衣著及工具，無法去污處理時，應以放射性污染廢棄物處理，經輻射專業 
人員偵檢及包裝，置於特定場所儲存。 

 
(一) 除污準則 

1. 除污時宜把握由高處向低處、由外向內、由低污染區向高污染區方向進行為原則。 
2. 除污作業時，除污人員需準備必要的防護衣物、防護面具、偵測儀器等設備。 
3. 在除污過程中所產生的輻射污染物，應視同放射性廢料處理，並應依照相關法規規

範處理。 
4. 表面污染管制限值： 

A. 人員皮膚：β／γ：100 dpm／100 平方公分以下 
B. 人員私人服裝：β／γ：100 dpm／100 平方公分以下 
C. 工具及設備之限值： 

                        α  ： 50 dpm／100 平方公分以下 
          管制區 

                    β／γ ：500dpm／100 平方公分以下 
D. 地區：同〈C〉項之限值 

 
(二) 除污程序 

1. 人員除污作業 
當工作人員受到污染時，需保持鎮定，迅速採取除污或防止污染擴大之行動，並立

即通知輻射防護人員控制現場，以免他人受到污染。 
1.1  局部皮膚除污 

詢問受污染人員，找出污染原因，並對受污染人員做徹底之偵檢，以決定污染

部位範圍及程度，若工作服已受污染必須妥加包封，以免造成污染散播。對身

體受染部位及鄰近之皮膚，若無破口或擦傷，即先以粘膠帶〈Masking Tape〉
粘附除污，次以棉花求或紗布沾水擦洗污染部位數次後再予以偵測，若情況已

有改善，重複三次以上除污步驟。 
a. 使用紗布沾含強力清潔劑〈含 EDTA 成分〉水溶液擦拭污染部位，次以

棉花棒或棉花球沾清水除去泡沫，必要時使用軟刷子及溫水擦洗，再以

棉花球〈片〉吸乾除污部位之水份，再偵檢污染情況。 
b. 使用 4％高錳酸鉀溶液敷於受污染部位，等此溶液風乾後，再敷用兩次

〈最多不得超過三次〉，當第三層高錳酸鉀液風乾後沾以 4％亞硫酸氫鈉

溶液，使其褪色除污，再以棉花墊吸乾污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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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頭髮除污 
當人員頭髮受污染時，受污染人員戴上防護目鏡，或採臉部朝上、後腦勺朝下

