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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之防護系統主要係基於量化之防護標準的原則，並輔以達

成防護之最適化程度的先決條件，該系統的設計目的主要是因應經不同游

離輻射照射所伴隨之危險度，而提供不同程度的個人防護。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所作之結論為，2005 年建議書(1)應建基於簡單、可

廣為應用之通用性防護系統，其目標清晰易懂，並可提供作為建立更正式

系統架構之基礎。建議書針對特定射源建立個人年劑量之量化限度(limits)

及約束值 (constraints)，此等限制值可適用於真實個人或代表性個人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依此而訂定ㄧ般人之輻射

曝露的量化限制值。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於先前曾採用關鍵群體(critical group)之概念，其係

定義該等民眾於一特定或ㄧ組輻射源接受最高之輻射曝露。新建議書更新

並修改了先前之導則，以評估一般人之年劑量。雖然於此報告係強調針對

預期曝露狀況(prospective exposure situation，即ㄧ般人於未來所受劑量)，但

部份之導則仍針對既往劑量(retrospective dose，即已接受之劑量)。 

每ㄧ特定個人接受ㄧ輻射源所造成之劑量大小與許多因素有關，如時

間、位置、放射性核種於環境之遷移狀況，以及個人之特性。個人特性包

含生理參數(如呼吸率)、飲食資訊(如不同實務之攝食率)、住所數據(如不同

型態之居住所)、當地資源之使用(如農業資源)、娛樂活動(如游泳)，以及與

評估年劑量所需之其他個人特定資訊，而且與評估劑量有關之特性資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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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曝露情境(exposure scenarios)；一般而言，與評估曝露有關之資訊如飲

食、居住等，均視為生活習性數據(habit data)。 

1.1 目標 

本報告之目標為提供一個人劑量評估導則，以合乎建議書中對於一般人

防護之要求，由於一般人之個人輻射劑量無法以監測方式而得；因此，必

須提供導則，以知如何評估個人輻射劑量及如何決定其是否合乎限度之要

求。 

由於 ICRP 之防護系統持續發展及制訂，而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之建議

成為許多國家制定法規之基本要素，故導則之更新更為需要。除了於 ICRP

內部制訂相關導則外，使用更精密之電腦及軟體工具以執行評估之能力亦

已完成；現行劑量評估可得到機率性之結果，亦即以不準度方式表示劑量

分佈結果。導則更新之目標涵括修訂 ICRP 防護系統，以便與個人劑量評估

之方法ㄧ致；為能比較劑量約束、最適化防護及協助緊急狀況之規劃與決

策，亦力求評估一般人劑量之方法能清晰易懂。 

輻射源及個人輻射曝露為各種類別曝露(如職業、醫療及一般人曝露)之

基本要素，惟須了解所欲評估之個人及其所受劑量的特性。針對職業曝露，

其於工作過程受到劑量，故以工作時所受者為原則，其一般多為直接輻射

源造成個人曝露，須進行個人曝露監測及評估並予記錄。相同的，針對醫

療曝露，個人曝露與其接受醫療診斷或治療有關，其輻射源及個人接受曝

露通常很明顯。 

於ICRP-81 報告(2)提供長半化期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個人防護導則。 

2005 年建議書(1)將曝露狀況分為三大類：實踐(practices)、已存在狀況

(existing situations)及緊急狀況(emergency situations)。委員會使用實踐以註

明部分因人類蓄意行為而介入或維持、或有潛在之輻射曝露影響。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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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乃針對既存輻射源及其所可能介入之非蓄意、不恰當，或已放棄之過

去的人類活動行為，於許多情況下，僅能以上修改曝露途徑的行動方式來

管制已存在狀況。緊急狀況與非故意或非預期事件有關，其所受曝露之程

度會導致須考慮對策方式。 

一般人防護預期曝露狀況之劑量評估可以確定性(deterministic)或機率

性(probabilistic)方式為之，無論採用任一方式，當使用不確定之參數時應註

明其不確定度；於確定性方式評估時會建立單一計算結果，不確定度僅提

供作為確認其選用參數值不會低估劑量值；於機率性方式評估時則會考慮

每一參數之可能的數值範圍，而計算得到劑量分佈結果。 

針對已存在狀況之曝露的決定，可以利用量測數據及其他與位置特性有

關之習性數據而得，採用廠址特性數據可大幅降低評估劑量之不確定度，

如同針對ㄧ般人接受之曝露進行既往劑量評估，量測數據及習性數據之固

有變化性會造成可能之劑量分布結果。 

1.2 背景說明 

ICRP-7 報告(3)首先提出關鍵群體(critical group)之概念，其提供一可作為

是否符合委員會建議之評估條件，該報告之第十五節述明： 

「某些關鍵途徑所存在之關鍵核種不一定會造成設施外之不同民眾接

受相同之曝露，其通常會有一或二群組民眾因其特性(如習性、位置或年齡

等)而接受較設施外其他民眾更高的劑量；因此，必須予以個別考量，此名

之為關鍵，於實務上界定該等群體需參酌下列各項而判斷之，部分與影響

日常檢查之設計因素相同： 

‧ 潛在受曝露群體之位置及年齡分布 

‧ 飲食習性(如特別之食料及攝食量) 

