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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臺 科 技 大 學 醫 學 影 像 暨 放 射 科 學 系

國際見習與奈良放射技師會參訪報告

參訪日期：99 年 4 月 15 日－4 月 19 日

林 松 水 老 師

4 月 15 日－4 月 19 日早上 11:00 分別與許雅儒及許雅菁同學在桃園國際機

場碰面後，13:45 搭乘日航飛機開啟日本行的首日。下午 17:45 左右抵達日本關

西國際機場，由於許雅菁同學第一次拜訪日本，感覺上都很新鮮，東拍拍西拍

拍，在時間上的安排都儘量的輕鬆，在出關時已將近 18:15，在機場大廳碰見了

林義和先生開休旅車前來接機，大家禮貌上寒喧了幾句，初次見面學生們也感

受到日本朋友的熱誠，大夥在 18:40 半左右從機場出發，直接抵達奈良縣立醫科

大學附設病院，在 19:45 左右直接拜訪吉川公彥教授（奈良縣立醫科大學放射線

醫學教室），今晚恰好是組長勝真先生值班，勝真先生曾負責國際見習計劃，負

責見習生相關訓練，首先介紹二位學生與值班技師及護士們認識，再者參觀該

醫院的設備，開始建立了互相的認知與友誼的培養。（圖一、圖二）

圖一、Uenoyama 會長、組長勝真先生、二位學生與值班技師、護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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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參觀奈良縣立醫科大學附設病院電腦斷層攝影設備

今年放射技術系日本奈良技師會醫院臨床見習計劃規劃五週，時程自 4 月

15 日至 5 月 23 日，共計 39 天，二位同學一起住在 Uenoyama 會長家裏，這已

是 Uenoyama 會長提供第五年寄宿家庭，在此很感謝 Uenoyama 會長及夫人熱心

協助，附近都是道地日本社區景色，而且日本傳統房屋林立，沒有高樓大廈的

存在，而且寄宿家庭離奈良縣立醫科大學附設病院只有五站的電車距離，可以

避免舟車勞苦，而且規劃有三天到高井病院見習，寄宿另一位放射師尾上先生

的家裡，相信這五週多的實習應會帶給雅儒、雅菁最傳統的日本文化洗禮，感

受日本的家庭生活，相信這將近六週的經驗會是她們一生中最美麗的回憶之一。

圖三、Homestay –二位學生、林義和先生、Uenoyama 夫人其家裡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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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早上由林義和先生開車、Uenoyama 會長陪同下，在此真誠感謝林

義和先生這二天來的辛勞，我們共五人一同前往高井病院拜訪，首先直接拜訪

高井病院谷田宗久事務長，送上臺灣特產，還沒開口，他也很熱烈打了招呼，

因為已經有數年見面之緣，每年都有學生到此打擾，高井病院宇都文昭技師長

今年剛拿到醫學博士學位，今晚也有慶祝晚會，宇都文昭技師長也已 62 歲左右，

確實很努力，值得我們借鏡與學習的對象。（圖四）

高井病院前合影

圖四、林松水老師、雅儒、雅菁、宇都文昭博士(技師長)及 Uenoyama 會長

從高井病院拜訪完畢後，因為也已接近中午時候，先到東大寺繞了一圈，

先讓二位同學一嘗奈良的觀光景點，由 Uenoyama 會長介紹東大寺的由來、花火

節、春日大社及鹿園的點點滴滴（圖五），學生對於餵食鹿群感到非常新鮮與驚

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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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林老師、雅菁、雅儒及 Uenoyama 會長於東大寺合影

16 日下午一行五人又前往拜訪奈良縣放射技師會副會長高谷英明先生，高

谷英明先生目前擔任國保中央病院技師主任（圖六），這是地區醫院，奈良縣唯

一設立安寧病房的病院，對於日本醫療分工的確實，有些規劃是不容置疑，如

小型迴旋加速器就只有高井病院一家，生產提供所有奈良地區同位素藥物使用

，其 PET－CT 每天製備的藥物由醫院本身供給，一天大約有八個病人，以臺灣

而言，每家醫院都在比設備、比空間，醫療投資重覆浪費、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積極搶食健保大餅，實在可惜！！誠非民眾、國家之福！



6

圖六、高谷英明先生、雅菁、雅儒於國保中央病院參觀

緊接著我們也參觀奈良縣健康檢查巡迴健檢財團的健檢巡迴車，由健康指

導課技師長中川泰二先生介紹該公司所擁有的健檢車，包括胃部攝影、一般胸

腔攝影、乳房攝影等健檢車(圖七）。

圖七、Uenoyama 會長、雅菁、雅儒、中川泰二先生於健康檢查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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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晚上由 Uenoyama 會長、Nakanishi 前會長、Takashima 新任會長及奈

良技師會幾位比較熟悉的朋友，大家聚餐聊聊目前奈良關於 NGO 組織運作的情

況，我誠懇感激這些好朋友的協助，國際見習業務才能延續，尤其是在異國友

人的協助更是點滴在心頭（圖八）。

圖八、Uenoyama 會長、Nakanishi 前會長、Takashima 新任會長聚餐盛況

17 日在勝真先生提供專車接送的協助下，Uenoyama 會長、二位同學及本人

共五人前往四天王寺病院參觀訪問，首先拜訪四天王寺病院業務課課長塩見和

之先生，藉由塩見和之先生的協助參觀四天王寺附設庭園及寶物館的參觀，緊

接著由診療放射線技師名古達也先生的協助下，帶領我們參觀介紹四天王寺病

院放射線科的設備（圖九），今天雖然是星期六，但名古達也先生也是不厭其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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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心介紹，實在很感謝，我也希望能開拓國際見習的觸角，能夠有更多元化

