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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每題 3分) 

1. 下列何者不是針對副鼻竇的攝影技術？ 

(A) Waters 攝影法(B) 側面攝影法(C) Caldwell 攝影法(D) Law 攝影法 

2.  觀察左側 T-spine zygapophyseal joint 之最佳姿勢為何？ 

(A) 右前斜位（RAO） (B) 左前斜位（LAO） 

(C) 左側位（left lateral） (D) 右側位（right lateral） 

3.  下列何者可拍出較佳之 sella turcica？ 

(A) Stenvers method  (B) Towne 30 度  (C) Caldwell method  (D) Lateral projection 

4. 針對下列何種目標進行放射診斷攝影時，所使用的管電壓峰值最低？ 

(A) 成人手指 (B) 嬰幼兒胸部 (C) 乳房 (D) 鼻骨 

5. 奇靜脈（azygos vein）主要引流下列何處之靜脈回流？ 

(A) 前胸壁 (B) 後胸壁 (C) 下頸部 (D) 縱膈腔 
6. 數位減贅血管攝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檢查中，做為減贅依據之影像稱

為： 

(A) mask image  (B) mirror image  (C) subtraction image  (D) latent image 

7. 在  operative  cholangiography  時，特別是對較瘦的病患，為了要使膽道與脊椎分開，

通常需要採何projection？ 

(A) lateral  (B) AP  (C) slight LPO  (D) slight RPO 

8. MTF（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和電腦斷層中的下列何者有關？ 

(A) 空間解析度（spatial resolution） (B) 時間解析度（temporal resolution） 
(C) 最長可掃描時間 (D) 最大可掃描範圍 

9. 下列何者可表示影像雜訊程度？ 

(A)  算數平均值  (B)  中間值  (C)  標準差  (D) 幾何平均數 

10. 下列有關各組織 T2 的長短排序，何者正確？ 

(A) 灰質＜白質＜CSF＜Edema (B) CSF＜Edema＜灰質＜白質 

(C) 白質＜灰質＜Edema＜CSF (D) 灰質＜白質＜Edema＜CSF 

11. 在癌組織中，出現所謂急性缺氧（acute hypoxia）狀況之原因為何？ 

(A) 癌組織壞死 (B) 組織中氧氣擴散速度太慢 

(C) 細胞新陳代謝速率過快 (D) 血管暫時性收縮或阻塞 

12. 下列那一種細胞對輻射線的敏感度最高？ 

(A) 肌肉細胞 (B) 神經細胞 (C) 小腸黏膜上皮細胞 (D) 肝細胞 

13. 在傳統放射治療中，每天照射 1 次，每次 2 Gy 的分次照射，每星期照射 5 次為期 6 個

星期總共照射30 次，請計算晚期效應的生物有效劑量（biological effective dose）為多少 

Gy3？ 

(A) 60 (B) 72 (C) 80 (D) 100 

14.  6 MeV 電子射束在軟組織中碰撞損失，電子能量損失率（energy loss rate）約為： 

(A) 0.5 MeV/cm  (B) 1 MeV/cm  (C) 2 MeV/cm  (D) 4 MeV/cm 

15.  所謂的物理照野（physical field size）指的是以射束中心為 100%，而何者劑量值所涵蓋之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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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 (B) 50% (C) 80% (D) 100% 

16. 下列那一射束有最高的表面劑量？ 

(A) 4 MeV 電子  (B) 6 MeV 電子  (C) 10 MeV 電子  (D) 18 MeV 電子 
17. 一般 12 MeV 電子射束的治療，有效深度約為： 

(A) 3 ~ 4 cm  (B) 6 ~ 9 cm  (C) 10 ~ 12 cm  (D) 13 ~ 15 cm 

18. 下列何者不是治療用電子射束的特性？ 

(A) 皮表劑量高 (B) 以固定 SAD 的技術作治療 

(C) 適合作淺部腫瘤照射 (D) 較深部的劑量是來自於制動輻射 

19. 已知 Ir-192 的曝露率常數為 0.4  Rm2/hCi，請問距離活性為 5  Ci 的 Ir-192 點射源 10 

公分處的曝露率 為多少？ 

(A) 0.02 R/h  (B) 2 R/h  (C) 20 R/h  (D) 200 R/h 

20. 於近接治療所使用的低劑量率是指： 

(A) 0.1 ~ 0.2 Gy/hour  (B) 0.2 ~ 0.4 Gy/hour  (C) 0.4 ~ 2 Gy/hour  (D) 2 ~ 4 Gy/hour 
21 迴旋加速器製造 F-18，所用的靶物質為： 

(A) CO2  gas  (B) N2  gas  (C)  18O-water  (D) O2  gas 

22. 下列何種心臟灌注造影劑之心肌萃取率（extraction fraction）最高？ 

(A) Tl-201-TlCl (B) Tc-99m-Sestamibi (C) Tc-99m-Tetrofosmin (D) Tc-99m-N-NOET 

23. 下列何種放射藥物較適合用來作腎絲球過濾率（GFR）？ 

(A) 99mTc-MAA  (B) 99mTc-DTPA  (C) 18F-FDG  (D) 131I-OIH 

24. 1.0 mCi 的 P-32（半衰期為 14.28 天），其質量為多少克？ 

(A) 3.49 × 10-6   (B) 3.49 × 10-7  (C) 3.49 × 10-8  (D) 3.49 × 10-9
 

25. 傳統的放射免疫分析法（RIA）實驗中，抗體（Ab）之量與抗原（Ag）之量為： 

(A) Ab 遠低於 Ag   (B) Ab 遠大於 Ag 
(C) Ab 與 Ag 相等  (D) 不一定，視所分析的生物物質而定 

26. 加馬攝影機進行 SPECT 投射影像均勻度（uniformity）校正時，若採用的 matrix size 是 128 
×  128， 則其 flood images 的總計數（total counts）至少要達到多少？ 

(A) 5 M counts  (B) 30 M counts  (C) 120 M counts  (D) 700 M counts 

27. 下列關於放射核種孳生器（generator）母核種與子核種半衰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長半衰期母核種，長半衰期子核種(B) 短半衰期母核種，短半衰期子核種 

(C)  長半衰期母核種，短半衰期子核種(D) 短半衰期母核種，長半衰期子核種 

28. 下列何者不是放射免疫分析法的特性？ 

(A) 高靈敏度  (B)  高準確度  (C)   高精確度  (D)  高交叉反應 

29. 輻射度量樣品總計數為 300±12，背景計數為 30±5，淨計數為 M±N，則 M+N 為： 

(A) 253 (B) 270 (C)  283 (D) 287 

30. 體外輻射防護之重要法則是基於四個因素，分別為： 

(A) 時間、距離、屏蔽、能量 (B) 電荷、距離、能量、活性 

(C) 時間、質量、屏蔽、活性 (D) 時間、距離、屏蔽、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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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算題：(每題 5 分) 

1.99mTc（半衰期 6 小時）衰變至其原來活性的 37%時，須經過多少小時？ 

 
2. 磁共振檢查時使用 128 × 128 的矩陣，檢查範圍（FOV）為40cm，其畫素（pixel）大小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