姿勢，以強力清潔劑或洗髮精洗髮，搓揉三分鐘後在用紗布擦去泡沫，此時應

注意勿使污水進入傷口及眼、耳、鼻、口等器官，同時偵檢污染情況是否有改

善，若無改善，必要時將頭髮剪短，再用以上步驟除污。 
1.3  眼部除污 

當人員眼睛受污染時，通知輻射防護人員，立即以清水沖洗眼睛；若使用清水

以外之除污藥劑，須由醫護人員指導下進行。 
1.4  口部除污 

口腔去污絕不可使用高錳酸鉀和亞硫酸氫，以防損壞黏膜。使用水以外的藥

劑，必須在醫護人員指導下進行。當偵測到口腔局部受到污染時，如舌頭上之

一點，則可根據局部皮膚除污步驟方法除污。若口腔大部分受到污染，則立即

以自來水沖洗之，沖洗口腔時將頭向下，使水不易流至喉嚨或被吞下，在進行

以上步驟時皆須有醫護人員指導。 
1.5  鼻部除污 

若鼻孔顯示受到污染時，則以濕棉花球棒清洗鼻腔，並擤鼻涕，除污時避免使

眼睛及口腔受到污染。污染的部位深至濕棉花球棒不能達到的地方，則用洗鼻

器以少量水沖入鼻孔內，再擤到面盆內。若有水進入口腔或喉嚨則必須吐出，

並以口腔去污步驟除污，必要時需請醫護人員指導。 
1.6  全身除污 

對全身之去污需用大量之清水沖洗，故宜以淋浴行之。以強力清潔劑擦洗全身

各部位時，需特別注意毛髮、體縫及身體上之穴口處，擦洗後均需以清水沖洗

並擦乾再行偵測。若污染尚未完全除去，則重複此一步驟。若身體污染已完全

清除，則敷上護膚霜，防止皮膚皺裂。所有使用過之毛巾、擦洗布等均暫收存，

偵測後去污後再用或廢棄。 

 
2. 地區除污作業 

2.1 確定污染位置及程度，以輻射示警繩圈出範圍，並設置輻射標誌牌，在標牌上

註明「注意！放射性污染區，非經許可，不得進入」之警告文字，如為垂直面

的牆壁，則用粉筆標示。 
2.2 以黏膠帶及破布封閉該污染區域之地面洩水孔。利用尼龍掃把、破布或真空吸

塵器清除污染區域表面之積水、積油、樹脂或其他殘留雜質。 
2.3 地面污染之清洗方法，可先以少量〈冷、熱〉清水灑於地面，然後以除污專用

試劑〈配以菜瓜布磨盤〉來回研磨數次，再予以刮除拭乾即可。若效果不彰，

則依表面的性質及所污染的核種，酌量使用適當比例之除污劑。 
2.4 牆面及管路機件污染之去污方法，可先以菜瓜布或破布沾〈冷、熱〉清水擦洗

數次，再予拭乾即可。若效果不彰，則依表面的性質及所污染的核種，酌量使

用適當比例之除污劑。 
2.5 污染表面如有孔隙狀態，可考慮使用除污可撕漆，雖較費時但效果佳。另外，

附有過濾設備之吸塵器、效率高、作業容易，亦為常用搭配方法。以上二法之

優點在於減少產生液體廢料，亦可減少固體廢料體積。 

 
 

3. 設備工具除污作業 
3.1 設備除污 

設備工具器材之現場除污，若為簡單物件，除污方法程序亦較為簡單，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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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區表面污染過程相似，匯列其步驟如下：                 
1. 鋪放塑膠布於地面上，其大小以能充分容納欲加以除污物件為原則。該物

件如位於地面上，則在其四周鋪設塑膠布，以求除污時污染不會擴散，而

廢料則可用塑膠布直接包起。 
2. 以碎布沾除污劑來擦拭物件污染表面，如果水分過多，可用手擠出，以使

不生水滴為準。 
3. 拭完畢後，碎布放入廢料袋，改用乾碎布擦乾物件。 
4. 效果如未徹底，除污須重複，並使用污染偵檢儀器偵查出其污染部位，才

能集中於局部污染之去除，節省除污時間。 

 
3.2 衣物／鞋子除污 

                 若鞋子污染是由微塵或塵埃所致，則可使用黏膠帶予以粘除。黏膠帶無法清

除污染時，皮質鞋底可使用金屬刷子或金鋼砂紙刮至清潔為止，執行此項除

污工作時，需防止塵埃及銼屑飛入空中，並將所有刮除物收集在塑膠袋內，

除污時需戴上呼吸防護面具。以黏膠帶無法清除污染時，橡皮鞋底可以使用

清潔劑清除。另外，也可使用金屬刷子擦除，並以清水沖洗，然後以衛生紙

擦乾後再偵測，重複此擦洗步驟，直到污染程度無法再減少，或污染已被完

全清除為止。 

 

四、 放射性實驗室安全作業程序 

 
1. 進入放射性實驗室之前，先更換工作實驗衣、無孔橡膠手套及配戴個人輻射劑量計。 
2. 於實驗桌上鋪設不滲漏吸收紙墊，將所有器具備妥，估算放射性試劑量。 
3. 填寫放射性物質領用申請單，請領放射性試劑並登記。 
4. 作業時，應小心避免打翻或濺潑放射性物質。含有放射性物質或受污染之物品或固體