的見習醫院，何嘗不是學生之福？只要有門路參與國際見習的學生就會有更多

機會，在此更感謝三浦玉惠小姐無私的奉獻與協助，沒有她積極的穿針引線也

就沒有如此快速的成績，感激所有參與協助的國際友人。

圖九、四天王寺病院放射線科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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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首先很感謝學校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到日本來參加研

修，拓展我們的國際觀，也可藉此機會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觀摩日本放射科與我們國內放射科有何不同，彼此可以藉

此互相學習和吸收各自的優點，以及有何缺點可以加以改

進的！

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出國，但卻是我第一次來到日

本，且一待就是五個禮拜，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踏上日本國，雖然日文不會很好，但是日本的前輩每個都

很親切，還會用英文和漢字跟我們溝通，真是一群好人，

雖相處的時間只有短短五個禮拜，但這種經歷是一輩子都

不會忘記的，所以再次感謝林老師讓我們在學生生涯結束

前，有一個那麼特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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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預定表

ＰＥＴ検査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1.ポジトロン核種の製造 The manufacture of positron nuclear kind
・ サイクロトロンの稼働状況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cyclotron
・ サイクロトロンの操作 The operation of the cyclotron
・ メンテナンス Maintenance

2.ポジトロン製剤の合成及び分注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edicine manufactured by positron and share, note

・ 合成装置の操作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device
・ 放射性薬剤の取扱 Handling of the radioactive medicine

3.ポジトロン製剤の品質検定 The quality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medicine manufactured by
positron
・ 無菌試験その他の検査内容 Contents of inspection of asepsis test others

4.ＰＥＴ検査 PET inspection
・ 検査の流れ The flow of the inspection
・ ＰＥＴ及びＰＥＴＣＴ装置の取扱 PET and handling of the PETCT device
・ 画像収集 Image collection
・ 画像処理 image processing
・ 各疾患のＰＥＴ画像 The PET image of each disease

5.放射線管理 Control of a radiation
・ 放射線施設の概要 The outline of the radiation facilities
・ 排水設備 Drainage facilities
・ 排気設備 Exhaust equipment
・ 放射線従事者の被曝管理 Control of an exposure of the radiation being engaged person

6.その他 Others

心臓・血管撮影検査・ＩＶＲ検査 Ａngiography・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1. 撮影機器（精度保障）Camera vessel (precision security)

頭部血管撮影装置 A head blood vessel imager
腹部血管撮影装置 An abdomen blood vessel imager（CT･Angiography’）
心臓カテーテル装置 A cardiac catheter device

・ 装置の取扱 The handling of the device
2.Ｘ線解剖 X-rays dissection
・ 放射線診断に必要な解剖学 The anatomy that is necessary for a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 血管解剖 Blood vessel dissection
・ 心臓解剖 The dissection of the heart

3.撮影法 How to take image
・ 撮影情報の表示 The indication of the photography information
・ ポジショニング positioning
・ 再構成画像の構築 The making of the reconfiguration image



13

4.検査･治療の目的および手技 A purpose of the treatment and technique

・ 頭部血管撮影&IVR Head blood vessel radiography & IVR
・ 腹部血管撮影&IVR Abdomen blood vessel radiography & IVR
・ 心臓カテーテル検査&IVR Cardiac catheter inspection & IVR
・ 非血管系 IVR Non－Vascular IVR

定位放射線治療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1.定位放射線治療装置（精度保障）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precision security)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 装置の取扱 The handling of the device

2.定位放射線治療とは Explanation of the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 定位放射線手術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 定位放射線治療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SRT)
・ 強度変調型放射線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

3. 定位放射線治療のプロセス A process of the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 固定具作成 Tool for fixation making
・ 治療計画の作成と検証 Making and the inspection of the treatment plan
・ 治療計画検証 Treatment plan inspection
・ 治療開始 A treatment start
・ 経過観察 A follow-up

4. その他 Others
・ 患者様に対する接遇 A service for the patient

CT 検査 Computed Tomography
1.CT 装置（精度保障）CT device (precision security)

・ 機器 machine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 マルチスライス CT Multidetector-row CT
・ デュアルエネルギーCT&デュアルソース CT Dual Energy CT & Dual Source CT

2.画像処理 Image processing

・ 高分解能画像再構成 High resolving power image reconfiguration
・ 3D 画像構築 3D image construction

乳腺撮影検査 Digital Mammography
1.撮影機器（精度保障）Camera vessel (precision security)

・ 機器 machine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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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乳房解剖、病理 mammary gland dissection, sickness reason

・ マンモグラフィーにおける乳房の解剖と正常像

The dissection of the mammography and a normal figure
3.撮影法 How to take image

・ 撮影情報の表示 The indication of the photography information
・ 乳房の圧迫 Pressure of the mammary gland

ポジショニング positioning

研修プログラムについては上記内容にて行われるが、各施設での放射線部門における検査

を研修してもかまわない。ただし、各施設の技師長と相談の上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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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之醫院與內容

奈良醫大-MRI

圖：SIEMEMS 1.5TのMRI 圖：山谷先生與森剛先生

圖：這是給病人握在手中，萬

一檢查在檢查過中，病人

感到不舒服或是緊張等

因素，可以按下手中的氣

球，就會發出聲響給控制

室聽到，檢查就會中止，

讓放射師進去探視病人

的情形，為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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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SIEMEMS 3TのMRI 圖：控制室

圖：進入檢查室要換室內拖 圖：進入攝影室的違禁品

奈良醫大的 MRI 有三台，一台是 3.0T、兩台 1.5T。雖在台灣的醫院已

有實習過，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3T 的機器，Protocol 比 1.5T 要多，且

