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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至108年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建

置委託研究計畫勞務採購案 (「107年」年度計畫) 
 
 

摘要 

  目前食品安全是全民重視的社會議題之一，尤其是輻射食

品，而為了減輕民眾對輻射食品的疑慮，且提升社會大眾對

於輻射食品檢驗分析能力的信心，加強台灣北部地區的輻射

防護與食品檢驗分析能力是當前相當重要的課題，故北部地

區專業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的成立與完整的檢驗分析

技術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本計畫於 107年度完成了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

測系統與手提式輻射偵檢器設備的採購。在檢驗分析技術與

能力上，已提前在計畫時程內完成全國認證基金會游離輻射

領域之認證，並積極參與了國際 IAEA與TAF所舉辦的實驗室

能力試驗，本實驗室所提供檢測數據經比對後全數通過，不

僅能增強社會大眾對於實驗室檢驗分析能力的信賴度，更能

確保社會大眾食品的安全，為全民做好健康把關。  

  此外，為能充份利用實驗室的儀器，提高設備的效能，本

實驗室不只持續訓練檢驗分析儀器設備相關專業操作人員，

且進行民生消費食品檢驗分析作業，更將儀器設備結合至陽

明大學實習體驗課程中以及對外開放實驗室參訪，安排學生

參訪儀器設備導覽或實際操作儀器設備，以提升整體教學水

平與增進輻射專業知識，且讓一般民眾了解本實驗室所提供

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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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在實驗室建置完成後，將會對台灣北部地區的食品

與環境樣品檢驗分析之能力有相當大的提升，並在災害預

防、災害處理、輻射專業知識教育等方面，都將會有著相當

程度的提升與助益。  

 

關鍵字：核子事故、食品檢驗分析、高純鍺偵檢器、比例計

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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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對於境外輻射災害防範與國內進口輻射食品的控管，是

世界各國緊急應變與邊境管制國家政策內相當重要的項目

之一，無論國內外發生的核子事故是區域性的輻射污染事故

或是小範圍的污染事件，其影響範圍可能包含各項民生消費

食品的生產地與食品加工廠區，且輻射可能在民生消費食品

生產或製造過程中造成污染，因此我國應盡速建立專業的輻

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當國內外發生各式輻射災害事故

後，能有效地建立食品與環境的相關管制策略以及值得信賴

的放射性污染檢驗分析技術與能力，其中包含了民生消費食

品與環境兩樣檢測項目，以保障民眾食住的安全。  

本計畫由105年執行至今，已由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進行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

的建置，並建立具公信力的標準檢驗分析技術與執行相關檢

驗分析作業，以期能大幅提升北部地區民生消費食品與環境

試樣的輻射檢驗分析能力。105年度已採購純鍺偵檢器能譜

分析系統一套並建立加馬能譜分析系統作業程序書，進而培

育多位加馬核種能譜分析操作人員。106年度採購純鍺偵檢

器能譜分析系統一套、碘化鈉加馬能譜分析系統一套並編寫

碘化鈉加馬能譜分析系統作業程序書，以及建立對民生消費

食品的輻射檢測能力。107年度採購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

數器計測系統一套、手提式輻射偵檢器一套，並編寫自動低

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作業程序書與建立環境

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 108年度預計採購液態閃

爍計數器系統一套、手提式輻射偵檢器一套，以及建立液態



  
   

 

 
1-6 

閃爍計數器作業程序書，並完成實驗室TAF認證，項目為游

離輻射領域中的加馬核種分析，子項目為食品與環境保護中

的沉積物、草樣與蔬菜，其中環境樣品不含灰化的前處理。  

目前 105、 106年度的計畫目標皆依規劃時程內執行完

成，順利建置純鍺偵檢器能譜分析系統兩套與碘化鈉加馬能

譜分析系統一套。目前為計畫執行的第三年，已完成低背景

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與手提式輻射偵檢器之採

購，並完成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手

提式輻射偵檢器操作與人員訓練程序書的編寫，且建立環境

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此外亦已提前完成實驗室

TAF認證。  

 
1.1. 計畫目標 

本 (107)年度的計畫目標如下：  

(1) 完成採購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一套、

手提式輻射偵檢器一套，以及完成設備點交、裝置、測

試與驗收等工作。  

(2) 完成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作業程序書1份。  

(3) 完成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操作人員訓練程序書1份。  

(4) 完成建立手提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備作業程序書 1

份。  

(5) 完成建立手提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備操作人員訓練

程序書1份。  

(6) 完成建立對環境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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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實驗室品質系統及品質手冊暨相關品質程序書，包

