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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100題每題1分(100%) 
(  )1.當頸椎側位攝影（lateral projection）無法診斷第七頸椎（C7）時，需改以下列何種

方法攝影？ 
(A)過度彎曲（hyperflexion）(B)過度伸展（hyperextension） 

(C)游泳者側位姿勢（Swimmer’s lateral position） 

(D)側位，並配合水平方向 X 光（lateral position, horizontal beam） 

(  )2.超音波的側解析度（lateral resolution），取決於下列那一個最適合的參數？ 
（A）transmitter pulse length（B）beam width 
（C）beam energy（D）beam frequency 

(  )3.髖關節（hip joint）正面攝影時，採用下列何種技術，可使股骨頸（femoral neck）
的呈現最完整？(A) Abduction 15°～20°(B) Adduction 15°～20° 
(C) Internal rotation 15°～20°(D) External rotation 15°～20° 

(  )4.施行頭部血管攝影（cerebral angiography）時，下列何處為導管進入之優先選擇位置

（preferred site）？(A) Carotid artery(B) Axillary artery(C) Radial artery(D) 
Femoral artery 

(  )5.當年老病人有不自主抖動（tremor）之情況時，血管攝影應採用下列何方法以減少 
exposure time，並 降低 motion artifact？ 

(A)用 High kVp(B)用 Low kVp(C)用 High mA(D)用 Low mA 
(  )6.下列那一項最適宜偵測脊髓（spinal cord）之異常？ 

(A) CT(B) MRI(C) Ultrasound(D) Angiography 
(  )7.下列那一項是做動脈血管攝影最常用的方法？ 

(A) Seldinger technique(B) Cutdown method 
(C) Translumbar approach(D) CT-guided method 

(  )8.下列何項敘述並非乳房攝影時壓迫乳房的效用？ 

(A)減少乳房的厚度(B)減少 X 光的劑量及散射輻射 

(C)減少影像對比性(D)讓乳房本身與影像接收器更加貼近 

(  )9.下列那一種攝影可以同時檢查膽道與胰管之病變？ 

(A)PTC(B)ERCP(C)Oral cholangiography(D)T-tube cholangiography 
(  )10.下列何種疾病最不適合經血管栓塞治療？ 

(A)子宮肌瘤(B)動脈瘤(C)產後大量出血(D)單純胃潰瘍 

(  )11.下列何者不是經皮穿肝膽道攝影（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主要

的併發症？ 

(A)肝臟出血(B)氣胸(C)急性胰臟炎(D)膽汁溢流 

(  )12.雙重對比（double contrast）上胃腸道攝影時，若病人為 LPO 姿勢，則下列敘述

何者錯誤？ 
(A)可見到空氣將胃幽門及十二指腸球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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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病人姿勢為躺著，右側身體抬高 
(C)曝光重點應放在胃底部之對比劑貯留處 
(D)攝影時，病人應閉氣 

(  )13.在雙重對比大腸攝影時，如果欲使降結腸之外側緣及橫結腸呈現雙重對比之效

果，則應採何體位？ 

(A) prone(B) supine(C) left lateral decubitus(D) right lateral decubitus 
(  )14.做 Hysterosalpingography 時，如病患一側或兩側輸卵管沒有阻塞，則通常可看到造影

劑溢出於何部位？ 

(A)膀胱(B)輸卵管(C)後腹膜腔(D)腹膜腔 

(  )15.介入性放射線診療 TIPS 主要是欲聯結下列何二者間之血流？ 

(A)門靜脈，主動脈 

(B)門靜脈，肝靜脈 

(C)肝動脈，肝靜脈 

(D)肝動脈，門靜脈 

(  )16.下列何者不是 contrast enhanced MR angiography 的缺點？ 
（A）訊雜比低 
（B）無法提供血流方向訊息 
（C）需要掌握時間，避免假影或靜脈污染 
（D）需要注射顯影劑，較費成本且具輕微侵入性 

(  )17.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音波在各種介質中的速度一樣快 
（B）聲速在空氣中傳播比在水中快 
（C）聲速在固體中傳播比在水中快 
（D）發出的音波頻率越高，速度越快 

(  )18.超音波掃描，若組織中有鈣化情形，則較有可能會形成何種假影？ 
（A）multiple reflections 
（B）acoustic shadowing 
（C）echo enhancement 
（D） reverberation 