孔徑的 SIZE 也比較大，Scan 出來的影像解析度也比較高、較平滑，

組出來的影像比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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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醫大-CT

圖: 64 切の CT；雙能量、雙 tube，能量分別為 140kVp 與 80kVp

圖: 16 切の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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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這邊的放射師都會帶兩個配章，藍色

的是夾在胸前的，而黃色的是夾在脖子領口

處，與台灣(黑色)的配章大大的不同。

圖:測血壓的儀器 ，將手指輕 輕夾住後，

儀器就會開始自動偵測血壓了。

第一次看到 64 切 CT 做心臟檢查，檢查前要先在病人身上貼上 EKG，使在

掃描時能避開心臟的跳動期，大大降低影像的 Motion，且掃瞄速度也相當的快。

在醫院裡幫病人注射顯影劑都是由醫生執行的，護士反而只在旁邊協助而已，

與台灣由護士來打針注射顯影劑所既定的印象完全不同，且這邊所注射的顯影

劑每個病人都是一樣，只差在注射的劑量不同而以，不像台灣會分健保或是自

費用藥，但是他們每天的顯影劑用藥卻不一定一樣，要依當天的規定使用藥物，

且顯影劑本身已注入針頭內，無需再自行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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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醫大-Mammo

圖:Mammo 儀器 圖:Mammo 操作介面

圖:閱片室 Image 討論中 圖:與立山さん的合照

圖:假體與均勻性之測試 圖:假體與均勻性之影像



20

圖:Mammo 病人的檢查服

在日本乳房攝影的基本檢查也是 CC與 MLO 兩個

View,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每當攝影結束時，他

們會到另一個閱片室討論該病人的影像有沒有問

題，或是需要加照XCCL 或放大影像等等，且他們

的乳房壓迫器種類也比較多樣，會依檢查影像需求

或是病人胸部大小來替換。在當天檢查全結束時，

放射師還要寫每個病人的會診單，有無鈣化或者腫瘤等等，做為參考。而且他

們日本做乳房攝影並沒有年齡的限制，像台灣是建議 40歲以上的婦女定期檢

查，而這邊卻是看病人自己的意願，無限制。

奈良醫大-IVR 右圖:MDCT+Angio 攝影室 左圖:控制室

此 room 之所以有 CT是為了方便醫生將導管放入病人體位後，確定其導管的位

子，及注入顯影劑時看其腹部的動脈相，以方便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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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醫生穿的鉛衣 圖:腹部血管 圖:血管參考書

有兩台小電風 學長們自己 可惜台灣買不到

散幫助散熱喔 做的喔~厲害 標明的很詳細呢

圖:有兩個 C-arm 的 Angio room。

主要是用來做頭部的血管攝影

因頭部需要用到 3D影像，所以

兩個 C-arm 一個負責AP另一個負

責 Lateral 方向的 view。

圖:心臟血管模型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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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將完成的心臟血管上顏色

圖:合照

這次在 IVR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做心臟血管了，還特地請日本的實習生幫忙

指導我們，製做過程滿複雜的，從血管的剪貼到血管的朔型最後整個心臟的著

色，但心臟血管完成時卻滿有成就感的，且也是學習的好工具，更是這趟日本

見習裡獨一無二的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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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合照

奈良醫大-一般攝影

圖:TMJ 攝影儀器，放一張片子，分別拍出張口、閉口、咬緊 3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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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P、Lateral 及 Pano view 儀器 圖:合照

圖:頭部精密攝影室 圖:此為史丹弗氏的頭部照法

在日本的頭部照法大都傾像於讓病人躺照床上或趴著照，與台灣都是站著或坐

著照不太一樣，而且他們對角度的準確性較要求，該向頭(尾)打幾度就是幾度，

反而在台灣很少有放射師會去背打角度的度數，都抓一個大概而已。

圖:Stand 的 DR板 圖:安全束腹帶 圖:更衣室

這個 Stand 的 DR板不只是可以拍 Chest 而以，還可以將 DR板呈現不同的角度，

像是用成如上圖中的90度大多是用來拍手部的view,也可以用成負的角度來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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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 SMV view,相當的方便呢。

且他們很重視病人的安全，所以不管是什麼病人來拍 Chest 都要繫上束腹帶，防

止病人在拍照途中有什麼意外或突然倒下之類的。

再來跟台灣最大不同的一點，因為他們很重視病人的隱私，且也覺得讓病人換

好檢查服在外面等對病人而言不是很體面，所以他們的更衣室是設置在檢查室

裡面的，且他們的布簾也不是一般材質，而是用鉛做的，所以具有防護功能喔！

但更衣室設置在檢查室中的缺點就是要等待病人更衣的時間，所以檢查時間要

久上很多。

圖：AP與 Later view 的足部負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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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Portable 圖：片匣的消毒箱 圖:whole spine、scano 檢查儀器

奈良醫大的 portable 比台灣的要小台一點，且劑量的調整在控制面板上都已經標

明好各檢查部位的標準劑量，所以在使用上要來的方便許多，且他們跑完 portable

後，會將照過的片匣放入紫外線消毒箱中消毒，讓下個病人可以安心的使用。

圖:合照

且他們對影像的要求較為嚴格，對待病人也比較溫柔，都慢慢來，講話也都輕



27

聲細語的，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的病人配合度比較高，所以檢查的過程比

較順，但就檢查速度而已還是台灣要快的多。

不過很奇怪的一點就是日本的放射師在檢查的過程中都不會去升 table 的高度，

全程都一直彎著腰擺病人，所以這邊很年輕的技師都已經有椎間盤突出(HIVD)