括文件管制作業程序書、紀錄管制作業程序書、人員管

理及訓練程序書。  

(8) 完成研究成果報告1篇。  

 

1.2. 計畫時程 

本計畫「105年至108年北部輻射災害放射性分析備援實

驗室建置案」，107年度預計依下列時程執行各計畫項目，如

下所述：  

107年02月23日：參加國立陽明大學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  

107年03月05日：進行例行工作報告  

107年03月26日：進行實驗室TAF正式評鑑  

107年03月15日：參加2018 IAEA能力試驗  

107年03月30日：參加TAF 2018實驗室主管在職訓練  

107年04月01日：辦理儀器設備採購案，辦理公開招標  

107年04月03日：完成改正TAF評鑑NC 

107年04月16日：進行第1期款請款  

107年04月23日：評鑑資料核決，TAF評鑑正式通過  

107年05月08日：儀器設備採購案開標並順利決標  

107年05月09日：參訪核研所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相關實驗

室  

107年05月14日：進行例行工作報告  

107年05月15日：香港理工大學師生參訪實驗室  

107年06月11日：接收 IAEA能力試驗樣品  

107年06月12日：接收核研所能力試驗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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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7月05日：完成期中報告書  

107年07月15日：安裝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107年07月18日：進行期中會議  

107年08月07日：繳交TAF委託核研所107年度環境試樣放射

性核種分析能力試驗數據  

107年08月15日：建立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作業程序書  

107年08月15日：進行第2期款請款  

107年09月16日：繳交 IAEA能力試驗數據  

107年09月10日：建立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操作人員訓練程序書  

107年09月25日：建立環境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  

107年09月26日：進行例行工作報告  

107年10月02日： IAEA能力試驗數據通過  

107年10月20日：建立手提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備作業程

序書1份  

107年10月24日：陽明大學大一大二不分系參訪實驗室。  

107年10月25日：建立手提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備操作人

員訓練程序書1份  

107年10月31日：TAF委託核研所107年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

種分析能力試驗數據通過  

107年11月06日：通知進行設備驗收  

107年11月06日：進行資本門經費請款  

107年12月05日：驗收儀器設備  

107年12月06日：完成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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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告內容 

本期中報告章節內容包含：1.前言、2.計畫進度、3.計畫

時程、4.結論，其中計畫進度又分別說明：2.1儀器採購、2.2

實驗室TAF認證、2.3人員訓練與相關程序書、2.4能力試驗、

2.5儀器設備運用、2.6經費申請與報告提交、2.7經費統計，

如以下各節內容說明。  

 
2.   計畫進度 

2.1. 儀器採購 

本年度所需採購之儀器如下：  

(1) 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兩吋計測

盤，可自動讀取20個以上樣品 )，並可提供執行試樣總阿

伐與總貝他計測。  

(2) 手提式輻射偵檢器提供執行劑量率度量以及污染偵測。  

本實驗室設備採購已由校方依政府採購法於107年4月1

日進行招標作業，107年5月8日完成開標並順利決標，並於

107年07月15日完成裝機作業，107年12月05日由原能會相

關單位執行驗收程序完成。  

 

2.2. 實驗室TAF認證 

本實驗室已於去年完成TAF認證相關品質文件與程序書

之編寫，並完成實驗室之環境建置，於106年11月15日正式

送 出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的認證申請文件，申請項目為游離輻射領

域中的加馬核種分析，子項目包含食品與環境保護中的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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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草樣與蔬菜，其中環境樣品不含灰化的前處理。107年2

月5日完成初訪作業與線上文件審核等事項，107年3月26日

2位TAF審查委員蒞臨本實驗室進行正式評鑑作業，107年4月

23日評鑑資料核決，本實驗室藉由實驗室全體同仁之努力，

得以比計畫進度提前一年正式通過TAF認證，證書如附件一。 

 

2.3. 人員訓練與相關程序書 

實驗室主任、品質經理與技術經理已於 106年度完成TAF 

ISO/IEC 17025 18小時訓練並通過，相關資料如附件二。依

107年人員訓練計畫之規範，如表2-1，實驗室人員參加2018

年測試、校正與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主管在職訓練、輻

射防護教育課程，人員訓練之課程介紹如表2-2、表 2-3、表

2-4。於 107年 5月9日本實驗室派員參訪核研所總阿伐貝他活

度計測相關實驗室，進行相關專業知識與測試方法的學習，

並建立對環境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相關資料如

表 2-5，以及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手提式輻射偵檢器作業與人員訓練程序書，相關資料如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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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7年人員訓練計畫  