‧ 特別之工作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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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之種類(其屏蔽之特性) 

‧ 本土化生活習性(如待在室內之時間、洗燙衣物之頻次) 

‧ 嗜好(如休閒釣魚、日光浴) 

設施附近及部分較遠之位置會有不同之民眾群體；可能包括成年男性、

成年女性、懷孕婦女及孩童；可能個人所攝食之食物係採用特別方式準備

或於特別之位置所生產；或為特殊產業之人員。關鍵群體之概念提供一基

礎牢固且可行之方法，以符合委員會所提有關一般人(members of the public)

之建議…」 

第十六節則提及： 

「關鍵群體可以界定其為於均勻輻射劑量之群眾間接受到較高曝露的

代表性個人，意即考慮第十五節所述於考慮特定情形下影響劑量之因素

者。」 

第十七節則提及： 

「若關鍵群體以此方式界定，需選擇合適之代表範例群組並研究評估其

真實或潛在曝露，該範例群組之平均曝露可視為較高曝露個人及委員會建

議之一般人最高可容許劑量(maximum permissible dose)之代表性平均曝

露，範例群組之劑量值的散佈與個人特性(如新陳代謝率)之量測均勻性有

關，其會影響所接受劑量，不同個體間之差異增加會導致關鍵群體之個人

劑量散佈更大；因此，必須有所認知的是在關鍵群體外，可能會有少數個

人之生活習性及特性會與傳統者有很大之不同，如此因個人癖好關係有時

會造成接受較關鍵群體更高劑量之情形。」 

關鍵群體之概念持續使用於ICRP之報告，並廣泛使用於輻射防護領

域，ICRP-43 報告(4)之 67 節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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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極端之情形，為求方便可以單一假想個人(single hypothetical 

individual)來定義關鍵群體，例如對於未來之狀況無法詳細了解其特性，通

常關鍵群體不能僅由一個人所組成以免失去其均勻性，因此關鍵群體之規

模至多為數十人(a few tens of persons)所組成，於少許狀況如許多人都均勻

接受曝露時，關鍵群體之規模會增大，導則中有關關鍵群體之規模勢必受

到牽連，例如生活習性調查不須侷限於關鍵群體之個人，不會因為極端地

一或兩個人而影響平均值。」 

1990 年ICRP-60 報告(5)中述及： 

「關鍵群體係由接受較高曝露者中選出具代表性個人，此必須考慮輻射

源所造成之劑量為合理均勻，關鍵群體之成員所接受劑量會較群體平均所

接受劑量為高或低。」 

委員會持續為 ICRP-7、ICRP-43 及 ICRP-60 報告所發展，為評估合乎劑

量約束而選擇之個人的原則背書，而 2005 年建議則特別強調輻射源相關之

個人劑量。本報告之目的即為考量最近之經驗及強化一般人劑量評估之應

用概念。1.3 基本原則及概念 

於實踐及已存在狀況，因應管制及管理之目的，民眾之劑量約束係以年

有效劑量之形式表之，此劑量並不包含醫療或與職業相關輻射源所造成之

曝露，當決定一般人之劑量約束時，委員會即認知一般人之年有效劑量評

估，會有固有之變化且會有許多天然暫態極端曝露情形，委員會相信部份

個人超過劑量約束的機率很低。 

委員會設定一般人之約束係基於假設個人於未來數年持續接受曝露之

狀況，於任何時間受曝露之群眾均涵括各種年齡層之民眾，而當預期之曝

露發生時，群眾中之不同年齡層的個人均能受到適當之輻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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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情形下無法對所有群眾之個人進行直接之劑量監測，因此須針對

環境途徑(environmental pathways)如房子內之氡氣或於空氣或水中放射性

核種的濃度所造成之個人曝露。由於無法直接測量一般人之劑量，因此須

利用環境之放射性濃度及特定之生活習性數據來預估劑量，評估劑量範圍

可採用點值評估(point value estimate，即確定性方法)、劑量分布評估(機率

性)或綜合兩種方式，此時決策者須藉助導則以決定是否符合相關限度。 

於某些狀況下，如意外事故或早期所發生情況，ㄧ般人所接受之曝露能

直接測量，或至少採用環境濃度及特定生活習性數據推斷而得；於此情況

下，發展劑量分佈可考慮群眾中之個人(6)。一般而言，所評估之劑量較大部

分人所受到之劑量為高，更高之劑量評估結果則多源自極端之生活習性數

據。 

針對一般人輻射防護之目的，必須採用假設或提出個人之特性，能評估

所接受之最高劑量，並用於決定其是否合乎劑量約束，此個人及定義為代

表性個人(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針對劑量評估之基本因素包括如何描述代表性個人、合乎限度之決策、

實踐之設計、緊急計畫及其他一般人輻射防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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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劑量評估 