(  )19.超音波掃描，若組織中有一個囊腫，則較有可能會形成何種假影？ 
（A）reverberation（B）acoustic shadowing 
（C）echo enhancement（D）multiple reflections 

(  )20.對下列四個器官進行超音波掃描時，何者最需要熟練的超音波掃描技巧？（A）

腎上腺（B）腎臟（C）肝臟（D）脾臟 
(  )21.肩關節攝影中，下列何種投射姿勢更能將肌腱（Tendon）鈣化顯現出？ 

(A)AP（Internal and external rotation）(B) Axial(C) Lat(D) PA 
(  )22.足部近端的七塊大骨稱作： 

(A)蹠骨（Metatarsal）(B)跗骨（Tarsal）(C)趾骨（Phalanges）(D)骰骨（Cub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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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病人正側位（True lateral）站立姿勢，將貼近影像接收器（IR）側上肢高舉，離片

側上肢下垂，X 射 線中心對正第一胸椎垂直投射，此投射姿勢為： 

(A) Swimmers’(B) Chewing(C) Horizontal(D) Lat projection 
(  )24.可以評估脊椎側彎矯正後之情形及脊椎活動範圍的投射姿勢為： 

(A)Supine AP(B)Erect AP(C)Right and left lateral bending(D)Erect lateral position 
(  )25.病患頭頂貼近影像接收器（IR），下巴抬高使 IOM line（Infraorbitomeatal line）與

影像接收器平行， Ｘ光中心射線（CR）垂直 IOM line 由顱底向頭頂投射，是頭

部何種投射姿勢？ 

(A) AP(B) Towne(C) Submentovertex(D) Caldwell 
(  )26.Spiral CT collimator 厚度為 5 mm；pitch 為 2；球管轉一圈需 0.8 秒，若掃描範圍

為 30 cm，則掃描時 間為何？ 

(A)18 秒(B)24 秒(C)32 秒(D)36 秒 

(  )27.病患下巴貼近影像接收器（IR），頭部 OM line 與軟片成 37 度，X 光中心射線

（CR）垂直軟片從鼻 棘射出，是何種投射姿勢？ 

(A)Waters(B) Towne(C) Caldwell(D) Basal 
(  )28.下列的投射姿勢中，那一種投射可以清楚的顯現出兩側的Zygomatic arch？ 

(A) Submentovertex(B)AP(C)Caldwell(D)Lat projection 
(  )29.在磁振造影中所使用的各種線圈（Coil），下列何者不會用於接收磁振訊號？ 

(A)正相位線圈（Quadrature coil）(B)相位陣列線圈（Phased-array coil） 

(C)修補線圈（Shim coil）(D)體積線圈（Volume coil） 

(  )30.病患頭部成正側位（True  lateral），X 射線中心向腳 25-30 度對在外耳道前 0.5 
吋上 2 吋處投射，開 口及閉口各照一次，是照頭部何部位？ 

(A)Mastoid(B)Arch(C)T-M joint(D)Sella 
(  )31.Step-and-shoot 的強度調控放射治療（IMRT）技術可以不必考慮下列何者因素？ 

（A）Leaf transmission（B）Rounded edge transmission（C）Leaf speed（D） Leaf 
position 

(  )32.已知模擬攝影條件為 SAD=100  cm，X 光底片至射源距離為 140  cm，請問

以該底片做遮擋鉛塊時，必須考慮底片的放大率應該為多少？ 
（A）0.71（B）1.00（C）1.20（D）1.40 

(  )33.治療用高能電子射線一般在水中平均每一公分的路徑會造成多少能量的損失？

（A）0.5 MeV（B）1.0 MeV（C）1.5 MeV（D）2.0 MeV 
(  )34.兩相鄰照野治療深度位於 5 cm 處的腫瘤，治療條件為 SSD=100 cm，照野寬度

分別為 20 cm 及 28 cm，為了避免腫瘤劑量過多的重疊，請計算兩相鄰照野邊緣

在皮膚表面上的間隙應該為多少？ 
（A）0.3 cm（B）0.6 cm（C）1.2 cm（D）2.4 cm 

(  )35..在輻射生物學中，不同器官之 α/β 值的描述，何者錯誤？ 
（A）α/β 值可推測器官對於放射性傷害的敏感度 
（B）降低每次照射劑量，對 α/β 值低的器官之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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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β 值代表對於改變每次治療劑量所造成傷害的敏感度 
（D）急性反應有較大之 α/β 值 