的病症了，順便一提日本並沒有 HIVD這個醫學名詞，他們的椎間盤突出是『椎

間板へル二ア』。

奈良醫大-RT

圖:NOVALIS 的 IMRT 治療機

這邊的治療方式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在病人第一次治療前會先將治療計畫放

入假體中，等待模擬結束後會將所照射的面積和劑量與治療計畫做比較，而誤

差值小於 3%時表此計畫是可行的，順便一提，奈良醫大的治療計畫是由醫生來

計畫執行的，而不是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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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病人的腹部模型 圖:紅外線攝影機的接收器

將左圖的接收器放置病人的模型位置上，做為定位用的。

圖:紅外線攝影機 圖:定位的影像

透過紅外線攝影機將接收器的位置送至電腦螢幕中，而右圖中的紅色十字線的

中心點，全部對齊後就可開始治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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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控制室

在治療之前會先用X光機 exposure 兩張治療位置的影像，待影像出來後，會將

其影像與 CT的 DRR做 Fusion，若其 fusion 的誤差小於 1mm，則可以開始治療。

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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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合照

圖:直線加速器之合照

RT 另外有兩台直線加速器，一台是有X光與電子(TBI 的治療)兩種不同的射線

其能量有 6、 10MV，而另一台直線加速器則只有 X光其能量為 4MV。

再者就是奈良醫大的直線加速器治療時間都滿快的，一個病人差不多 10 分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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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就可以完成今天的治療了，是因為這邊的治療計畫 portal 大概最多只有 4個而

已，所以治療的速度較台灣快一點。

圖:奈良醫大放射科理事長

也是這次日本行 HOME

S TAY的お父さん。

高清會 高井醫院-PET 圖:GE的 PETCT

高井醫院的 PETCT 有兩台，都一樣是GE的，而另一台則只有 PET 的部分，所

以現在已經沒有在使用了。這邊的檢查部位大部分都是由頭部開始掃描到腹部

結束，先掃 CT在掃 PET，病人檢查前會先量身高體重，看其所需注射的 F-18-FDG

的藥量，打藥前還要測病人體內的葡萄糖含量，打藥後須在休息室內等待 50 分



32

鐘，使藥量流入身體內，待其時間到後，再請病人去上廁所，將膀胱內殘留的

藥排出，檢查時間大概 15~20 分左右，檢查結束後會請病人到休息室內等待一個

小時，使體內輻射劑量衰減後再離開。特別的是高井醫院有迴旋加速器，所以

醫院內可以自己製造 PETCT 所需要的藥劑。

圖:檢查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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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宇都先生合照

圖:迴旋加速器 圖:與小阪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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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FDG自動合成裝置

圖:FDG品質測試

這次的高井醫院研修雖然只有短短的 3天，但是見習了很多以前都沒有接觸過

或看過的東西，像是 r-ray 的腦部治療還有迴旋加速器等。

且還去打擾了尾上先生 3天，雖然住在山上很冷，但可以住在道地的日式建築，

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模式，且尾上先生的家人都超親切的，所以在那 3天裡有滿

滿的歡樂回憶。最後感謝宇都先生這 3天的指導和照顧，還用 PPT 描述了許多

PETCT 的原理和臨床診斷的照片，還和我們分享許多他的興趣，像是研究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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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等過程。

圖:宇都先生與尾上先生

的合照

濟生會御所病院

圖:醫院外觀 圖:放射科理事長:阪本先生

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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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生會病院的研修只有半天之久，所以理事長就帶我們大概的瀏覽一下整個醫

院的動線跟設施，與放射科的內部介紹。

雖然放射科內的儀器還沒有很新，CT 是 4 切的，而 MRI 是 1T 的，且還在使用

Film 尚未有影像傳輸功能，但是放射科的核子醫學部門設備卻是相當的完善，

從打藥到攝影，甚至是輻射防護及輻射汙染都做得相當的完善呢!

宇陀市立病院

圖:醫院外觀 圖:奈良縣放射學會會長:高嶋先生

醫院的研修也是半天之久，所以一樣的高嶋先生也是簡單的帶我們瀏覽一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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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設置跟放射科內部，特別的是高嶋先生還帶我們去參觀一下檢驗科內部的

工作情形跟 EKG 的使用方法和檢查目的。

還一起跟小西先生去跑 Portable，過程大致上跟台灣的差不多，指是他們進出病

房時都要消毒手部，且看到不管是醫生或是護士等院內人員對病人耐心、溫柔

的態度，真的是很佩服他們。

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

圖:醫院外觀 圖:外來診療棟

圖:TOSHIBA 320 切 CT 圖:體外碎石機

來天理醫院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看到 320 切的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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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一個 Slice 5mm，所以掃瞄速度相當的快，像是掃描 Brain 和 Heart 只要

掃描一圈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影像了，真是太驚人了，且螢幕還可以變換不同的

動畫喔，第二個就是體外碎石機了吧，此碎石機的機器我也是第一次看過，不

僅結合的 C-arm 的透視機來做為定位，更特別的是在治療的 tube 裡還裝了一個

sono 的探頭，不過前輩說由於已經有透視機了，所以使用 sono 來檢測的機會不

大，且天理病院現在還不斷的拓建中，還有一棟專門只為外來病人診療的病院(外

來診療棟)，最後也謝謝中盛先生與黑田先生的指導，還特地載我們上下班，真

是辛苦了!