2.1 劑量評估之目的 

ㄧ般人之年劑量評估可用以決定其是否合乎劑量約束、提供管制曝露

之決策指引、協助確認採用行動可降低曝露。例如，於管制排放至環境的

情形，比較其所造成劑量與劑量限度，有助於決定是否須管制增加之排放

物。劑量評估亦適用於事故狀況，可提供針對事故所需採用之因應對策。

更甚於此的，劑量評估可應用於最適化評估流程，其不僅用於了解劑量是

否符合劑量約束，亦應考量是否符合包含合理抑低、社會及經濟等因素下

之建議約束(1)。 

評估之種類與所須使用之特定資訊均與評估之目的有關，於許多情形

下，評估之計畫、最適化及是否合乎規範，均須有不同種類之評估。例如

評估計畫及最適化，必須考慮曝露狀況之變化並判斷是否有更佳之防護對

策，而針對是否合於限度的評估，則著重於示範其設計可符合預先決定之

狀況，而報告的其餘部分則集中於示範其合於原選定之約束，約束多為委

員會所建議之量化數值，但也可能是由特定狀況經由約束最適化之推導而

得到更為特定之約束情形。 

2.2 劑量評估種類 

委員會認可的三種曝露狀況：實踐、已存在狀況及緊急狀況。此外，

劑量評估可能為預期性或既往者(如表 2-1)，針對現年之劑量評估可以利

用來年(upcoming year, prospective)或往年(the past year, retrospective)之

評估，擇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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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不同曝露狀況劑量評估之範例 

劑量評估種類 

狀況 

預期性 既往者 

實踐 

設計新設施或了解來年是否

合乎劑量約束 

過去運轉所造成一般人之劑

量或了解往年是否合乎劑量

約束 

已存在 未來延長曝露 更早期之曝露 

緊急 緊急計畫 緊急狀況後之真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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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劑量之估算係針對假設之個人，而針對特定個人則多用既往劑量

評估，委員會特別強調所謂之「假設」(hypothetical)係指尚未接受該曝露，

而個人所接受之既往曝露則為已存在且具有相關之習性特點者，既往之評

估可能用於特定個人之曝露。 

習慣上，預期評估多用於估算未來曝露及指出一建議之行動進程是否

為最適化(針對ㄧ新輻射源或持續原已存在之輻射源)，這些評估必須對未

來之狀況作一些假設，預期評估提供一決定所遭遇之新輻射源是否合於限

度之基礎。 

預期評估亦可提供瞭解持續狀況是否合於來年之特定劑量約束，其可

結合更詳盡之既存場址特性資訊，以減少對較遙遠未來的評估不確定度。

當採用經認可之輻射源之預期評估合乎規定，評估之格式及範圍相當於必

要之基本條件。 

預期評估亦可於緊急狀況下執行，當事件發生且輻射或放射性物質釋

出，評估所藉助的僅為有限地測量數據，轉換此資訊並完成劑量評估，以

協助決策者作為提出短期防護行動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short-term 

protective actions)決策之參考依據。 

預期評估亦應用於緊急狀況晚期，即事故獲得控制且已實施早期防護

行動，任何剩餘放射性活度所造成持續曝露狀況如同已存在狀況一般。 

最終，預期評估亦用於評估先前並不認可之已存在狀況，其可能為部

份已實施防護行動以減低無法接受之曝露。 

已存在狀況須使用預期或既往評估以決定所需採用之行動，當確認所

進行之狀況，評估提供了解若未採取行動所造成未來結果之基礎，或了解

採取行動所減省之劑量(dose averted)，其亦提供曝露狀況及可用選擇項目

之資訊交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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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評估可用於既往證實合於委員會劑量約束者或用於流行病學研

究之基礎(如歷史性劑量重建)，其評估計算所採用之資訊遠較預期評估為

多。有甚於此，於緊急狀況初期之既往評估因有更準確之特性資料，可以

得到更真實之影響評估，採行之防護行動應更為有效，可提供個人參考。 

於緊急狀況下，其有於相當短期間內釋出相對高劑量之潛能，於緊急

計畫行動中之預期評估，須模擬潛在之輻射源項及於特定輻射源附近之民

眾，如此才能建立事先規劃並建立防護對策；若緊急事故之劇情已實際發

生，這些評估可用來確認個人及群體所受之劑量約束。緊急應變對策係設

計用來限制或管制短期間內所造成個人之劑量。 

緊急狀況之防護行動多針對保護特定群眾，如孩童，於此情形下，應

採用不同年齡之特定生活習性及劑量係數(Dose Coefficients)來進行相關

之劑量評估，並據以決定因應對策。故考慮緊急應變時，其評估須明白說

明受曝露年齡群組或民眾的詳細資料。 

2.3 劑量評估程序全覽 

劑量評估可想像其為一多階段程序(如圖 2-1)，第一階段為獲得輻射源

之相關資訊，包括放射性核種之種類、數量及所放射之輻射種類；第二階

段為獲得環境、輻射源釋入環境介質造成放射性核種濃度之升高，針對體

外劑量，須有空氣、土壤、或水中之放射性核種濃度或體外劑量率，而對

體內劑量，須知道可能進入人體之食物、水或空氣中之放射性核種濃度；

評估程序之第三階段為綜合放射性核種濃度及相關個人或群體不同曝露

情節之特定生活習性數據。針對體外劑量之評估須知道於不同輻射場所處

之時間；而對體內劑量則須了解所攝食之食物及水的數量及所吸入之空

氣，以估算進入人體之活度。下一階段則使用空氣或土壤之放射性核種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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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所造成體外劑量率(或劑量)之劑量係數，或單位攝入放射性核種所造成