(  )36.有一癌細胞株，其 plating efficiency  為 60%，給予 2 Gy 照射後，放 100 個細

胞入培養皿，12 天後長出 24 個菌落（colony），其 SF2（surviving fraction at 2 Gy）
為： 

（A）0.8（B）0.6（C）0.4（D）0.24 
(  )37.下列何種射線百分深度劑量曲線的劑量增建區（dose build-up region）厚度最大？ 

（A）400 kV X 光（B）Co-60（C）4 MV X 光（D）15 MV X 光 
(  )38.下列何種能量的電子射線撞擊到靶所產生制動輻射的效率最高？ 

（A）4 MeV（B）6 MeV（C）10 MeV（D）20 MeV 
(  )39.下列何種射線最適合做為全身皮表照射治療？ 

（A）Co-60（B）4 MeV electron （C）6 MV X 光 （D）10 MV X 光 
(  )40.下列何種高能量電子射線會產生較高的皮膚劑量？ 

（A）6 MeV（B）9 MeV（C）12 MeV （D）15 MeV 
(  )41.下列何種設備在臨床上使用於強度調控放射治療最有效率？ 

（A）Block（B）Bolus（C）Compensator（D） Multi-leaf collimator 
(  )42.攝護腺插種（prostate implant）近接治療是屬於下列何種治療方法？ 

（A）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B）Interstitial brachytherapy（C）Surface mold 
brachytherapy（D）Intravascular brachytherapy 

(  )43.永久插種近接治療技術所使用的射源通常為： 
（A）高劑量率長半衰期射源（B）低劑量率短半衰期射源 
（C）高劑量率短半衰期射源（D）低劑量率長半衰期射源 

(  )44.根據現行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醫療曝露品質保證標準之規定，光子射束平坦性應最

少多久測試一次，其誤 差容許值應在多少百分比以內？ 
（A）每年；百分之三（B）每月；百分之二（C）每年；百分之二 
（D）每月；百分之三 

(  )45.針對人體組織輻射效應而言，下列何種屬於晚期反應組織（late responding tissue）？
(A)口腔黏膜(B)小腸上皮細胞(C)脊髓(D)皮膚 

(  )46.質子治療（Proton therapy）設備具臨床價值的能量範圍為何？ 
(A)10-20 MeV　(B)150-250 MeV　(C) 20-50 MeV　(D) 50-100 MeV 

(  )47.一個 wedge 的穿透率（transmission factor）是 0.69，MU 在 open beam 時是 
200MU，假如要給相同的 劑量在 axis，則加了 wedge 後 MU 要給多少？    (A) 
350(B)　 300　(C) 290　(D) 205 

(  )48.4MV光子在SAD 100 公分，深度 7 公分深，照野 10 × 10 的時候TAR為0.8，若

SSD由93公分改為193公分，在SAD處照野同為10×10，則 TAR： 
　  (A)增加 5%(B)　增加 10%　(C)增加 15%　(D)沒有改變 

(  )49.淺部治療機的輸出劑量率，與下列何種參數成正比？ 
　      (A)輸入阻抗　(B)靶的原子數　(C)管電壓　(D)管電流 
(  )50.何種輻射之細胞生存曲線（cell survival curve）會比較接近直線（straight line）？ 

　(A)低能中子　(B)高能電子　(C)高能光子　(D)低能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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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進行輻射劑量測量時，下列偵測器之量測值何者為絕對劑量？ 
(A)　熱發光劑量計　(B)游離腔　(C) X 光片　(D)化學劑量計 

(  )52.硼酸聚乙烯（Borated polyethylene）被用於高能直線加速器的治療門以及迷路，其

主要功用為何？ 
　      (A)衰減高能光子 (B)吸收高能中子及熱中子(C)使門比較輕 

(D)吸收低能散射光子 
(  )53.電子射線在水或組織中每 cm 的能量損失為何（MeV/cm）？　 

(A)1　(B) 2　(C) 3(D)　 5 
(  )54.根據 Linear-Quadratic model 之分類，下列何者為 early responding tissues？ 
　      (A) Testis　(B)Spinal cord　(C) Lung　(D)Kidney 
(  )55.組織耐受劑量（tissue tolerance dose），TD50/5 其定義為何： 
　      (A)腫瘤組織在 5 年內有 50%產生復發機率的劑量　 