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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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天理的本部

四天王寺醫院

圖：16-Sliceの CT

在四天王寺醫院觀摩的時間很短暫，只有稍微觀摩一下而已，這邊的

放射科診間跟控制室都比台灣的要小一點，但是空間上絲毫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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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很徹底。且醫院裡的放射師告訴我們說，在日本醫院裡的放射

實習生是不能操作儀器的，只能站在旁觀觀看，要有放射師執照且在

工作之後才會開始 training，且不一定是每機器都能碰，有的甚至是已

經就業三年也不一定所有儀器都會 training 到呢！所以當我們跟他們

說我們在實習時已經開始照片擺位時他們很驚訝呢！台灣跟日本的制

度果然差很多！

奈良縣健康づくりセンター

圖:胃部健檢車

第一次看到胃的健檢車，table 跟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它的 table 是可以左右翻

動的，所以病人只要躺著就好不用自己翻來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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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中央病院

圖:合照

由於放射科內尚未有女性放射師，所以 mammo 是由男放射師執行的喔，跟台灣

規定只能由女性放射師執行此檢查大不相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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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文化之研修和感言

圖:東大寺 圖:平城京

圖:照幣局賞櫻 圖:空中庭園

圖:金閣寺 圖:清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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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阪城 圖:黑部立山

圖:USJ 圖:靈山寺

圖:尾上先生

HOME STAY 3 天紀念照



44

圖:歡送會

這次的日本奈良研修之旅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個星期，但是卻充滿了許許多多

的回憶!

醫院的見習我們就拜訪了八家醫院之多，雖然有些醫院只有短暫的停留，但

還是很感謝這八家醫院許許多多前輩們的指導和講解，甚至還怕我們聽得不是

很懂，還很體貼的用英文或寫漢字和我們溝通，真的是很感動也很感激他們的

用心!在這五個星期中，看到了前輩們在醫院工作時謹慎的工作態度，對待病人

的用心及耐心，及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在此也謝謝奈良醫大在我們實習結束前，特地為我們準備了心臟血管模型的

材料，讓我們製作、學習，還送了我們一本血管攝影的參考書!

也謝謝三浦姊姊用心的指導我們日文和對我們的關心!

當然最感謝的就是讓我們 Home Stay 的上野山理事長及夫人了。

感謝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這五個星期無微不至的照顧 (食、衣、住、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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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也感謝お父さん在這五個星期醫院的研修都幫我們安排的好好的，還

有お母さん每天都煮很豐盛的餐點給我們吃，擔心我們吃的不適應或吃不飽等

等!

假日時，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還會帶我們著名的觀光景點遊玩，

像是金閣寺、清水寺、大阪城、平城京….甚至是很遠的黑部立山呢~這還是我長

這麼大第一次看到雪景呢~很謝謝他們的用心!

總之對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有太多的感激和感恩了，也謝謝他們為我的人

生中留下了一段這們特別、美好的回憶!

 

皆様に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した。 

台湾へも遊びに来たください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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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研修心得報告

99.4.15~99.5.23

中台科技大學

放射技術系

DR4a

許雅儒



47

目 錄
一﹑ 前言………………………………………48

二﹑ 研修內容…………………………………48

三﹑ 介紹

１﹑奈良縣立醫科大學附屬病院

ＭＲI 1.5Ｔ＆３Ｔ……………………50

ＣＴ 16切＆64切………………………52

IVR……………………………………54

一般攝影……………………………… 57

Mammography……………………………59

放射治療……………………………… 61

2﹑高清會 高井病院

PET-CT……………………………… 64

3﹑濟生會 御所病院……………………………67

4﹑宇陀市立病院………………………………68

5﹑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69

 6﹑其他……………………………………… 71

四﹑ 日本文化研修…………………………… 72

五﹑ 心得……………………………………… 75



48

一﹑ 前言

五專的時候就知道有海外實習的機會，二技的時候就去學日文想要達到去

日本研修的目標。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出國，但是一個半月還是第一次，

加上日文也不是很好，所以還是很緊張｡四月十五號那天是抱著既期待又

興奮的心情去機場跟林松水老師會合，撘了兩個小時個飛機我們終於抵達

日本關西空港，就這樣展開了日本研修的一個半月的生活。

二﹑研修內容

ＰＥＴ検査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1.ポジトロン核種の製造 The manufacture of positron nuclear kind
・ サイクロトロンの稼働状況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cyclotron
・ サイクロトロンの操作 The operation of the cyclotron
・ メンテナンス Maintenance

2.ポジトロン製剤の合成及び分注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edicine manufactured by positron and share, note

・ 合成装置の操作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device
・ 放射性薬剤の取扱 Handling of the radioactive medicine

3.ポジトロン製剤の品質検定 The quality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medicine manufactured by
positron
・ 無菌試験その他の検査内容 Contents of inspection of asepsis test others

4.ＰＥＴ検査 PET inspection
・ 検査の流れ The flow of the inspection
・ ＰＥＴ及びＰＥＴＣＴ装置の取扱 PET and handling of the PETCT device
・ 画像収集 Image collection
・ 画像処理 image processing
・ 各疾患のＰＥＴ画像 The PET image of each disease

5.放射線管理 Control of a radiation
・ 放射線施設の概要 The outline of the radiation facilities
・ 排水設備 Drainage facilities
・ 排気設備 Exhaust equipment
・ 放射線従事者の被曝管理 Control of an exposure of the radiation being engaged person

6.その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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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臓・血管撮影検査・ＩＶＲ検査 Ａngiography・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2. 撮影機器（精度保障）Camera vessel (precision security)

頭部血管撮影装置 A head blood vessel imager
腹部血管撮影装置 An abdomen blood vessel imager（CT･Angiography’）
心臓カテーテル装置 A cardiac catheter device

・ 装置の取扱 The handling of the device

2.Ｘ線解剖 X-rays dissection
・ 放射線診断に必要な解剖学 The anatomy that is necessary for a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 血管解剖 Blood vessel dissection
・ 心臓解剖 The dissection of the heart