體內劑量之劑量係數，體內曝露之劑量係數係依據放射性核種於人體內之

特性及輻射吸收情形而估算得到，相關推導及報告可參考 ICRP 之出版

物；最終階段則為加總體內、體外曝露之劑量貢獻。若能分別考慮每一階

段，可使評估狀況更為清楚。 

第一階段，須描述曝露輻射源之特性，當其排放至環境中，此特性應

包括所考慮放射性核種之排放率、煙囪高度、鄰近建築物之相關位置、排

放物質之物理與化學形式，以及氣象狀況，輻射源經由屏蔽體之直接輻

射，或經大氣物質之散射或折射，均須予以調查分析。 

第二階段，不同位置之環境放射性核種濃度可以採用測量方式，模擬

評估放射性核種於環境介質之擴散、沉積及遷移，或綜合以上兩種方式而

得。每一位置之結果為每一放射性核種及環境途徑之活度濃度分佈。於此

階段中有關分佈之發展與個人存在與否無關，而是考慮該位置是否可能會

有個人存在。 

評估程序之第三階段係綜合環境介質之放射性核種濃度、生活習性數

據及代表性個人之其他資訊，如曝露情節及所容許估算之曝露及劑量。所

需考慮之資訊包括與輻射曝露相關之位置、飲食、生活方式，年齡相關之

生理因數諸如年齡與呼吸率等數據。所需數據多數均採用當地民眾之相關

資訊，但如果無法得到場址當地之資料，則需採用區域或全國的資訊。 

劑量評估程序之第四階段為劑量係數及相關數據的使用，對於進入人

體之放射性核種，劑量係數係以單位攝入活度所造成之約定有效劑量或器

官等價劑量表之。加總體內、體外照射之結果可得到年等效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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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源 

體外曝露 體內曝露 

體外曝露造成環境介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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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劑量係數計算劑量 

環

境

習

性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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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外劑量相加得到年有效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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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劑量評估不準度之處理 

一般認為，任何定義個人之特性或評估劑量的程序均存在固有之不準

度，無論所評估之劑量係採用測量數據、計算模式，抑或為結合測量及計

算方式，所評估年劑量之不準度可用一可能存在的數值分布表之，劑量評

估之不準度為程序中部份固有變化程度以及包括缺乏評估劑量所需特定

數據的知識所造成。 

委員會針對可利用測量或估算所得之量及可選擇數據之量(由委員會

或其他機構所建置)，作一差別比較，例如，劑量約束、加權因數及劑量

係數等，當其用於評估程序以比較是否合乎標準者，假設其無不準度，亦

即假設其為單一數值，委員會認為模式之不準度與劑量直接有關，因此於

選定限度及約束值時須考慮模式之不準度。 

當確定性評估所採用之單一參數值已考慮不準度，而機率性評估則以

參數值分布考慮不準度，因此可得知劑量評估所伴隨之不準度，使用不同

方法的目標均在於評估真實之劑量。 

委員會認為須由管制單位決定如何考慮劑量評估之不準度。 

2.5 確定性及機率性劑量評估方法 

代表性個人之劑量計算可以確定性、機率性或綜合兩種評估方法為

之，使用方法會與特定狀況、性能及數據可用性有關，因此了解不同方

法間之差異非常重要。 

最簡單之評估合乎限度之確定性方法為篩選評估，此方法通常採用

極為簡單且極其保守之假設，例如，採用輻射源排放點之放射性核種濃

度，若此相當保守之篩選評估結果顯示劑量遠低於適當之劑量約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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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須進行更詳細之劑量評估，目前已發展出數種篩選方法且可實際使用

(7) (8)。 

其他形式之確定性評估方法，一般性評估會針對民眾、途徑、放射

性核種、特定群體或依專家意見，得知會接受最高劑量之群體、測量數

據、或簡易計算。有些狀況下，因場址特定曝露數據可用且習性資訊亦

已知，故接受最高劑量之群體可很容易判定；而有些狀況，因考慮關鍵

曝露途徑及接受劑量群體之緣故，必須經一些反覆確認程序(iteration 

process)才得以確定。反覆確認程序通常會指出經由不同途徑而造成最

高曝露的地區，而該地區需再經更詳盡之調查，最後可確定一預期接受

最高曝露的群體，該群體所受劑量與劑量約束值比較，以決定其是否符

合限度，該方法與委員會於之前所建議之關鍵群體的方法一致。 

技術更精進，決策者可採用功能更為強大之工具，其可考慮評估劑

量所用數據之變化情形，機率性評估方法可綜合每一參數之數值分布以

合成分布，並由其發生機率得到可能之劑量範圍，劑量分布合併(1)預估

環境介質之濃度的不準度與自然變化情形(如空氣、水、土壤、及食物

之放射性核種濃度等)，以及(2)生活習性數據之不準度(如呼吸率、食物

和水的攝食率、不同活動所花費之時間等)；無論如何，決策者需要一

如何決定符合委員會建議限度的導則，以作為決策參考。 

確定性及機率性之綜合評估方法經常被使用到，如於已存在曝露狀

況使用測量數據以決定個人劑量，於此情形，劑量分布係源自受曝露群

眾之生活習性及測量數據之變化，而此分布變為決定是否合於限度之基

礎(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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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性個人 