廢棄物，應按其性質分別置放於不同之固態放射性廢料桶內；使用過之工具，應集中

分別放置於固定地方。 
5. 作業過程中所產生之含放射性廢液，應倒入放射性廢液專用水槽中，每次傾倒含放射

性廢棄液，應小心避免廢液飛濺，事後應用少量水沖洗放射性廢液專用水槽。 
6. 遇有意外事故發生時，應即按本校提報之「輻射防護措施計畫」P.11，第十節「事故

緊急處理」之規定來處理。 
7. 作業完畢後，在脫去手套清洗雙手前，經偵檢雙手無放射性污染後，進行工作區域及

器具之放射性污染偵檢，若發現任何有高於放射性污染限值之處，按除污作業或予以

適當之處理。剩餘之放射性物質試劑，應予收藏上鎖。 
8. 除污偵檢工作完成後，偵檢手套無污染後脫下手套，離開放射實驗室前，應對全身做

輻射污染偵檢，若有污染應執行除污，確定無污染後始可離開，並將專用工作衣脫下

放回指定地點。 
9. 離開管制區時，應將個人輻射劑量計置於避光、乾燥處保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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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藥學系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粉末 X-光繞射儀（XRD）』安全作業程序及管制 
 

1.欲使用本機器時須經輻射防護人員之同意與登記，並應遵守有關安全之工作規定。 
2.不具『操作人員』資格者不得操作本機器。『學生』需經本校輻射防護訓練合格，且在合格

『操作人員』直接指導下始可使用。 
3.操作本機器時須依規定配帶『人員劑量計』。 
4.若有其他與本實驗不相關之人員在本實驗室時，請勿操作本機器。 
5.使用本機器時，須詳實登記使用情況，若有異常請隨即停機，並立即通知管理人員。 
（藥學系蔡尚元老師 校內分機 5109） 

 

六、牙醫系、醫放系的固定型 X 光設備操作區安全作業程序及管制 

（一）輻射安全作業程序及管制： 
 

1.固定型 X 光機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其輻射作業管理辦法規定，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登記證。 

2.管制區—牙醫系的 X 光機設備操作區，位於立夫教學大樓十三樓。醫放系的 X 光機設備

操作區，位於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醫學影像實驗室『學術研究用 X 光機』操作區。 

3.非管制區—周邊之走廊、辦公室、樓梯間。 

（牙醫系涂明君老師 校內分機 2302；醫放系陳東明老師 附醫分機 3331）。 

通報專線 : 

（二）安全作業程序： 

1.熟悉每台設備之功能與操作方法，並按設備之使用手冊操作機器。 

2. 了解該機附屬設備之功能以提升影像品質與減少非必要之輻射量。 

3.非輻射工作人員或學生課後進出管制區，須經輻射防護人員或指導老師之同意、登記與

陪同，向系辦公室領取鑰匙，並應遵守有關安全之工作規定。 

4.學生於例行表定課堂實習期間，進入 X 光設備操作區，需由指導教師陪同操作，向系辦

公室領取鑰匙，無須另外登記。 

5.操作人員在進入管制區，須佩戴人員劑量計，但學生實習課操作 X 光機，在操作人員指

導下，未佩劑量計。 

6.使用前應先開機（暖機），確立各按鈕、鍵盤之正常功能。 

7.縮小準直儀，減少非必要之照射範圍與散射輻射。 

8.啟動 X 光機，須位於 X 光室之外，關上鉛門，才能正式啟動，其劑量的設定需依儀器之

標示 ，不得任意增加。 

9.待 X 光機嗶聲結束後，顯示照射完畢，電源切斷，方可進入。 

10.X 光機以酒精擦拭，避免交叉感染。 

11.顯定影液之處理，依環保規定不可任意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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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衛系、風險管理系之氣相色層分析儀輻安作業程序及管制 
 
（一）欲使用本機器時須經輻射防護人員之同意與登記，並應遵守有關安全之工作規定。 
（二）不具『操作人員』資格者不得操作本機器。 
（三）『學生』須經本校輻射防護訓練合格，並在合格『操作人員』直接指導下始可使用。 
（四）操作本機器時需依規定配戴『人員劑量計』。若有其他與本實驗不相關之人員在本