3.撮影法 How to take image
・ 撮影情報の表示 The indication of the photography information
・ ポジショニング positioning
・ 再構成画像の構築 The making of the reconfiguration image

4.検査･治療の目的および手技 A purpose of the treatment and technique

・ 頭部血管撮影&IVR Head blood vessel radiography & IVR
・ 腹部血管撮影&IVR Abdomen blood vessel radiography & IVR
・ 心臓カテーテル検査&IVR Cardiac catheter inspection & IVR
・ 非血管系 IVR Non－Vascular IVR

定位放射線治療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1.定位放射線治療装置（精度保障）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precision security)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 装置の取扱 The handling of the device

2.定位放射線治療とは Explanation of the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 定位放射線手術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 定位放射線治療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SRT)
・ 強度変調型放射線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

3. 定位放射線治療のプロセス A process of the Stereotactic Radio Therapy

・ 固定具作成 Tool for fixation making
・ 治療計画の作成と検証 Making and the inspection of the treatment plan
・ 治療計画検証 Treatment plan inspection
・ 治療開始 A treatment start
・ 経過観察 A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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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その他 Others
・ 患者様に対する接遇 A service for the patient

CT 検査 Computed Tomography
1.CT 装置（精度保障）CT device (precision security)

・ 機器 machine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 マルチスライス CT Multidetector-row CT
・ デュアルエネルギーCT&デュアルソース CT Dual Energy CT & Dual Source CT

2.画像処理 Image processing

・ 高分解能画像再構成 High resolving power image reconfiguration
・ 3D 画像構築 3D image construction

乳腺撮影検査 Digital Mammography
1.撮影機器（精度保障）Camera vessel (precision security)

・ 機器 machine
・ 性能 performance
・ 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2.乳房解剖、病理 mammary gland dissection, sickness reason

・ マンモグラフィーにおける乳房の解剖と正常像

The dissection of the mammography and a normal figure

3.撮影法 How to take image

・ 撮影情報の表示 The indication of the photography information
・ 乳房の圧迫 Pressure of the mammary gland
・ ポジショニング positioning

三﹑介紹

1﹑奈良醫大

ＭＲＩ

這裡的ＭＲＩ室進入時要換室內脫鞋，不管是護士放射師還是病人，這樣不僅可以保持

檢查室的清潔，對於工作人員也比較舒適（圖一）。奈良醫大裡有三台ＭＲＩ的機器，兩台１.

５Ｔ（圖二）一台 3Ｔ（圖四），他們的院內的儀器大部份都是採用西門子的，而台灣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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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ＧＥ，所以在介面上會有所不同，但是病人的檢查項目大致上還是一樣的｡

他們上班一次都是兩個人在輪流做，一個負責做病人，一個就在旁邊Ｑ片子，事倍功半

很有效率，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備一台小ＮＢ，如果有不懂的疾病就會馬上上網查詢，這

種精神實在是值得學習啊！（圖五）這裡用的是緊急救護鈴（圖六），在台灣我們是用ＥＫＧ，

而且只用在病房的病人，在這裡他們不管你是不是有意識都會讓病人一手拿著救護鈴，只要

感覺到不舒服就壓下去，控制台就會叫，此時放射師就會進去關心病人的狀況，我覺得這點

做的很溫馨，台灣應該也可以做到的｡他們的滑板也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的只放的下身體的

部分，他們可以從頭包到腳，這樣在移動的時候病人比較不會亂動，只是材質的部分個人覺

得台灣的比較好用，因為比較滑，比較好施力（圖七）。

圖一：鞋櫃 圖三：進入檢查室的違禁品

圖二：西門子１.５Ｔ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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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西門子３Ｔ MRI

圖五：控制台，分工合作的學長們

圖六：緊急鈴 圖七：滑板

 １.5T 和 3T 的差別是在於 3T的孔徑比較大，而且空間解析度比較好，但是由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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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較好的關係，所以掃描時間相對也比較長，ＳＮＲ也比較高

 他們在上下病人的時候，都很客氣很有禮貌，一直詢問病人的狀況，直到病人躺上去

為止，從來沒有看過他們不耐煩或是大小聲的情形，衛生習慣也很好，每個病人都會

換一張新的紙來墊頭部

ＣＴ

ＣＴ的部分有３台，１台６４切（圖八）２台１６切（圖九），我們只有看６４切的機器

｡機器廠牌是西門子，用８０和１４０ＫＶ的能量來掃描，主要可以看心臟，速度真的是超級

快的，一下又掃完了，它可以像ＤＸＡ一樣，利用減贅的方式來看血管，而且他們的ＣＴ是

不能打角度的，所以他們的頭架可以調整高度。照 chest＆abdomen 的時候雙手舉高還有枕頭

可以放，躺起來就比台灣的舒適，比較符合人體工學（圖十）。顯影劑也是事先會先抽好，放

在保溫箱裡面（圖十一）比較不會去浪費到檢查的時間，按照病人不同體重來施打藥物（圖

十二），而且我們台灣現在在用的顯影劑日本早就沒有在用了，因為過敏反應機率太高了，所

以他們已經換成比較好的藥物，很特別的是每天健保局規定用的藥還不一樣呢！（圖十三）

圖八：西門子６４切ＣＴ

圖九：１６切ＣＴ，和水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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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病人的枕頭，可以把雙手 圖十一：顯影劑的保溫箱