3.1 代表性個人之定義 

由於一般人之劑量無法直接測量，因此必須使用環境放射性核種濃

度及生活習性數據以估算其劑量，因此為達到民眾防護之目的，有需要

定義一假想的受曝人(a hypothetical exposed person)，以決定其是否符合

劑量約束值，此即為代表性個人(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代表性個人

為一假想之個人，其所接受之劑量可代表群眾中大多數接受高曝露之個

人。 

考慮代表性個人之曝露時，須納入考量之因素有：(1)須將造成劑量

之所有曝露途徑納入計算；(2)須考慮放射性核種之空間分布，以確保劑

量評估涵括可能接受最高劑量之群體；(3)生活習性數據係針對受曝露之

群眾或群體，數據必須合理、可維持且均勻；(4)須針對特定年齡群組使

用適用之劑量係數。當上述之因素均納入評估計算，即可確認代表性個

人且可用以決定是否符合要求。 

3.2 曝露途徑、時間範圍、及放射性核種之空間分布 

代表性個人劑量包括所有曝露種類之貢獻(比如說大氣釋放、液體釋

放及直接體外曝露)，是非常重要的；有部分曝露評估可能因僅有一種

或少數曝露途徑較為重要，因此簡化成僅考慮劑量貢獻較為顯著者，不

同曝露種類需考慮重點曝露途徑，以確保最後結果不會漏失重要之曝露

途徑。 

預期個人曝露評估一般均考慮 50 年期間，此與大部份核子設施及

使用放射性物質設施之運轉有效期相當，針對此時間週期，可合理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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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現在之生活習性數據作為個人特性資料。儘管如此，仍須不時針對

設施運轉期間之人口統計數據及生活型態的顯著改變所造成之特性資

料變化而重行評估。 

評估預期劑量狀況，需特別注意土地利用監管(如指定為國家公園)

的影響，於指定區域中有些活動型態可予排除(如住家使用或耕種農作

物)，因此於該區域不可能有主要食物之收穫。氣候狀況亦可能會排除

或控制未來之生活習性及區域生產食料(如於乾旱地帶需排除永久住居

及持續有食物生長所需之用水)，選擇適用之特性需考慮其狀況。 

放射性核種外釋之空間分布及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於設施運轉期

間之增建(build-up)情形，亦需納入考量，有關增建之範例為液態放射性

核種外釋至河川或湖泊，並累積於沉積物，如此增建狀況會造成離設施

較遠處的個人受到曝露或延遲受曝露之時間。 

針對預期評估，未來土地利用之改變的可能性亦應納入考量，例

如，於預定場址附近目前並無農業生產，但可能於設施運轉後開始進行

農業生產，是否需於預期評估中考量農業生產端賴主管機關之決定。 

3.3 代表性個人之特性 

個人之特性可以年齡相關之生理參數及生活習性數據，包括飲食資

訊、居住數據、區域資源之使用及與評估劑量所需之其他資訊。 

於確定性評估所使用之個人生活習性數據(如食料之消耗量、所處位

置、區域資源之使用)，多為受較高曝露少數代表性個人之平均生活習

性數據，而非群眾中單一極端個體之生活習性數據。或許可考慮多個極

端或不尋常之生活習性數據，但其無法控制所考慮之個人特性，除非於

往後之期間，單一或其他個體有預期合理之生活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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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機率性評估使用生活習性分布數據，所考慮之生活習性數據為群

眾所有可能數值之範圍，包括僅適用於少數人之極大或極小值。生活習

性分布應為針對所考慮之位置或狀況，例如，若外釋至海岸之環境，則

評估時所考慮之生活習性分布，以反應海岸附近社區之住居行為。 

若區域民眾之特定生活習性不適用，則可考慮採用全國或區域性民

眾數據，這些數據之分布可用於機率性評估，或使用分布中數據於確定

性之計算。數據庫之建立建議對多數主要食物採用 95 百分位數之攝食

率，此約為分布平均數值之三倍(10)；因此，針對確定性方法採用 95 百

分位數為一謹慎但可接受，定義合理且可維持的攝入率假設。 

通常對於特定之輻射源會有一曝露途徑，其對代表性個人之劑量貢

獻最大，若放射性核種有超過一攝食路徑造成顯著之劑量貢獻，則其無

法合理假設所採用 95 百分位數之生活習性數據可適用於所有路徑。更

重要之路徑應設定 95 百分位數攝入，其他曝露路徑設定為較低之數

值，其必須與評估所需之一組合理且可維持之生活習性的需求一致，即

使有超過一曝露途徑對有效劑量有顯著貢獻，接受最高曝露之個人傾向

於使用同質之生活習性(11) (12)。 

之前 ICRP 報告所述及之關鍵群體的概念，因其包含詳盡之當地生

活習性而有一些潛在之弱點，劑量評估所涵括期間無法確定其生活習性

數據，且於任何特定時間不同場址間之當地生活習性變化很大，致使運

轉體制亦有很大變化，生活習性若採用 95 百分位數之全國或區域資訊

則可避免此點。 

當選擇代表性個人之特性時，應考量其合理性、可維持性及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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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化亦指真實化之特性應用於個人，且並非在個人日常生活所遭