 

107年人員訓練計畫 

日期 單位 訓練項目 時數 人員 備註 

107年 TAF 

2018年測試、校正與土木

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主管

在職訓練 

8 
黃上容 

 
 

107年 
陽明 

大學 
輻射防護課程 3 林芳薏  

107年 
陽明 

大學 
輻射防護課程 3 黃上容  

107年 
陽明 

大學 
輻射防護 3 劉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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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實驗室主管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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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輻射防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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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輻射防護教育訓練成績 

 

  



  
   

 

 
2-15 

表 2-5：核研所參訪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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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能力試驗 

本實驗室今年所參與的能力試驗有兩場包含： IAEA

「2018年能力試驗」與TAF「107年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

析能力試驗」，皆於6月份取得能力試驗用之試樣。107年10

月02日 IAEA能力試驗數據通過，107年10月31日TAF能力試

驗數據通過。相關資料如表2-6、表2-7、表2-8、表2-9。  

 

 

表 2-6：能力試驗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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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TAF能力試驗數據與結果  

 

 
  



  
   

 

 
2-18 

表  2-8： IAEA能力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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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IAEA能力試驗數據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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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儀器設備運用 

本實驗室採購之儀器設備除了應用於食品與環境樣品之

檢驗外，也多方運用於教學、研究與開放參觀等用途上，其

中儀器設備結合國立陽明大學醫放系的放射物理實驗學課

程，安排學生使用相關儀器設備進行實際操作，以增加學生

實際操作經驗與提升整體教學水平，相關資料如表2-10、表

2-11。  

同時本實驗室開放儀器設備參觀與解說，給予一般民眾

與各機關單位進行實驗室導覽，除能提供參訪名眾輻射領域

的專業觀念，深具教育意義外，更能提升一般民眾對本實驗

室的瞭解與信任。於107年5月15日香港理工大學師生及107

年 10月 24日本校大一大二不分系學生前來參訪本實驗室包

含：HPGe、NaI、比例計數器、手提式偵檢器等儀器設備，透

過本實驗室相關人員的介紹，有效地達到教學與推廣的功

效。本實驗室所有儀器設備運用相數據資料如表2-12。  

 

 

表 2-10：教學課程內容 

 

時間  地點  內容  

13:30~13:40 
全聯福利中心  

(東華街 ) 

學生點名 (1、2組 )、

(3、4組 ) 

13:40~14:30 
全聯福利中心  

(東華街 ) 
採購民生消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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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30 
輻射度量分析中心  

(研究大樓103室 ) 

NaI儀器設備原理與操

作教學  

16:30~17:30 
輻射度量分析中心  

(研究大樓103室 ) 
NaI儀器設備實作  

 

表 2-11：教學課程-檢測結果 

 

組別 檢測樣品 檢測結果 

A1 小魚乾、杏仁、芋頭、香蕉 N 

A2 香蕉、比菲多、寶礦力、繽紛樂巧克力、布蕾塔 N 

A3 深海魚、香蕉、海苔 N 

A4 香蕉、美國牛肉 N 

B1 福樂堅果牛乳、萬歲牌堅果、胡羅蔔 N 

B2 鹽、金針菇、菠菜、牛蒡 、燕麥、巧克力球、餅乾 N 

B3 加鹽杏仁、乾燥海帶芽、海苔洋芋片 N 

B4 杏仁小魚乾、綜合堅果 N 

備註 

1.「N」為未檢出人工核種 

2.本次試驗僅為儀器設備教學測試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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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實驗室儀器設備運用整合表 

 

編號 實驗室儀器設備名稱 檢測項目 使用狀況 

1 高純鍺偵檢器(HPGe) 

每日品保 

每月品保 

每季品保 

定期試樣檢測

實驗課程 

120小時/月 

2 碘化鈉(NaI) 

實驗課程 

定期試樣檢測 

30小時/月 

3 比例計數器 

實驗課程 

定期試樣檢測 

25小時/月 

備註  

 

 

2.6. 經費申請與報告提交 

107年度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5,098,210元之撥付，原能會

應依下列方式撥付：   

(1) 第1期款：於107年3月15日前，本校與原能會簽署107年

合作備忘錄及提出 107年度期初報告，並經機關審查同

意後，由本校憑收據或發票向機關申請撥付總計畫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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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門經費30%(即新臺幣389,463元整 )。已於107年04月

