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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夠到日本見習一個半月是多麼的難得呀!五專的時候老師就有提
過，於是那時就決定五專考上執照後二技就去學日文!!!海外旅行雖
然不是第一次，但是不同的是這次日本之旅不是旅行而是學習，時間
也較長(約ㄧ個半月)而且日文也不是很好，真的是讓我非常的緊張。

研修預定表：

4/15~5/18 奈良醫大

5/19~5/21 高井病院

5/23 宇陀市立病院

5/24 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



研修醫院：
奈良醫大

MRI
奈良醫大的 MRI 有 3台，一台 3.0T 兩台 1.5T。學長很耐心的教導我
們很多很多。例如：3.0T 和 1.5T 有哪裡不一樣呢?

1.5T 3.0T
SNR 低 高
SAR 低 高

磁場均一性 高 低
T1 緩和時間 短 長
T2 緩和時間 相同

1.5T MRI 3.0T MRI



和台灣不同的是，進來 MRI 檢查室是需要換拖鞋的，而且是兩個人在
輪流做，一個負責做病人，一個負責Ｑ片，醫生則在對面打報告，發
現有問題時可隨時跟醫生討論。
MRI 檢查室處處可看見進入 MRI 檢查室的違禁品，好提高警覺。

鞋櫃 進入檢查室的違禁品

放射師和醫生討論中 進入檢查室的違禁品

進入檢查室的違禁品 合照



CT
奈良醫大的 CT 有 3台，分別是一台 64 切及 2台 16 切。我們只有見
習 64 切。64 切 CT 為雙光子能量，分別是 80KV 和 140KV，速度非常
的快，做一個 Heart CT 檢查約只要 10 分鐘就可以結束了。

64 切 CT 16 切 CT

和台灣不同的是，奈良醫大有 2位放射師操作，ㄧ位負責操作，ㄧ
位則是負責上下病人及影像重組。顯影劑全都使用非離子的，而且顯
影劑每個月每一天都不一樣，台灣是離子和非離子都有在使用。施打
顯影劑的不是護士而是醫生，會依照病人的體重來施打藥物。照胸部
及腹部 CT 的枕頭也不太相同，奈良醫大是使用比較符合人體工學的
枕頭，病人躺起來比較舒服，而且每檢查一個病人就換一張乾淨的紙。

顯影劑的保溫箱



每個月每一天都不一樣的顯影劑表 病人顯影劑劑量施打表

較符合人體工學的枕頭 合照

IVR
奈良醫大的 IVR 很有名，故病人很多，可以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檢查，
例如腹：主動脈瘤的檢查，Water Test 等，這些檢查是我第一次看
到。IVR 總共有五台機器，其中一台是結合ＣＴ跟Ａｎｇｉｏ的 MDCT。

MDCT



每天早上大家都會聚在一起開會不管是醫生、護士還是放射師，討論
今天要檢查的病人，。IVR 室裡有許多血管的模型及書本，不了解的
時候還可以複習一下真是方便。較覺得特別的是醫生的鉛衣竟然有風
扇!真是一項很好的設計。

血管模型

小電風扇幫助散熱 合照



一般攝影
急診：
奈良醫大的急診分為三間，CT 室、X光室及透視攝影室。急診室在
ICU 及 CCU 的對面。急診室裡有片子消毒箱，不用一片一片用酒精擦
真是便利。洗片機一次可以洗四片真是快速又方便。

CT室 X光室 透視攝影室

消毒箱 洗片機

剛跑完 Portable 回來



門診：
門診有五間，有專門只照 chest 的或只照 bone 的。每一間都有兩間
小更衣室，更衣室的屏風還是鉛屏風，可以讓家屬在更衣室等候到檢
查結束。很在乎病人的隱私權，而不像台灣都是請病人先換好衣服在
外面等著叫號碼。對病人的安全也非常重視，照 chest 有帶子把病人
圍住防止跌倒，我有體驗過，往後倒真的沒問題!對病人超有禮貌，
做完檢查總是會說您辛苦了!保重!

專門照 chest 室

燈亮時 table 不會移動 防止病人往後倒

更衣室



對影像的品質很注重，所以使用的輔助的工具非常的多，照 c-spine
oblique 時，我真的看到學長拿尺在量角度，這樣不但可以減少重照
率也可以維持影像的品質，更可以保護病人。會和舊片比較，且大家
會互相討論片子是不是需要將影像再照好一點。

輔助工具

大家互相討論 核對病人名字的流程

合照



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的檢查方法和台灣差不多，基本的 CC view 和 MLO view 兩
個 view。但壓迫的磅數比台灣輕約 8~12N。病人來做乳房攝影之前，
會在一個小房間理的電視看衛教片，讓病人了解檢查過程以減少病人
的不安感，且換衣服也在小房間裡以保護病人的隱私權，且也會先詢
問病人意見是否讓學生進去見習。最讓我覺得特別的是有衣服讓病人
穿著，有衣服穿著這樣病人會覺得較安心。每檢查完一個病人總是會
用酒精棉片消毒，真的是很貼心。

Hologic 的 Mommography

播放衛教片及衛教單

病人檢查服



放射治療
奈良醫大的放射治療有 3台機器，分別是 2台直線加速器，一台是６
ＭＶ和１０ＭＶ的，一台是只有４ＭＶ，及 NOVALIS 的 IMRT。

直線加速器 IMRT

直線加速器的治療方式跟台灣差不多，ROOM 裡面會有ㄧ台電腦，用
來顯示角度及病人所需要的用具。讓我覺得特別的是，是病人第一次
做 Marsk 時，將面具軟化不是用熱水而是用機器，且覆蓋在臉上後還
會用冰毛巾降溫且迅速定型。