遇的範圍之外者，於機率性或確定性評估方法中，均須採行特性之合理

化。 

可維持性及同質性為合理化之表象，對於確定性方法之合理化問題

為選擇同質之特性，因劑量約束針對導自合理同質群組之平均特性劑

量。同質性係指提出評估所包含/或不包含特性極限的程度。 

委員會於ICRP-43 報告(4)中曾述及受最高曝露群組所須具備之同質

程度，與群組平均劑量值與相對劑量限度或約束值之分數(fraction)有

關；若此分數低於十分之ㄧ，則該群組可視為同質，其個別劑量分布於

所有因數為 10 之範圍內；若分數超過十分之ㄧ，則總範圍更小，最好

不要超過因數為 3 之範圍。 

可維持性係表示選擇之特性程度可以於評估之時間範圍內維持，特

性之選擇須可維持，例如，針對合理熱量需求，總飲食攝入須一致。生

活習性與個人之需求有關，其若假設相同個人接受每日之營養品的需求

與每一不同途徑無關是不適合的；相同的，若假設於區域內所有消耗之

食物均於該區域內生長所得，而明知該位置及土地範圍無法提供所假設

之飲食攝入所需者，則其亦為不適合的。考慮因體外曝露所造成重要之

劑量貢獻，必須合理估算於曝露率升高區域所花費之時間，一般維持曝

露狀況至少五年就可視為可維持的。 

3.4 特定年齡之劑量係數 

相關研究成果顯示，針對體外曝露而言，年齡與劑量的變化並不大

(13) (14)，而委員會曾經發表針對不同年齡群組攝入放射性核種之特定年

齡群組劑量係數，其所考慮之期間含胎兒至 70 歲成年人(15) (16)共七個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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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群組，這些係數係針對特定年齡群組進行劑量計算，此節提供合併代

表性個人體內曝露及區別使用於不同狀況之特定年齡群組劑量係數的

導則。委員會建議中涵括數個目標及基本概念，可作為決定使用特定年

齡群組劑量係數是否符合標準之基礎。 

 2005 年建議(1)初稿中曾述及，委員會的目標之一為簡化其建議，

特定年齡群組體內劑量係數仍持續發展，且數目持續增加，以儘可能地

計算更多年齡群組之劑量。劑量係數之精進，須配合預估輻射源造成環

境濃度之能力及統計生活習性數據變化，造成個人曝露的能力。增加年

齡分類數目且提供相關之劑量係數，無法明顯降低劑量(尤其是預期劑

量)估算不準度；因此，委員會相信於某些狀況應可准許合併部分之特

定年齡群組劑量係數。 

劑量約束值，係依據或至少部分依據假設於未來數年會持續發生造

成個人之曝露，所以相同之個人接受數年之曝露，可決定其是否合於規

定，相同個人連續曝露之基本概念，須考慮所涵括個人生命期經歷的各

個年齡類別，並予調整之。 

委員會所提供之劑量係數係考量放射性核種於體內累積超過 70 年

期間之約定劑量，如此保守結果主要為確保防護係針對整個曝露存在期

間，不必特別顧及受到多少年之曝露。 

委員會容許利用五年期間平均之劑量，以評估是否合於劑量約束值

(1) (5)，建議考慮於連續曝露預期評估以相同方法建立多種年齡群組之評

估。截至目前之經驗顯示合併年齡群組，並不會影響多數民眾之防護狀

況。 

考慮目標及基本概念，委員會考慮當僅有特定年齡生活習性數據及

劑量係數下，改變體內劑量為年齡之函數；評估之結果顯示，除錒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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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Actinides)外，不同年齡群組之劑量差異較諸一般人劑量評估之典型

不準度多半很小(一般小於三倍)。針對錒系元素，因劑量係數已積分整

個曝露存在期間之約定值，致使每一年之個人劑量均有過高評估的情

形。 

考慮到委員會建議所隱含之目標及基本概念，合併部分之特定年齡

群組之體內曝露劑量係數有其正當性。 

為達成連續曝露劑量約束值之目標，委員會建議代表性個人之年劑

量分為三個年齡群組，分別為 0 至 6 歲(嬰兒)、6 至 16 歲(孩童)及 16

至 70 歲(成年人)，使用此三個年齡群組已足以描述射源項對更年輕、更

敏感群組之特性，於此建議之實際施行作為上，採用 1 歲嬰兒、10 歲

孩童及成年人，以代表三種年齡群組，此可參考表 3-1 

 

表 3-1、不同曝露狀況劑量評估之範例 

年齡群組(歲) 年齡群組名稱 所採用劑量係數 

0 − <6 嬰兒(infant) 1 歲(1 year old) 

6 − <16 孩童(child) 10 歲(10 year old) 

16 − 70 成人(adult) 成年人(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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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至 6 歲之年齡群組並未包含胎兒或母乳哺育嬰兒，於大部分狀況，