放在上面

圖十二：病人顯影劑劑量施打表 圖十三：每天顯影劑藥物表

圖十四：血壓計 圖十五：膠片佩章，黃色的是測頸部，

藍綠色是放在胸口

ＩＶＲ

奈良醫大的Ａｎｇｉｏ是很有名的，總共有五台機器，心導管也包括在這裡面，有一台

是ＣＴ加Ａｎｇｉｏ（圖十六），在這裡第一次看到，學長說ＣＴ是用來確認定位用的。另一

台是有兩個 tube，奈良醫大專門用來做腦血管攝影的，可以做３Ｄ影像（圖十七）。他們醫生

穿的鉛衣還有風扇呢！可以避免醫生做太久，而汗流浹背的，這設計也不錯（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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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ＭＤＣＴ

圖十七：雙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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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風扇鉛衣 圖十九：肝臟血管模型

圖二十：手術洗手台

圖二十一：學長和日本實習生教我們做心臟模型，他們都很認真，陪我們做了快

三個小時，真的是很感謝他們的用心，也是難得的一個經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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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ＩＶＲ技師們合影

一般攝影

這邊的攝影室分的很清楚，Chest 就是自己一間，bone 也是一間，所以總共有五間攝影

室，他們的技術真的是沒話說，因為他們很要求影像，所以很仔細的照，照出來的片子就好

像教科書一樣漂亮，我還看過學長真的拿量角器在量角度的耶！他們照完一張就會開始討

論，看看哪裡需要重照，真的是很仔細，只是依照他們這種速度的話，在台灣一定不適用，

因為病人量太多了，會大塞車。而且他們有很多特別的儀器，可以輔助特別照法，很好用

圖二十二：照ＴＭＪ的攝影台，台灣只有照張口跟閉口兩個 view，這裡多了一個牙齒上下咬

合的 view，而這台機器就是專門為ＴＭＪ設計的，它可以把三個 view 拍在同一張

片子裡面

圖二十三：專門設計照 stenvers 的攝影室，有表格可以讓你參考角度，不用在那

邊轉辛苦整個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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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特殊攝影控制台

圖二十五：可以旋轉的 圖二十六：防止病人往後倒 圖二十七：用鉛作成的更

chest table 衣室

圖二十七：照足部負重用的，旁邊還有把手可以攙扶，比較安全，在台灣看到的

是讓病人採在檢查台上懸空，感覺很難照，這個器具真的是既方便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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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洗片機，速度 圖二十九：照全身＆Scano 圖三十：Portable
很快 用的器具

圖三十二：和放射師合影

ＭＡＭＭＯ

Mammo 檢查一樣是兩個主要的 view，ＣＣ和ＭＬＯ，但是不同於台灣的地方是在做完

病人以後，會先讓病人在檢查室裡面等候，然後幾個放射師會在小房間討論片子（圖三十八），

看是否有需要重拍或是加照放大的 view，所以放射師的影像判讀是很重要的，檢查結束後他

們還會寫一張小單子是依照所看到的病兆來評估良性惡性，真的是很細心呢！還有就是他們

在照相的時候不太會整個碰觸病人，我們照ｍａｍｍｏ的時候是站在病人的後面，用身體去

頂住病人讓她往前靠住，他們只用手而已，身體不會去接觸病人，可能很尊重病人吧！

他們的ＱＣ是一個禮拜做一次，做完才可以照病人，一樣也是ＡＥＣ假體測試，但是假

體做的和台灣不太一樣，他們的種類比較多樣化，測量的也比較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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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壓迫板的種類 圖三十四：AEC 假體測試

圖三十五：Hologic 的儀器 圖三十七：檢查衣的穿法介紹

圖三十六：假體測試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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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討論片子的地方

圖三十九：親切的立山姐姐

ＲＴ

我們在這裡 RT 見習 IMRT 的機器（圖四十），在台灣的時候我只在醫院看過直線加速器，

所以這也算是我第一次看ＩＭＲＴ，這裡的定位是在病人身上放置紅外線接受器（圖四十

一），再以紅外線攝影機來追蹤定位（圖四十二），而不是用雷射定位。定位完之後再去掃Ｃ

Ｔ，以ＤＲＲ的方式來確認定位，而且他們的治療計畫是由醫生來做而不是物理師。每次治

療時會先從兩邊射出Ｘ射線來看定位位置（圖四十三），若是小於１ｍｍ就可以直接治療，等

同於是每次治療前都會再做一次定位，很費心但也很保障病人。他們每天做完病人以後都會

QA，真的是做的很詳細，也可能是病人量比較少，所以才可以每天這樣做。我們也有去看直

線加速器，這邊有兩台，一台是６ＭＶ和１０ＭＶ的，另外一台是只有４ＭＶ的機器，因為

只有去看一個早上，且治療過程都跟台灣差不多，所以就不多介紹了

圖四十：ＩＭＲＴ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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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紅外線定位的接受器，把它放在病人的模具上面即可追蹤定位

圖四十二：紅外線攝影機

圖四十三：兩組X 光機與接受器呈現交叉擺設，主要的目的是要在每次作治療前都先攝影，

可以從兩塊板子中射出ｘ－ｒａｙ來照模擬片，然後藉由影像處理進行位置的校

正，以增加治療區域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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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電腦會將初次定位時金屬球的位置做記錄，以此為基準，每次治療金

屬球的位置須與紀錄位置相同

圖四十五：和ＲＴ醫生＆學長＆護士＆實習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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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清會 高井病院 

PET

在高井醫院三天的時間裡，我們主要學習的機器是ＰＥＴ，日本醫院的核醫科進入是要

換拖鞋的，因為他們怕會把放射線同位素帶出去外面，我們好像就沒有做的這麼仔細。高井

醫院有自己的迴旋加速器，可以自行製造ＦＤＧ，利用Ｏ－１８和Ｆ－１８結合而成，然後

依照病人所需的數量來配藥，之後經過無菌試驗以後就會依照病人的體重來配藥之後再將藥

物由地下室的人員配送出去。

圖四十八：ＰＥＴＣＴ

圖四十九：病人休息室 圖五十：ＰＥＴ螢幕

圖五十一：和宇都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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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CYCLOTRON