16日進行第1期經常門經費請款。  

(2) 第2期款：於107年7月15日前，本校提送107年度期中報

告並經機關審查完成認可後，由本校憑收據或發票向機

關申請撥付總計畫之經常門經費50%(即新臺幣649,105

元整 )。已於107年08月15日進行第2期經常門經費請款。 

(3) 第3期款：於107年12月6日前，本校提送107年度期末成

果報告，經機關審查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由本

校憑收據或發票向機關申請撥付總計畫之經常門經費

20%(即新臺幣259,642元整 )。已於107年12月06日進行

經常門經費請款。  

(4) 資本門經費 (研究儀器設備費 )(即新臺幣 3,800,000元

整 )於107年12月15日前由本校檢附相關採購、驗收文件

(公告稿、招標記錄、合約、驗收證明單及收據或發票影

本等 )向機關申請付款，經機關審查及實地驗收後，撥付

本校，採購賸餘款不予撥付。已於107年12月06日進行

驗收完成並進行資本門經費請款。  

 

2.7. 經費統計 

本計畫之全程計畫經費為17,000,000元，共分三年五個

月執行，第一年 (105年8月起始 )經費為2,705,370元、第二年

經費為4,098,210元、第三年經費為5,098,210元、第四年經費

為5,098,210元。第三年之人事費如表2-13，總金額為844,200

元，設備費如表2-14，總金額為3,800,000元，其他研究費用

如表2-15，總金額為454,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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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107年度人事費 

（一）人事費用： 

項  目  名  稱 
每週工作

時數 
本計畫內工作月數 

月支工作酬金

（元） 

小  計

（元） 

第三年         

研究主持人費 20 12 9,600 115,200 

碩士專任研究助理

費 

40 13.5 28,800 388,800 

學士專任研究助理

費 

40 13.5 25,200 340,200 

     小計 84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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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107年度設備費 

（二）設備費（含資訊設備費）： 

項  目  名  稱 用   途 金    額(元) 備  註 

第三年    

全自動低背景阿伐/貝他比例計

數器計測系統(兩吋計測盤，可

自動讀取20個以上樣品) 

提供執行試樣總阿伐

與總貝他計測 

2,950,000  

手提式輻射偵檢器 提供執行空間劑量率

度量以及污染偵測。 

700,000  

雜項設備費 效率與能量校正射源 100,000  

雜項設備費 資料處理電腦 50,000  

  小計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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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107年度其他費用 

（四）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項  目  名  稱 用   途 金額(元) 備註 

第三年    

座談會出席費 與學者專家討論，一次1630元/五次 8150  

報告印刷費 印製期中、期末與相關報告 16260  

差旅費 至輻射偵測中心學習，高鐵來回

1200*2、日支費350、共4人次 

11000  

設備購置、使用與維

護費 

設備金額5%估算 162600  

其他經費 規費、試管、器皿、五金等耗材 81500  

雜支費 投稿費、刊登費、英文編修費(百分

之五) 

56500  

行政管理費 百分之十 118000  

  小計 45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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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時程 

本年度之計畫於107年1月份起始，時程如表  3-1，  [設

備採購 ]項目已於107年4月1日進行採購作業，於5月8日儀器

設備採購案開標並順利決標。 [技術學習，培育人員 ]項目依

107年人員訓練計畫進行，於107年2月23日進行黃員與林員

的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且成績及格。  

 [設備點交、裝置、測試與驗收 ]項目已於107年12月5日

與原能會相關單位至現場完成驗收程序。[建立對環境試樣之

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 ]項目已於 107年 5月 9日至核研所

參訪以學習相關的專業技術與能力，並於107年9月建立環境

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  

[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作業

程序書 ]、[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

操作人員訓練程序書 ]、 [建立手提式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

備作業程序書 ]、 [建立手提式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設備操作

人員訓練程序書 ]等項目已於107年5月9日至核研所參訪後，

在了解相關專業技術流程與人員訓練重點後，開始編寫相關

程序書，並於107年10月25日編寫完成。  

[實驗室品質系統及品質手冊暨相關品質程序書 ]項目

中，部分品質手冊與文件已提前於106年完成，且所有品質文

件已於TAF正式評鑑後參考評鑑意見進行修正，並於107年4

月3日修正完成。 [參加能力試驗 ]項目已報名參加TAF委託核

研所「107年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能力試驗」與 IAEA

「2018年能力試驗」，於6月已取得各能力試驗樣品，且照各

能力試驗規範進行，並於107年8、9月繳交能力試驗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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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107年10月確認全部項目皆通過。[儀器設備相關