實驗室時，不可操作本機器。 
（五）須按月上網申報射源。 
（六）使用本機器時，須詳實登記使用情況，若有異常請隨即停機，並立即通知管理人員。 

（郭錦堂老師校內分機 6103）（江鴻龍老師 校內分機 6503） 
 

八、職安系氣膠粒徑分析儀之輻安作業程序及管制 
 
（一）安全操作程序 

1.進入實驗室前，人員須穿著實驗衣、橡膠手套及配戴個人輻射劑量計。 
2.使用六角鎖，將輻射源容器(Am-241 密封射源)固定於電移動度分徑儀(differential mobility 

analyzer, DMA)之氣膠進氣口處。 
3.離開管制區時，將個人輻射劑量計置於避光、乾燥處保存好。 

（二）輻射安全管理 
1.儀器使用人員(學生)應接受三小時以上之輻射防護講習後，始可在合格輻射操作人員指

導下操作登記備查類之放射性物質，且教育訓練證明應影印存查。 
2.每次使用儀器時應詳載於本校之「儀器設備使用記錄卡」。 
3.每月應進行「自我安全檢查」，確認輻射源安全存放於指定處，且輻射源容器結構/外觀

無損壞狀況，並登錄於檢查表上。 
4.每年應做一次「輻射安全及洩漏擦拭檢查」，並保存測試結果報告備查。 
5.其它相關規定，務必遵守本校之「輻射防護計畫書」。 
（職安系楊禮豪老師 校內分機 6219） 

 

九、醫放系之輻射度量實驗室輻安作業程序及管制 

（一） 安全操作程序 
1.欲使用本實驗室設備時須經授課教師及輻射防護人員之同意與登記，並應遵守有關安全之

工作規定。 
2.進入實驗室前，人員須穿著實驗衣、攜帶輻射偵測儀器，登記進出時間，離開時實驗室鉛

門必須上鎖。 
3.避免單獨一人於實驗室操作實驗，及操作非授課教師同意之實驗。 
4.不可用沾濕的手操作電氣設備及輻射度量設備。 
5.實驗室應保持清潔，務求藥品、儀器各置其所。 
6.遇有電氣火災或重大電氣故障時，應先切斷電源再行處理。 
7.非經許可，不可擅自操作各項設備，若有違犯者，停止其使用權；若有各項損害情況發生，

則依相關法規處置。 
（二） 輻射安全管理 

1. 密封性輻射源置於標有”內含放射性物質”之防潮箱內，防潮箱必須上鎖，密封性輻射源

不得攜出本實驗室。 
2.儀器使用人員(包含學生、研究助理及教師)應接受三小時以上之輻射防護講習後，始可在

合格輻射操作人員指導下操作放射性物質，且教育訓練證明應影印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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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儀器設備應依所訂定標準操作流程操作使用。 
4.每次使用儀器時應詳載於儀器設備使用記錄表，並檢測儀器使用是否正常。 
5.其它相關規定，務必遵守本校之輻射防護計畫書。 

（許世明老師，校內分機 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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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意外事故種類處理詳細說明 
1 意外超曝處理 

輻射防護人員於獲悉工作人員過度暴露時： 

1. 將其立刻送往醫院，並給予醫務監護。 
2. 將人員劑量計立刻送去計讀，作為醫護及進一步措施之參考。 
3. 人員給予充分照顧、增加營養、休息時間，並調整工作。 
4. 馬上向主管機關報告，輻委會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並即向校長報告。 
5. 設施經營者於事件發生時立即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會派

員檢查，並得命其停止與該事故有關之全部或一部之作業。 

6. 事故發生後，本校除依相關規定負責清理外，並依規定在期限內向主管機關提出

實施調查、分析及記錄之報告。 

報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輻射影響評估。 
四、事故處理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錄。 
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報告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提出之。 

 
    2 放射性物質濺溢 

1. 實施人員、衣物、場所之輻射偵測，並在輻射防護人員指導下執行去污，並應達到

除污標準。 
2. 採取適當措施，圍阻污染現場，防止放射物質污染繼續擴大，人員、衣物及場所或

工具應達到除污染標準之下。 
3. 就事件經過、處理方式及檢討改進，在校內會議提出檢討。 
4. 視情節嚴重報告輻防委員會，輻防委員會填寫報告呈送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 放射性物質遺失 