(B)正常組織在 5 年內有 50%產生併發症機率的劑量 
　      (C)正常組織在 50 年內有 5%產生併發症機率的劑量　 

(D)腫瘤組織在 50 年內有 5%產生復發機率的劑量 
(  )56.使用放射線治療胰臟腫瘤的時候，必須要考慮那些器官的正常組織耐受度（normal 

tissue tolerance）？ 
(A)　腎臟（kidney）、肝臟（liver）和脊柱（spinal cord）　 
(B)肺臟（lung）、心臟（heart）和腎臟（kidney） 

　     (C)心臟（heart）、肝臟（liver）和脊柱（spinal cord）　 
(D)心臟（heart）和腎臟（kidney） 

(  )57.在乾燥空氣中產生一個離子對的平均能量為何？　 
(A) 1 eV(B)　 33.97 eV　(C) 33.97 J　(D)33.97 C 

(  )58.光子能量增加，在 dmax 的 TMR（tissue maximum ratio）會： 
(A)　增加　(B)減少 5%　(C)減少 3%　(D)維持不變 

(  )59.下列那一個輻射偵測儀最適用於偵測低劑量輻射場？ 
(A) 游離腔（ionization chamber）(B)比例計數器（proportional counter） 
(C)限制的比例計數器（limited proportional counter） 
(D)蓋格計數器（Geiger-Muller counter） 

(  )60.TPR 為以下何者的縮寫？  
(A)平方反比定律(B)百分深度劑量(C)組織空氣比()組織假體比 

(  )61.在病患擺放過程中有時需採用加長 SSD 的設定方式，則其 PDD 的變化可用以

下何者來修正？ 
(A)output factor(B)tray transmission factor(C)Mayneord factor(D)wedge factor 

(  )61.以下何種病兆最適合用加馬刀立體定位放射手術治療？ 
(A)NPC (B)AVM (C)hepatoma (D)lung cancer 

(  )62.以下何種射源不使用在永久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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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r-192 (B)Au-198 (C)I-125 (D)Pd-103 
(  )63.以下何種射源並不適用於冠狀動脈疾病的血管內近接治療？ 

(A) Sr-90 (B)S-32 (C)Cs-137 (D)Ir-192 
(  )64.使用楔形濾片（wedge filter）時，為避免破壞皮膚免除效應（skin-sparing effect），

其與皮膚表面之 距離應至少大於多少公分？ 
(A)10(B) 15(C) 20(D) 25 

(  )65.關於 IMRT 治療計畫之敍述，下列何者錯誤？ 
(A) 屬於逆向治療計畫（inverse planning） 
(B)可產生不均勻的照野通量（fluence） 
(C)計畫過程中只需輸入處方劑量，其餘參數皆由電腦決定 
(D)可有效提高腫瘤劑量，降低周圍正常組織之傷害 

(  )66.在電腦治療計畫中用來修正體表輪廓不規則（body contour irregularities）的方法，

下列何者錯誤？ 
 (A)tissue-air ratio method (B)tissue-air density ratio method 
 (C)isodose shift method (D)effective source-to-surface distance method 

(  )67.關於正向治療計畫（forward planning）之敍述，下列何者錯誤？ 
(A)正向治療計畫是由人工決定射束之角度、權重（weighting）、照野形狀後，再