胎兒或母乳哺育嬰兒之劑量與 0 至 6 歲年齡群組之劑量並無明顯差別；

但須注意有部分放射性核種，主要為磷的同位素及鹼土族(如鈣、鍶、

鎂、鋇)之同位素，對胎兒或母乳哺育嬰兒所造成之劑量明顯高於母體

所接受劑量(16)。一般而言，這些放射性同位素亦會對嬰兒造成相當高之

劑量，只要這個年齡群組合乎劑量限度，即可確保母體及胎兒劑量亦合

乎劑量限度。委員會認定胎兒值得作為個別防護重點，若其他年齡群組

之評估劑量，包含會造成較高胎兒劑量之放射性核種，可用其與劑量限

度相比較，胎兒或母乳哺育嬰兒之劑量須分別評估，以確保其遵守量化

建議值，由於此階段所受劑量較諸個人一生所接受者極為有限，委員會

認為可利用胎兒或母乳哺育嬰兒之評估劑量，與一般人之劑量限度比

較，以作為達成防護與否之基準。 

合併特定年齡之劑量係數可提供健全之民眾防護體系，其可符合於

年齡群組之劑量係數的改變，其亦容許特定年齡群劑量之持續發展。委

員會相信基於輻射源對個人之連續曝露狀況，使用三個年齡群組與

ICRP 劑量約束一致。 

於某些狀況下，使用 ICRP 所有之特定年齡群組劑量係數仍持續可

行，例如，環境濃度測量或受曝露人員之劑量重建，可考慮使用所有特

定年齡群組劑量係數，特定場址數據之質化及範圍所採用之年齡群組係

數可改進劑量之品質，並降低其不確定度。 

委員會鼓勵儘可能針對事故使用適合之特定年齡群組劑量係數，委

員會所提出之合併年齡群組於某些事故狀況下，尤其針對預期劑量，仍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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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表性個人之劑量低於相對應之劑量約束值，即為已合乎委員會

之量化建議值，為達成更好之防護等級，須予最佳化以使一切均能合乎

委員會之建議。 

使用確定性方法，當代表性個人之劑量低於劑量約束值，即合乎規

定，由於劑量係採用最高曝露群組之平均特性，因此只要低於劑量約束

值，即為達成委員會目標。 

針對機率性評估方法，其有關定義代表性個人遠較確定性方法更為

複雜，委員會並未針對機率性評估方法指定特定之方法，其有許多近似

方法且會有大量之劑量分布。 

於機率性評估方法，首先須確定執行評估之區域，此區域定義所考

慮之民眾，須特別注意所有假設個人其可能代表接受最高劑量者。由於

幾乎所有狀況均為獨一無二的，故無法針對機率性評估方法，定義所考

慮之區域及民眾之特定導則。 

針對部分預期之機率性劑量評估，基本上所有評估之分布劑量均低

於 ICRP 之劑量約束值，如此則達成合乎規定之要求。 

針對假設個人之預期機率性劑量評估，無論規劃設施或已存在之狀

況，委員會建議，代表性個人之確定係依假設民眾會接受年有效劑量超

過劑量約束值的機率低於 5%者，此假設個人可代表最多達數十人之受

最高曝露者，若代表性個人之劑量低於委員會所設定之劑量約束值，則

設計及規劃之運轉即合乎規定。 

針對假想個人預期劑量之機率性評估，若存在有一均質性之數十人

的群組，其劑量超過代表性個人之劑量，亦即其存在與代表性個人不同

之新的均質性群組，須進行調查。於機率性評估中決定是否存在均質性

群組，是一難以解決的問題，例如，若於研究範圍內包括大量民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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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均質群組很難由直方圖或分布曲線中，辨別超過劑量約束值的個人，

因此，必須謹慎地全面檢查劑量分布中超過劑量約束值的部份，並考慮

所有可能之曝露情節，以避免於情節中有出乎意料之結果，針對一般人

中可能存在或群組中極端之曝露狀況須特別注意。 

對於特定個人之既往劑量評估，無論是針對過去之運轉期間或存在

之狀況是否合乎規定，委員會認為超過劑量約束值的劑量估算必須個案

方式評估，大多數個人之極端情況僅於短時間發生或事實上不可能會發

生，無論如何，若特定個人之劑量超過劑量約束值，且該劑量於延長時

間區間持續存在，則操作者及管制者須訂定決策，以決定減少輻射源項

或改變個人曝露之生活習性；此狀況可以依據額外多加監測以減少劑量

不準度或確認劑量之量值(magnitude)方式為之。 

委員會特別強調應用之整體防護系統的重要性，尤其是輻射防護是

否符合量化約束值及防護最佳化。 

表 3-2 為決定代表性個人劑量評估方法之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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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代表性個人劑量評估方法彙總表 

劑量計算方法 
 

機率性 決定性 

環境濃度數據 預估或測量濃度之分布 單一「最佳估算」 

生理或生活習性數據 生理參數或生活習性數

據之固定值或範圍 

最高受曝群體之平均值

或 95 百分位數之全國

或區域數據 

劑量係數 依年齡之固定值 依年齡之固定值 

代表性個人劑量 

由操作者或管制者選擇

方法。代表性個人之判

定係依假設群眾會接受

年有效劑量超過劑量約

束值的 5%決定之 

上述數據之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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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代表性個人的其它考量因素 