1. 放射源被竊或遺失，按當時狀況向治安機構報案請求協助尋找，清點失竊核種種類

及數量，並說明劑量極可能造成之傷害等。 
2. 輻防專業人員應評估遺失放射性物質可能造成之輻射傷害及危險，供主管及有關單

位參考處理，並通知主管機關。 
4 火災 

1. 發生火警時，迅速移去放射性物質附近之可燃物、引火物及爆炸藥物。 
2. 立刻關閉通風與排氣系統，以防止空氣污染之擴大，切斷電源與關閉煤氣。 
3. 以滅火器撲滅火源〈應配備適宜之滅火器〉並將放射性物質移至安全地方。 
4. 火勢無法以滅火器控制時，應立即通知消防隊，並建議適當之救火辦法，以免救火

人員接受過量曝露及防止污染之擴大。 
5. 測量火場附近之輻射量，嚴禁閒雜人員進出。 
6. 射源如無法搶救出，應於大火撲滅後立即檢查射源容器是否損壞或污染。 
7. 如已造成污染，應立即封閉現場並進行去污。 
8. 必要時得請求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保健物理組、清華大學保健物理組或民間專

業單位等指派保健物理人員協助輻射防護作業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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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向主管機關報告事故發生經過及緊急處理措施和善後辦法。 

 
    5 水災 

1. 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時，迅速將放射性物質連同屏蔽移至安全地區，並派人

看守。 
2. 若災害已將放射性物質淹沒，應迅速將現場各排水口關閉，禁止自現場帶出任何物

品。 
3. 以障礙物封閉現場，禁止無關人員接近。在輻防專業人員到達前，不得對現場做任

何處理。 
4. 輻防專業人員到達現場時，應立即視狀況指示人員進行救災或處理之工作。 
5. 輻射專業人員應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行偵測，檢查放射性物質有無洩漏，

確定輻射強度，劃定管制區，通知救災人員有關注意事項。若放射性物質有洩漏現

象，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物質洩漏，防止污染面積擴大，等到災害

已控制之後再行處理。 
6. 對放射性物質作適當處理，污染地區或污染物進行去污，污染廢棄物集中收集，等

待處理。 
7. 視情節嚴重報告輻防管理委員會，由該會填寫報告呈送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6 地震 

1. 應迅速將放射性物質置於堅固之容器內上鎖，並關閉現場空調通風系統、水電瓦

斯開關，就近尋找適當處所掩護， 
2. 地震過後，以障礙物封閉現場，禁止無關人員接近。在輻防專業人員到達之前，

不得對現場做任何處理，並禁止自現場帶出任何物品。 
3. 輻防專業人員到達現場時，應立即視狀況指示人員進行救災或處理之工作。 
4. 輻射專業人員應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行偵測，檢查放射性物質有無洩漏，

確定輻射強度，劃定管制區，通知救災人員有關注意事項。若放射性物質有洩漏

現象，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物質洩漏，防止污染面積擴大。 
5. 對放射性物質作適當處理，污染地區或污染物進行去污，污染廢棄物集中收集，

等待處理。 
6. 就事件經過、處理方式及檢討改進，在校內會議提出檢討。 
7. 視情節嚴重程度報告輻射防護委員會，輻防委員會填寫報告呈送主管機關。 

 
     7 不當使用 

1. 任何時間任何工作人員，當發現有使用不當或誤用放射性物質時，均應立即記錄

當時時間，並向輻防專業人員或實驗室主持人報告請求援助。所有有關物品應予

留置，以備輻防專業人員調查或研擬處理辦法時參考用。 
2. 聯繫處方醫師及輻防專業人員及實驗室主持人會商，評估事件之影響，研擬處理

及善後之辦法及步驟，必要時應對關係人實施醫務監察。 
3. 調查使用不當或誤用放射性物質之原因，予當事人提出改正或糾正。 

在事件發生後的十日內，經科、系會議及輻防委員會檢討後，將事件經過及處理方式做成

記錄，供日後參考改進，並呈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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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醫藥大學    人員超限曝露事故報告表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職 別  

已受之累積劑量 
 

西弗
本年內已受之累
積 劑 量

西弗

事 故 
記 錄 

核 種  場 所  

劑 量  時 間  

經 過 
情 形 

 

原 因 
分 析 

 

輻射影響
評 估 

 

事 故 
處 理 

經 過  

善 後 
措 施 

 

偵 測 
記 錄 

 