由電腦計算出劑量分布 
(B)正向治療計畫是由人工決定射束角度後，再由電腦計算出每個照野之通量

（fluence）及劑量分布 
(C)正向治療計畫中，照野（field）內每一點之輻射通量（fluence）是相同的 
(D)正向治療計畫無法做出最佳的劑量分布 

(  )68.下列何種放射藥物可用於惡性嗜鉻細胞瘤（malignant pheochromocytoma）之治療？

(A)99mTc-MIBI(B)131I-MIBG(C)201Tl(D) 67Ga 

(  )69.放射碘治療後，下列可能的併發症中，何者出現的時間最早？ 

(A)不孕症(B)骨髓抑制(C)肺纖維化(D)噁心、嘔吐 
(  )70.下列那一放射核種製劑可用以治療真性紅血球增多症（polycythemia vera）？

(A)131I-sodium iodide(B)32P-sodium phosphate 

(C)89Sr-strontium chloride(D)51Cr-sodium chromate 

(  )71.臨床上應用 131I 治療甲狀腺癌骨轉移，最主要是應用 131I 蛻變所釋放出的何

種放射線？(A)X-ray (B)γ-ray (C)β 粒子 (D)α 粒子 

(  )72.在一典型的放射免疫分析系統中，下列何者為不足量加入？ 

(A)抗體（antibody）(B)放射性標幟抗原（radiolabeled an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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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未標幟抗原（unlabeled antigen）(D)血液樣品 

(  )73.下列何種物質不含碘？ 

(A)reverse T3 (B)T3 (C)free T4 (D)TSH 

(  )74.放射免疫分析最低可偵測到的濃度範圍是： 

(A)10-5～10-3M(B)10-8～10-6M(C)10-12～10-9M(D)10-15～10-13M 

(  )75.下列何種檢驗是用來檢查胃部幽門螺旋桿菌感染？ 

(A)14C 尿素呼氣檢驗(B)14C 葡萄糖呼氣檢驗 

(C)14C 尿素胃部免疫檢驗(D) 14C 葡萄糖胃部免疫檢驗 

(  )76.下列那一核種，我們會用來校正放射免疫分析專用的加馬計數器？ 

(A) 123I(B)124I(C)129I(D)131I 

(  )77.RIA 品管血清的檢測結果，在 Levey-Jennings  chart 中，品管血清超出下列何

者，應立即找出原因改 善後再做？ 
(A) Mean  ± 0.5 sd (B)Mean  ± 1 sd (C)Mean  ± 2 sd (D)Mean  ± 3 

sd 
(  )78.應用 Gates 方法評估腎絲球過濾率（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最主要是採用 

99m Tc-DTPA 注射後多 少分鐘的影像資料？ 
 (A)2-3 (B)8-10 (C)25-30 (D)40-44 

(  )79.18F 可放出正電子（positron），其半衰期約為： 
 (A)10 分鐘 (B)20 分鐘(C)50 分鐘 (D)110 分鐘 

(  )80.111In-octreotide 核醫藥物中，octreotide 主要與體內下列何種物質相似？ 
(A) dopamine (B)serotonin (C)somatostatin(D)epinephrine 

(  )81.111In-DTPA 行腦池造影（cisternography）時，應採下列何種方式？ 
(A)靜脈注射(B)皮下注射(C)霧化後吸入(D)腰椎穿刺後注入 

(  )82.下列那一元素的化學性質與 89Sr 最相似？ 
(A) Ba (B)Ca (C)Ga(D)Na 

(  )83.核醫心肌功能檢查時，在心舒期（end diastole）與心縮期（end systole）時，左心

室扣去背景值的計數（counts）分別是 64000 與 39000，則左心室之射出分率

（ejection fraction）為多少？ 
(A)39% (B)50% (C)61% (D)64% 

(  )84.下列有關放射藥物劑型（dosage form）之敘述，何者錯誤？ 

(A)鎝-99m-MAA 為懸浮（suspension）注射液 

(B)鎝-99m-硫膠體為無色透明澄清溶液 

(C)用於胃排空試驗的鎝-99m-硫膠體製劑不須通過無菌度試驗（sterility test）及熱原試

驗（pyroge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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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於肺造影檢查的鎝-99m-DTPA 噴霧劑（aerosol）不須通過無菌度試驗

（sterility test）及熱原試 驗（pyrogen test） 

(  )85.下列有關 N-13-Ammonia 的敘述，何者錯誤？ 

(A)血中化學組態為 NH4+(B)血液清除（blood clearance）很快 

(C)透過 Na+-K+ ATPase 主動運輸進入細胞(D)物理半衰期為10分鐘 

(  )86.下列有關核醫全身骨骼掃描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的藥物為 99mTc-MDP，約 10～20 mCi 

