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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曾創造以權重組合表示輻射劑量之方法。

1977 年，ICRP 提出一個未命名的加總公式用來與限值作比較： 

          (1) 

式中， 為組織T之組織加權因數； 是組織T的等效劑量(dose equivalent)；

是建議的年等效劑量限度（recommended

Tw TH

LwbH ,
 annual dose equivalent limit）【1】。

此加總公式於稍後發表之ICRP-28報告【2】中命名為有效等效劑量（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於ICRP-26報告中對此劑量限度作說明：對個人所接受的體外和體

內曝露限度，其深部等效劑量對等效劑量限度之比例加上各核種攝取量除以各核

種攝取限度之總和不得大於一： 

          (2) 

dIH , 為一年累積深部等效劑量； 為等效劑量年限度； 第 j 個核種的攝取；

是對此核種的一年攝取限度。公式(2)意指結合將體外輻射與五十年約定等效

劑量之體內輻射合併計算，作為年劑量。 

LEH , jI

LjI ,

 
 1979 年，ICRP 提出”討論全年所攝入之放射性物質導致對組織 T 之總約定

等效劑量(total committed dose equivalent)”【3】。 在 ICRP-30 報告【3】以及同期

的出版物中，此量是以 和 表示之。其中一個定義： TH ,50 50H

       (3) 

其中， 是核種j之源器官S於 50 年內之放射性過渡(radioactive transition)的次

數，SEE(T
SU

S)I是由源器官S造成沉積於靶器官T的放射類型I之特定有效能量

（specific effective energy）。ICRP-30 報告中陳述：每單位的攝取量（per unit 
uptake）造成之H50,T 是經特定路徑所攝取單位活度核種造成器官T的約定等效劑

量。有關每單位攝取量（per unit uptake）造成劑量之係數可以下列不等式表之： 
 

       (4) 

 - 2 - 



 
此式演變為推定年限度攝入（stochastic Annual Limit on Intake， ALI）。儘管在稍

早的報告中曾出現”約定有效等效劑量（committed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

但是較正式的定義是在ICRP-42 報告【4】中提出，不過並沒有明確的公式表示

之。 
 

即便於 1980 年代，ICRP 都尚未為加總公式命名， 
 

 
       
或者是HE + H50,E的總和，儘管顯而易見地它們都由公式(2)衍生而來。在 80 年代

中期，美國核管會之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10 CFR 20【5】、美國能源部命令

5480.11【6】以及工作人員之輻射防護(Radiation Protection for Occupational 
Workers)之修訂初稿均命名公式(4)為全身有效等效劑量(total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但是在 1987 年， 美國聯邦職業曝露輻射防護指引(US Federal 
radiation protection guidance for occupational exposure)【7】仍未為此式命名。 
 

有趣的是，1987 年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卻是第一個定義後來所謂的劑量係數(dose coefficients)的單位。EPA定義hT,50 為

對器官或組織T的組織等效劑量轉換因數(tissue dose equivalent conversion factor 
for organ or tissue T) ，以 Sv Bq-1表示。換言之，即為每單位攝入核種所造成的

約定等效劑量，以及，hE,50 如同有效等效劑量轉換因數(Sv Bq-1)，或是，每單位

攝入核種所造成之約定有效劑量，其關係為： 
 

           (5) 
 
EPA 莫名其妙地倒轉了 ICRP 使用因數下標符號的次序。 
 
在 1989 年，ICRP提出年齡依存性(age-dependence)之觀念，對於個人於年齡 t0時

之攝入所造成在年齡t之器官T的等效劑量率 ( )0, ttH T
&  可表示為： 

 

        (6) 
 
其中，qS,j(t)是年齡t時，核種j在源器官S所呈現的活度。SSE有年齡依存性，c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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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數【8】。同樣的，在 1989 年，提出”靶器官或組織T的總有效劑量(total dose 
equivalent)由在年齡t0單次攝入核種累計到 70 歲所造成的劑量”，可表示為： 
 

          (7) 