檢 討 
措 施 

改 善  

防 範  

評 議  

 
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                 輻防人員：_________________ 

 
 

 



表 2.1                                                中國醫藥大學 

 輻  射  防  護  管  理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冊 

設 施 經 營 者 名 稱：                                            

主任委員（設施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職  稱：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輻 射 防 護 人 員 認 可 證 書 字 號 備 註

    

    

    

    

    

    

    

    

    

    

    

    



 

表 2.2                     中國醫藥大學 

在職輻射從業人員再教育合格人員名冊 

再教育主題：                            

再教育日期：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再教育時數：     小時。 

再教育積分証明書核發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主辦單位營利事業統一編號：52005408 

 

再教育 

積分證明書字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再教育時數 

    

    

    

    

    

    

    

    

    

                             主辦單位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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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國醫藥大學放射性實驗室  放射性物質輻射偵測記錄表 

偵 
測 
日 
期 

偵 
測 
地 
區 

固定物,設備 可移動物品,儀器 

儀表讀數 
污染程度 

使用之儀表型

式及序號 
劑量數 

計讀數 
cpm 

β 

μSV/hr

γ 

μSV /hr 

合計 

μSV /hr

cpm/ 
100cm2

dpm/ 

100cm2

監 
測 
區 

        討論及建議事

項 
        

        

        

        

        

管 
制 
區 

        

        

        

        

        輻防人員簽章 

        

環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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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國醫藥大學放射性實驗室  輻射物質進出記錄表 

 

領用日期  批准文號  

負責人  單位,職稱  

聯絡電話  放置地點  

物質名稱及貨號  

活度、規格 (mCi 及μl)  

 

使用記錄 

使用日期 使用人 使用劑量 

(μl) 

剩餘量(μl) 備註 輻防員簽章

      

      

      

      

      

      

      

      

      

      

      

      

      

      

      

      

      

 

* 注意事項 

1.輻射物質領用後，務必確實記錄，並將記錄置放於放射性實驗室內， 
以備輻防員隨時查核。 

2. 輻射物質使用完畢後，請務必告知輻防人員，並交回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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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國醫藥大學  擦拭檢污記錄 

                                                                輻防人員: 

 
 
 
 
 

偵測日期 儀器型號 注意事項 

  

No 區域  

   

   

   

   

   

   

   

   

   

   

   

   

   

   

   

   

   

   

   

   

   

   

   



 31

表 6                              中國醫藥大學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廢棄物料管理紀錄  

 

編號 接收日期 廢棄物種類 核種名稱 數量 外釋日期 外釋方式 偵測日期 偵測值 承辦人 審核 備註(偵測儀) 

            

            

            

            

            

            

            

            

            

            

填表說明: 

 

1. 編號: 廢棄物打包後須編號儲存以利管理。 

2. 接收日期: 以現場累積收集後打包送入儲存庫之日期填入。 

3. 廢棄物種類: 包括固體放射性廢棄物(可燃、不可燃)及液體放射性廢棄物(有機、無機、感染性)。 

4. 數量: 固體放射性廢棄物,以公斤表示,液體放射性廢棄物以公升表示。 

5. 外釋日期: 該廢棄物離開管制區之日期。 

6. 外釋方式: 固體放射性廢棄物分為依一般事業廢棄物處理送核能研究所處理。 

7. 偵測日期、偵測值: 基本上以外釋時之偵測日期及偵測值記錄之。 

 

 

 



 32

 

 

 

 醫學大樓 B1 放射性實驗室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操作場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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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 互助大樓九樓 1906 室 粉末 X 光繞射儀操作區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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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場所平面圖 scale=1/50 

牙醫學系 立夫教學大樓十三樓 牙科放射線學實習教室 X 光設備操作區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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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兒童醫療大樓 ＝ 第二醫療大樓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第二醫療大樓 B1 醫學影像實驗室 X 光機設備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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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衛系 立夫教學大樓十五樓 精密儀器室 氣相色層分析儀(Ni-63)操作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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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理系 柳川大樓 L203 實驗室 氣相層析儀（Ni-63）操作區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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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系 立夫教學大樓十六樓  氣膠粒徑分析儀（Am-241）實驗室 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