(B)注射 99mTc-MDP 後 10～20 分鐘實施掃描 

(C)造影前請病人解小便，並取出身上金屬物品 

(D)此檢查能夠偵測腫瘤細胞是否有骨轉移的現象發生 

(  )87.已知 20 mCi（740 MBq）99mTc-MAA 包含兩百萬個 MAA 粒子，若某病人

以 5 mCi（185 MBq）99mTc-MAA 經靜脈注射做肺部造影，則該病人接受多少 
MAA 粒子？ 

 (A)3×105 (B)4×105 (C)8×105 (D)5×105 
(  )88.下列有關碘-123-MIBG 之敘述，何者錯誤？ 

(A)能用於腎上腺皮質（adrenal cortex）造影檢查 

(B)組織內貯存機制與 norepinephrine 相同 

(C)能用於心臟交感神經分布檢查 

(D)能以同位素交換法（isotope exchange）標幟 

(  )89.下列有關 18F-FDG 製備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親電子取代（eletrophilic substitution）反應 

(B)使用 F-18-F2 為原料 

(C)FDG 為第二個碳之 OH 基為 F 取代 
(D)需使用氧化劑 

(  )90.在一核反應器中，235 mg 鈾-235 受到 2×1014 中子/（cm2 • sec）照射 66 小時，試計

算會產生多少活性之99Mo？［99Mo 半衰期＝66 小時，生成 99Mo 的中子反應截面

（formation cross-section）＝1×10-26 cm2］ 

 (A)162 mCi (B)152 mCi (C)142 mCi (D)132 mCi 
(  )91.Tc-99m 的射線進入加馬攝影機的晶體後，會產生下列何效應？ 

(A)大部分是光電效應（photoelectric effect） 
(B)大部分是康普吞效應（Compton effect） 

(C)大部分是成對生成效應（pair production） 

(D)康普吞效應和成對生成效應約各占一半 

(  )92.FDG PET 對下列何種癌症偵測效果較差？ 

(A) 淋巴癌(B)肺癌 (C)肝癌(D)大腸癌 

(  )93.Tc-99m-TRODAT-1 brain SPECT imaging 主要是用來評估下列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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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amine 之合成(B) Serotonine 之合成 

(C)Dopaminergic transporter(D) Dopaminergic receptor 

(  )94.18F-FDG 正子造影檢查 時，設 A＝組織活度測量值（ mCi/mL）；B＝注射之

劑量活度（ mCi）；C＝體重（gm），則標準攝取值 SUV 之計算公式為： 

(A)A×B÷C(B) A×C÷B (C)B×C÷A(D)（B＋C）÷A 
(  )95.下列有關臨床核醫 SPECT 與平面影像的敘述，何者錯誤？ 

 (A)SPECT 影像能比平面影像提供更好的對比度 

 (B) SPECT 影像能比平面影像提供更好的空間關係位置 

 (C)SPECT 影像能提供三度空間（3D）影像，而平面影像不能 

 (D)SPECT 影像能比平面影像提供更好的空間解析度 

(  )96.下列有關核醫平衡態血池心臟功能檢查（equilibrium blood pool radionuclide 
ventriculography）的敘述， 何者正確？ 

(A)以 list mode 方式取像時，不會同時記錄心電圖訊號 

(B)在計算心舒功能（diastolic function）上，以 list mode 方式取像較 frame mode 
方式不準確 

(C)以 list mode 方式取像，所得到的影像品質會較 frame mode 方式差 

(D)以 list mode 方式取像較以 frame mode 方式占用更多電腦記憶體 

(  )97.下列何種藥物可合併使用於腎性高血壓之腎臟檢查？ 

 (A)Phenobarbital (B)Captopril(C) Dipyridamole (D)Diamox 
(  )98.加馬攝影機的光電倍增管輸出之電脈衝大小和下列何者成正比？ 

(A)加馬射線的數量(B)加馬射線的能量 

(C)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序(D)放射性藥物的分子量 

(  )99.當加馬射線從受檢者身體射出，進入閃爍造影機，直到在螢幕出現影像時，其

間需經過下列四項設 備，其順序由前至後排列應為何？ 
(A)準直儀(B)光電倍增管(C)晶體(D)放大器 

(  )100.以 67Ga citrate 偵測腫瘤，攝影前病人浣腸的目的是： 

(A)降低腹部的放射活性背景(B)採取糞便樣品檢查 

(C)促進消化系統的通暢(D)提高腫瘤對放射藥品的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