圖五十三：反應生成核，Ｆ－１８和Ｎ－１３

圖五十四：FDG 自動合成装置 圖五十五：發熱性物質試験

圖五十六：放射科學的純度試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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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七：將藥裝進去鉛罐

進出入時要吹５秒鐘， 無菌試驗 發熱性物質試驗

把髒東西吹走

圖五十八：把製好的藥送進這個小電梯，就會傳送到樓上給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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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九：ＲＴ和尾上先生的合影

3﹑濟生會 御所病院

今天跑了兩家醫院第一家是濟生會御所病院，這家醫院不大，但是該有的機器還是有，

他們有兩台一般攝影，一台４切的ＣＴ，一台 1.0Ｔ的ＭＲＩ，兩台特殊攝影和一台ＡＮＧＩ

Ｏ以及ＳＰＥＣＴ一台。早上就由他們的技師長帶我們參觀他們醫院的每個部門，然後大概

看一下他們的工作情形，中午吃完飯以後就離開了。

圖六十：濟生會御所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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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一：與技師們合影

4﹑宇陀市立病院

這是第二家醫院，目前有 199 床，機器全部都是西門子的，是由奈良放射學會高嶋會長

帶我們參觀醫院的部門，他解釋的很詳細，連檢驗科都有帶我們進去參觀，他們醫院也不大，

所以半天就看完所有的儀器，還有跟學長去跑 portable 呢！發現他們真的是每家醫院的人都很

細心，對病人都好親切，放射師與護士之間也相處的很融洽，都會互相幫忙。

圖六十二：宇陀市立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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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三：與技師們合影

5﹑天理よろず相談所病院

今天是實習的最後一天，我們參訪的是天理醫院，這間醫院是由天理教所建造的，就如

同我們的慈濟，建築物很像廟宇，附近全部都是天理教的範圍，有學校﹑飯店等等。早上我

們先去舊的大樓見習，第一次看到３２０切ＣＴ，掃一個頭只要轉一圈就好，真的實在是大

開眼界呢！後來去看血管攝影﹑ＭＲ﹑ＲＩ﹑ＲＴ因為各家醫院儀器都差不多，所以就不加

以詳述。下午去外來診療棟參觀，這裡空間很大很新，裡面也是什麼都有，學長帶我們去看

震波碎石，這是在日本第一次看這台機器，它還結合了超音波可以根據病人的石頭位子來定

位

圖六十四：天理病院（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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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五：３２０切ＣＴ TOSHIBAR

圖六十六：外來診療棟（新）

圖六十七：震波碎石儀器和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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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八：和技師們合影 圖六十八：天理教本部

６﹑其他

圖六十九：老師帶我們來的第一天，先去參觀國保中央病院，這裡的乳房攝影男

生的放射師可以做喔！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圖七十：奈良線健康づくりセンター的健檢車，看了ｍａｍｍｏ和胃的健檢車，
台灣好像沒有可以做檢查 special 的健檢車，也是第一次見識到

圖七十一：四天王寺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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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文化研修

圖七十二：大阪城 圖七十三：長谷寺

圖七十四：黑部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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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五：造幣局賞櫻花

圖七十六：東大寺

圖七十七:：平城京，遷都１３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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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八：靈山寺的玫瑰花園

圖七十九：宇都先生的天文台ＢＢＱ

圖八十：大阪環球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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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感想：

此次的日本奈良研修之旅到此告一段落，回想剛開始到日本生活的時候，整

個很不習慣，不太明白他們在說什麼，食物也吃不慣，每天都拉好幾次肚子，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難熬，但在日本媽媽的細心照顧之下，拉肚子的情況就好了，

也漸漸的融入日本人的生活。

每天早上和日本爸爸一起坐電車上班，在醫院我們一切的事物他都幫我們

打理的很好，我們沒有想到的狀況他都已經處理的很完整，真的是一個很細心

的好爸爸好理事長，醫院裡的每個學長姐人都很好，連醫生﹑護士都很客氣，

他們都很樂意也很有耐心的教導我們，讓我們在醫院裡學習到不少東西。中間

我們還有去其他四間醫院，看看不同醫院的不同體系，這次的研修真的是讓我

增進不少知識呢！放假的時候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出去玩，我們去過大阪城﹑京

都金閤寺﹑黑部立山……等等日本有名的景點，見識到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背

景，除此之外還有去賞花，日本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個地方。有空的時候我們還

會跟爸媽去超級市場買菜回家煮，享受不一樣的天倫之樂，吃飯的氣氛也很好，

一邊吃著媽媽煮的好吃的晚餐一邊聊天，那種感覺真的很棒，現在也開始懷念

起來了

雖然日本研修已經結束，但是日本與台灣放射界的交流並不會因此而結

束，他們都說明年來台灣要來找我們，我們也會好好招待他們的，這是一種切

不斷的關係，就這樣讓它永續下去吧！這一個半月我真的學到了很多在台灣學

不到的東西，日本人的禮儀﹑態度，最重要的是學會了獨立。這一切多虧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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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水老師，老師不求任何回報的替我們這些學生牽線，才會讓我們有這種機會

可以到海外研修，真的是致上萬分的感謝。另外也要感謝在日本的三浦玉惠姐

姐，從要去日本的前幾個月就開始教導我們日文以及一些注意事項，大家真的

都很用心的去看待這件事情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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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1、日文筆試與口試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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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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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奈良國際見習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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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緊急醫療家長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