4.1 環境監測、模式及代表性個人之關連性 

為建立可適用於計劃管制排放至環境的情形，通常採用預期評估，

其中包括預估環境介質之放射性核種濃度所使用之模式。若依前所述，

考慮合理性、持久性及同質性之各項要求下，而評估得到導致最高劑量

之環境濃度的位置，可假設代表性個人存在該位置，模式中亦須考慮到

時間及空間的因素。 

當射源項已存在(持續存在狀況、緊急狀況)，則監測環境放射性核

種存量通常為決定環境中放射性核種濃度的重要方法，此亦為ICRP43

報告(4)之主要重點，監測計畫端賴重要核種及路徑的判定，並須將所考

慮之放射性核種及偵測低限(detection limits)納入考慮。環境模擬模式相

當重要，其亦可補充監測不足的部份，ICRP43 報告(4)提供估算劑量之

監測及模擬模式的使用與限制之導則。 

4.2 潛在曝露狀況 

於正常曝露狀況，年劑量為已接受或確信於未來會發生，但其亦可

能於某些狀況下，曝露不必然發生且僅有很小的發生機率會引起劑量，

此稱之為潛在曝露狀況(situations of potential exposure)，潛在曝露狀況

可能涵括的境況很廣，包括設施故障、含輻射源及高度非均勻分布殘留

輻射物質之事故。 

根據委員會之建議，潛在曝露狀況所致劑量之評估可結合將獲得輻

射劑量之機率、造成傷害之機率而得(17)，機率之乘積即為健康效應機

率，此方式可獲得更多制定決策之相關資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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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於潛在曝露狀況之代表性個人，須將評估時因其他因素所增加

的曝露機率納入考慮，即使劑量值之重要性已影響到使用之危險因子，

但並不足以作為一項指標，以知道實際發生之曝露所造成個人之年劑

量。因此，為突顯生活習性、所在位置及環境放射性核種濃度之影響，

必須瞭解受曝露個人之機率特性，此機率可能結合多項機率，如於特定

位置預定產生特定活度所造成之曝露，針對決定性評估方法，必須於計

算中選用曝露機率的數值，而於機率性評估則僅須選擇合適之分布即

可。 

環境潛在曝露狀況之範例有，稀疏分布熱粒子(sparsely distributed 

hot particles)之面污染，此可見於法國在南太平洋之慕魯羅亞環礁進行

核子試爆所造成之鈽熱粒子之輻射狀況評估(18)，對照通常假設均勻性污

染，個人僅有相當小的機率會受到一個熱粒子之曝露，而如此低機率之

物質可能會經由攝食或身體之傷口的吸收而造成體內曝露，即使此情節

不太可能發生，但民眾一旦受到汙染區域之曝露且熱粒子可能會經由傷

口進入人體，其所導致之局部劑量會相當高，更可能於熱粒子周圍造成

局部之非機率效應，如局部組織壞死。由於熱粒子可能於環境中存在，

故此潛在曝露狀況仍持續存在。 

於其它斷斷續續或不經常發生之曝露，亦進行潛在曝露狀況之量化

評估。 

4.3 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輸入代表性個人之特性值 

如ICRP82 報告(19)所述，針對較大範圍之決策過程，必須確認利害

關係人之角色，ICRP82 報告於延長曝露狀況之民眾防護背景中，述明

利害關係人之角色，報告發表後，委員會即於ICRP防護系統中持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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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及支持利害關係人之角色，委員會認為須對此一角色作一定義，期使

能清晰易懂，且可延伸至其他狀況之使用，提供利害關係人參與

(stakeholder involvement)個人特性的幾個重要原則相當重要(20)。 

依定義，決策者及操作者清楚定義個人特性及決定是否符合的角色

及責任；除此之外，會有其他人或團體參與，即利害關係人，例如，對

政策有與私人、財政、健康、或法律相關興趣之個人或影響到環境者。

大多數狀況，利害關係人之角色於決策過程提供協助，利害關係人可能

有責任或權力以制定或建議決策。一般而言，操作者及法規制定者為決

策者，而利害關係人則提供決策有關之資訊或導則的協助。 

於定義代表性個人特性之情況，利害關係人參與扮演一重要之角

色，其可提供特定位置生活習性等相關極具價值之輸入資料，利害關係

人可提供一合理、持續且同質均勻之數據。與利害關係人合作可有效提

昇品質及代表性個人特性之可接受度，其更可強力支持決策程序。 

若於決策過程中部份採用利害關係人參與，則須建立方針以確保所

有團體為有效且有意義的，方針應包括，但不侷限於：(1)於程序開始即

明確定義利害關係人之角色，(2)同意其參與規劃，(3)提供利害關係人

參與之文件及回覆機制，(4)操作者及法規制定者應確知利害關係人參與

會更形複雜，且須額外資源以達到目的。 

委員會瞭解利害關係人參與之概念，會因文化、社會及政策等原因

而造成地域之不同；因此，利害關係人參與之價值及範圍，須隨地域而

不同。然而，委員會相信利害關係人參與和所扮演之角色，對於 ICRP

防護系統之施行、瞭解及接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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