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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陳克治醫師

放射線是物質能量互相轉換的現
象，自從人類發現後不斷地研究和發
展，以及科學新知的應用，放射線給
人類帶來極大的進步與繁榮。和放射
線未發現之前相比，我們每天的生活
從未如此便利。其中，與我們關係最
密切的是醫療方面的應用，我們除了
自然界的放射線，其次就是醫療方面
的，至於工業方面的放射應用，比如
核能發電、原子爐，和我們一般個人
的關係就較遠了。
放射線被發現至今已有105年的歷
史，發展到今天，對放射線傷害的認
知大約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或時期，現
階段對我們切身相關的影響，我在這
兒作個比較詳細的介紹[1]。
一，第一階段可以從1906年
到1958年這段時期，一般認爲安
全的放射線劑量從600msv/年降到
250msv/年，自從1895年（Roeut gen）倫琴在德國用X-光為他夫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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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在底片上結果發現夫人帶著結
婚戒指，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發現，
倫琴稱之爲X-光射綫。第二年Antoine
Henri Beczuetel 偶爾發現鈾礦元素
可以把包裝好的底片感光，其光線來
自鈾元素本身，並不像X-光是真空管
放電所產生的，也是新奇的發現。此
後，居里夫人研究發現了更多的放射
性同位元素，貢獻很大，不幸她自己
因放射線傷害而殤身。那時期人們還
不知道放射線的傷害性，因爲這種放
射線是看不見，人們也感覺不到的。
居里夫人去世之後，1936年4月4日，
在英國Hamburg St. George’s Hospital，建一個紀念碑，專門紀念那些從
事放射線工作人員對醫療事業的貢獻
和犧牲，也從那時開始，人們開始初
步了解放射線有傷害的作用。
二，第二階段是從1959年到2000
年，對人安全的放射線劑量由250
msv/年降到20 msv/年，放射線工作人