IMRT 做治療前，會用金屬球用紅外線感應再幫病人定位一次以作確
認，若小於１ｍｍ就可以治療。危及器官不是醫生畫而是放射師畫
的，且治療計畫是由醫生來計畫執行的。放射科不止只有醫生跟放射
師有 TLD 連護士也有，但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高井病院

在高井醫院見習 3天，學到了很多，檢查的方法大多都相同，較特別
的是測骨質疏鬆的檢查，奈良醫院及在台灣實習的醫院是採用腰椎及
髖關節的 Deta，但高井醫院是採用手部的 Dtae(需用非慣用手)。

高井醫院有加馬刀的治療，治療的方法及器具跟台灣的相同，用 201
顆鈷 60 治療病人



在高井醫院最主要的是要見習 PET-CT，高井醫院的 PET-CT 有 2 台，
有 1台為純 PET。進入 PET-CT 是是需要換拖鞋的，且還要簽名。PET-CT
檢查為分段式的掃描，8~9 回，從開始腳開始往上掃描，每回掃描的
時間為 2分鐘 檢查時間約 20 分鐘，但因病人注射 FDG 後需休息 50
分鐘，所以一個病人檢查下來需要花很多時間。高井醫院有自己的迴
旋加速器，自行製造ＦＤＧ，利用Ｏ－１８和Ｆ－１８結合而成，之
後還需經過無菌試驗才可以配送出去。

進出需要用強風吹 迴旋加速器 依病人的體重製作 FDG

無菌測試 用電梯運送藥物



PET-CT 的注意要點 請病人量身高體重 作業台

等待打 FDG 使用自動注射器 打針前後需
計算 FDG 的量

病人休息 50 分鐘 開始檢查 前為 CT 後為 PET
50 分鐘後需上廁所

和宇都先生的合照



宇陀市立病院

宇陀市立病院見習一天，機器全部都是西門
子的。見習了 MRI、CT、透視攝影、一般攝
影。大家都非常的親切，而且對病人的態度
很好總是彎下腰的去幫助病人。而且還向我
們學習中文真是有趣。

16切的 CT，檢查方法差不多，學長還找中文發音給我們聽呢!



體驗了病人在做透視攝影檢查時在 Table 上的感覺，翻轉的感覺真的
很可怕。

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

咦?是醫院嗎?!是喔!是醫院。左邊像百貨公司是外來患者用，而右邊
像廟宇的則是入院患者用。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附近全部都是天理
教的範圍，天理教就像我們的慈濟一樣，有學校﹑醫院…等，建築物
的樣子也大多相同，真的會讓人家搞混。

學校跟醫院的建築物是不是一樣呢?!



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見習了一天，見習了 MRI、CT、IVR、一般攝
影、放射治療，檢查的方法大多相同，較特別的是，天理よろず相談
所病院有 320 切的 CT，我第一次看到３２０切ＣＴ，速度非常的快，
掃一個 Brain 或 Heart 只要轉一圈就可以了。還有就是 MAMMO 室的
地板，因怕病人忍受不了而倒下，是使用較軟的材質。

直線加速器 320 切 CT

Mammography 合照

天理教本部



文化研修：

第一次看到粉紅色且滿開的櫻花

大阪好熱鬧

長谷寺：滿開的櫻花及體驗茶道



大阪城

若葉山：可愛的鹿、禮貌的鹿、飢餓的鹿

神戶



立山：雪壁好壯觀，躺在雪地的感覺是….冰冰的!!

靈山寺：雖然沒有滿開的玫瑰花但是有滿開的玫瑰花冰淇淋!哈!

宇都先生的天文台：雖然沒滿天的星星但是有看到可愛的小土星



大神神社：在尾上先生家打擾了三天，謝謝尾上先生及家人的照顧。

忍者博物館：在高嶋會長家打擾了一天，謝謝高嶋會長及家人的照顧。

USJ：玩得太開心了結果回家在電車上睡覺睡過站!真是糗!



心得：
到日本見習，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呀!感謝林松水老師、學校及奈良
放射技師會能給我這個機會。
很榮幸我能有這麼難能可貴的經驗。因為這次到日本學到了好多好多
東西，無論是專業上還是生活上。
學習到了日本的大家對病人溫柔的態度，真的是視病如親呀!
每天和爸爸一起坐電車上班，融入了當地的日本生活，回家時和媽媽
一起做飯、一起開動、一起聊今天發生了什麼好笑的事!有時候爸爸
還會帶蛋糕回家當小禮物! 真的很開心!
謝謝大家包容了日文很差的我，當我聽不懂時總是用漢字、英文甚至
用比手畫腳的想盡辦法的讓我了解!真的很謝謝大家，也要感謝在日
本的三浦玉惠姐姐，總是提醒我們一些在日本的禮儀及注意事項。
在日本見習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個禮拜，但這六個禮拜會是我人生中最
難忘的時光。我不會忘記大家的，請大家之後一定要來台灣玩。
想當初剛去日本的時候我有嚴重的 Home sick，現在回到台灣了卻也
有 Home sick!!怎麼會這樣呢?!
最後要感謝就是我們 Home Stay 的上野山先生跟上野山夫人了，
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無微不至的照顧，我永永遠遠都不會忘記的。

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し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