運用 ] 高純鍺偵檢器 (HPGe)執行項目包含每日品保、每月品

保、每季品保、定期試樣檢測、實驗課程。碘化鈉 (NaI)執行

項目實驗課程、定期試樣檢測。比例計數器執行項目包含實

驗課程、定期試樣檢測。  

[撰寫研究成果報告 ]項目已於107年7月完成期中報告一

篇，今年度之計畫項目進度皆已按照計畫時程規劃完成，且

均符合招標與契約規範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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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07年度進度甘特圖 

六、預定進度：第三年(107年) 

107年月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 

註 

1. 設備採購              

2. 技術學習，培育人員              

3. 設備點交、裝置、測試與驗收 
             

4. 建立對環境試樣之總貝他活度

計測能力 

             

5. 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貝他

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操作程

序書 

             

6. 建立全自動低背景阿伐/貝他

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操作人

員訓練程序書 

             

7. 建立手提輻射偵測儀器等相關

設備操作程序書與操作人員訓

練程序書 

             

8. 實驗室品質系統及品質手冊暨

相關品質程序書 

             

9. 撰寫研究成果報告              

10. 參加能力試驗              

11. 儀器設備相關運用              

12. TAF 認證             提前完成 

13. 實驗室營運規劃             提前進行 

14. 實驗室開放對外服務與參訪              

工作進度估計百分（累積 數） 
5.3 

% 

10.5 

% 

15.8 

% 

21.0 

% 

29.0 

% 

42.1 

% 

52.6 

% 

63.1 

% 

71.1 

% 

81.6 

% 

92.1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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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目前執行本計畫第三年的工作項

目，而本年度計畫內各項目皆依照時程進行規劃與作業並完

成工作。儀器採購部分已按規畫於107年4月1日進行低背景

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系統、手提式輻射偵檢器的採購

作業。環境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部分，按規劃於

107年5月9日至核研所學習相關標準計測流程，在具備完整

專業技術與了解整體檢驗分析流程後，開始編寫相關儀器作

業與操作人員訓練程序書，並於107年10月25日編寫完成。

人員訓練部份，已安排實驗室人員於107年2月23日參加輻射

防護教育訓練課程並順利通過測驗。  

為了提升本實驗室民生消費食品與未灰化環境試樣輻

射檢測之公信力與能力，實驗室已提前完成TAF認證並正式

通過。此外為持續提升實驗室整體檢驗能力，報名參加核研

所「 107年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能力試驗」與 IAEA

「2018年能力試驗」，並於107年8、9月繳交能力試驗各項

目數據，於107年10月確認全部項目皆及格通過。  

而至於本實驗室對外進行技術服務的部份已於 107年 9

月1日期正式對外服務，於是已建置了實驗室專用網站與實

驗室 FB粉絲團等宣傳平台，另外也將行文於各地區衛生單

位、海關或有食品檢驗分析服務需求的相關單位，告知本實

驗室已正式對外提供食品建驗分析服務，而目前已有相關需

求之顧客寄送檢驗分析試樣至實驗室進行食品檢驗分析，相

關資料如附件四，故證實了建置本實驗室確實對於目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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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而言，是相當需要且重要的，故本實驗室將持續維持並

強化檢驗分析能量持續為民眾健康把關。  

在建立環境試樣之總阿伐貝他活度計測能力上，本實驗

室雖已完成檢驗分析專業技術學習，並了解相關檢驗分析程

序及相關作業與人員程序書，但仍需透過實務檢驗經驗豐富

的單位，例如：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核能研究所

等，進行經驗傳承與技術指導，以持續按照時程規劃內容執

行與完成計畫進度。  

接下來為本計畫的第四年預計將依照計畫進度，進行時

程規劃執行項目包含建置液態閃爍計數器操一台、建立對含

氚 -3、碳 -14之活度計測能力、建立液態閃爍計數器操作程序

書與液態閃爍計數器操作人員訓練程序書、實驗室TAF 認證

作業、研究成果報告等。我們將持續努力，順利達成本計畫

所訂定的時程與目標，完成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之建

置，以提昇國內核子事故之應變能力與放射性核種檢驗分析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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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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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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