 
因此，在 1989 年，相同的量有三種不同標示方法H50,T, H50 及 HT

 (20).。 
 
 同樣的，在 1989 年，劑量係數(dose coefficient)一詞定義為每單位攝入活度

的約定或是積分的組織等效劑量與有效等效劑量(Sv Bq-1)【8】，但沒有數學公式

說明。第一部份的定義與每單位吸收H50,T (Sv Bq-1)相同。在ICRP-56 號報告【8】

附錄B首次出版呼吸劑量係數。 
在 1990 年的建議書裡，ICRP放棄以Q 來表示平均射質因數，而以新的輻射

加權因數 wR  表示【9,10】，並同時提出有效劑量（effective dose）： 
 

          (8) 
 
其中，DT,R是輻射種類R、 輻射加權因數wT所造成組織T之吸收劑量。 
 
 對體外劑量而言，可以利用一個或合併數個測量值直接推斷全年DT,R.值；然

而，依據公式（3）而將體內體外劑量合併計算有其困難。此困難在於無法從此

公式清楚解釋年有效劑量（annual effective dose）的意義。因此，從公式（8）的

劑量率域 (dose rate domain) 作一次微分： 
 

         (9) 
 
其中，點(dot)表示時間的微分。接著，對公式（9）積分可得年劑量： 
 

        (10) 

 
其中，t0 是一年的開始時間。公式(10) 相當適合計算體外劑量，但對攝入而造成

之約定吸收劑量是不正確的，因為： 

(1) 排除了以前攝入放射性物質所造成的吸收劑量率 RT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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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式(10)的積分上限對成人應為t0 + 50 年，對兒童應為 70 年，而不是t0 + 1 年。 

ICRP 於合併體內體外劑量時並沒有使用公式(10)之近似方法，或許因為積分的

上限不同會造成混亂。他們使用τ 來代表積分的區間，ICRP 定義約定等效劑量

為： 

 

         (11) 

 

約定有效劑量則為 

 

           (12) 
 
在此，ICRP 只陳述”限度應用於特定時段的體外曝露造成的相對劑量與相同特定

時段間攝入體內曝露 50 年約定劑量(兒童則為 70 年)的總和”，位於 ICRP-60 號

報告【9】表六之附註。 
此總和可表示為： 
 

              (13) 

 
就作者所知，於 ICRP 報告中並沒有對公式(13)命名。 
 

事實上，對於由呼吸或是攝食而聚集於體內的放射性核種所造成的全年劑量是

以攝入量乘以一呼吸或攝食”劑量係數”，例如：在年齡t0每單位攝入的約定等效

劑量為e(t0)inh 或 e(t0)ing，單位為Sv Bq-1 。此標記法係借用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11】。IAEA具體說明劑量限度是依據

各個年齡群的總有效劑量(total effective dose)比較驗證而來，ET由下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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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其中，此加總涵括各個核種 j。IAEA 意識到須對此公式作命名，至少對其操

作上的形式給定一明確的名稱以及一數學符號。他們選擇美國在 90 年代初的法

規中使用的”total”來形容公式(14)的不平常的時態加總。 
當然，公式(14)與公式(13)是不一樣的，因為公式(13)中，Hp(d)是用來估算E，

而公式(14)的計算E( )是使用兩個推算的值(攝食和呼吸)。 
 
因此，使用ET便有兩個缺點，首先是公式(13)與公式(14)是兩個不同性質的加

總，前者是不可量測且為預測的量值，後者是依量測結果、程序、工作場所狀況、

個人攝入歷程或是個人化特點推斷而來的量。第二個困難就是T是”總和(total)”
的意思，而T是表示組織或是器官。 

基於這兩項缺失，在這裡提議 ICRP 定義這兩個量： 
 

         (15) 
 
以及 
Total personal effective dose 

          (16) 
 
每一個量都有特定曝露時間，像是”全年(annual)”或是”終生(lifetime)”。而年總

有效劑量（’’annual total effective dose”）就為全年內所有體外輻射與所有攝入的

所造成之劑量結果。另外，ICRP應採用IAEA的報告中所使用等價和有效劑量係

數標記法。 
對於老年人之攝入所造成之 50 年約定有效劑量亦為一個議題。 
對 ICRP 而言，現在應是為這些量命名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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