員癌症率逐漸降低。由於對在原子彈爆
炸地區因放射線而造成傷害的研究，也
獲得了新的知識，並促成防護規則與方
法的不斷改進。現在醫院中一般放射線
工作人員比較安全，由於X-光機的改
進，工作人員只要按照規則操作就有安
全的保障，但是最近又產生病人受到放
射線劑量過量的問題。
三，第三階段大約2000年前後到
今天，對人安全的放射線劑量還沒確
定，一般而言ALARA（Aslow Reasonably Archievable）放射線劑量盡可能
降低，同時要考慮病人情況，年齡、性
別，以及各個器官的敏感性不同而考
慮，尤其是懷孕婦女的胎兒最敏感了，
嬰兒、小孩、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都是不同的。機器的改良[2]，如何除
去（Scattered Radiation）散漫的放射
線，檢查技術的改進等減少放射線的曝
光時間（Exposure Time）和放射線的
質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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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紹一些專家近來發表的觀
點，以供大家參考。
一，2007年6月19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警告文章，指
出在放射線檢查病人時，放射線游離
作用會有極大的劑量，所以作放射線
檢查時要特別小心謹慎。專家們提出
警告，從1980年到2006年全美放射線
檢查增加了600%，研究報告指出放射
線是致癌因素，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發現放
射線可以引起白血病（Leukemia）、
甲狀腺癌、乳腺癌以及肺癌等，每次
要做CT檢查，須要三思而行，權衡利
弊，考慮是否有其他類似檢查手段，
比如超聲波、MRI磁共振檢查，對某些
人更應提高警覺，像孕婦、嬰兒、小
孩、青年人、中年人等，對放射線有
敏感的病人也要注意，在考慮CT檢查
時，同時也要考慮放射線對病人健康
的不利影響。
二，Madpage Today. January
2010，Circulatory Efforts Seen With
A-Bomb Radiation指出，原子彈爆炸
後生存者死於心臟病或中風的人數增
加，這條信息見於題目為“放射線對
循環系統的影響”，雖然還沒有科學
實驗證明，統計中顯示放射線劑量達
到0.5Gy或更高的劑量時，心血管系統
病變有偏高趨勢，据估計的Excess Relation Risk發病增加的相關係數，中風
是9%，心臟病是14%。
從前的臨床分析報告，包括任意
無選擇性統計（Randomized Control
Trails）顯示，放射線治療過的何金氏
病（Hodgkin’s
Disease）和乳腺癌
病人，他們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數增
多，雖然放射線有增加循環系統的病
症，但是其病理機制還不十分清楚，
而統計學的病例數據顯示，尚須臨床
繼續研究探討。
三，Madpage Today. Dec 14 2009
，報告了在加州方面的新信息，放射
線劑量超過以前的預測劑量，產生的
差異性很大。就同一檢查的放射線劑
量就有較大的差距。据加州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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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頭部CT，
其放射線劑量大
約為2 msv，腹部
及骨盆多階段CT檢
查，放射線劑量為
31 msv，心臟血管
（冠狀動脈）CT檢
查可在22 msv。
最近二十年來，1980年接受CT
檢查只有三百萬例，到2007年上升達
7000万例，增加了23倍還多。預測將
來癌症病人會增加29,000名，因爲日
本原子彈爆炸後統計顯示，低放射線
劑量，即10 msv的範圍，與癌症增加
有關聯，這是綫形統計（Linear Model），其機遇率在2%，一般情況下，
病人個別差異情況另當別論。
另外一個例題，若是40歲的婦女
作心臟冠狀動脈CT檢查，二百七十分
之一的人機遇率會產生癌症，若是男
性，其產生癌症機遇率為五百九十五
分之一，若是20歲，他們的機遇率將
增加一倍，若是60歲的人，其癌症機
遇率減半。
以上的估計是根據直綫型統計學
的理論，若有疑問，請參考原資料。
四，Madpage Today. Dec 2 2009
，在芝加哥會議的報告中說，乳腺癌
高危險性的婦女，家族史的乳腺癌婦
女，若20歲以前經過5次放射線照射，
她們比一般婦女增加了2.5倍的乳腺
癌發病率。據説，高危險性乳腺癌病
人，她的已受損基因（DNA-damaging
lonizing Radiation）對放射線敏感度
高，這一類病人雖然較少，但臨床醫
師應該要特別注意她們。
以上是簡單介紹放射線防護的概
念，以及歷史性的演進，尤其以近期
的轉變較大。放射線醫療已得到非常
普遍的應用。放射線量已接近低量而
有致癌性以及基因轉變的現象，受到
大衆高度關注。新型的放射線機器還
沒有普遍運用（同注2），目前也正是
放射線醫學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們暫
時提出幾點，希望能夠抛塼引玉，達
到共同認識的目的。

第 一
點，CT檢
查要有比
較嚴格的
適應症，
腹痛並非
一定要做
CT檢查，必須
發現有其他症狀才能決定，比如醫師檢
查發現化驗結果異常，或有腸梗塞、心
絞痛等，需作出綜合分析判斷，才能確
定是否需要CT檢查。
第二點，對孕婦的考慮，對胎兒、
嬰兒、兒童少年、青年的病情、家族史
要作綜合判斷，對胎兒的敏感期，如懷
孕8到16週的胎兒腦神經易受放射線傷
害，對幼兒甲狀腺等許多敏感的器官、
孕婦檢查時胎兒須作防護設施。
第三點，曾經做過多次CT檢查的
病人更應該注意，可以估計你已經受到
的放射線劑量，比如多次腹痛到急診
室，並多次接受CT檢查，尤其年輕人
是絕對要提高警惕的。
第四點，CT檢查快捷效率又高，
但是有時其他檢查完全可以替代的，比
如説肝膽病可以用超聲波檢查，許多如
MRI磁共振一樣可以檢查。
第五點，希望避免保衛醫學（Defense Medicine）而作CT檢查，比如説
病人頭部傷害，一切檢查正常，怕將來
病人有法律糾紛而作CT，尤其是對少
年及青年病人，更是應該竭力避免多次
CT檢查。
第六點，希望醫師、病人共同合
作，做好病人放射線劑量的檔案，將來
若發生放射線病症可以有依據。
以上内容摘錄自各種報告，作爲推
廣保健醫學的參考，讀者若想獲得更多
信息，請參閲各類研究報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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