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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台灣電力公司 111 學年度大學及研究所獎學金甄選試題 

類科:保健物理/放射化學                    節次:第一節 

科目:輻射安全及核工原理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 頁，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2.僅限使用簡易型計算器（不限廠牌、型號，功能以不超出＋、－、×、÷、％、√、MR、
MC、MU、M+、M-、GT、TAX+、TAX-之運算為限；其他具有文數字編輯、發聲、振動、記
憶儲存、內建程式、外接插卡、通訊或類似功能之計算工具一律禁止使用）。 

3.本試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各 2 分，共 100 分，須用 2B 鉛筆在專業科目答案卡畫記
作答，於本試題、英文答案卡或其他紙張作答者不予計分。 

4.測驗式試題均為單選題，每題選項應有 4 個，以(A)(B)(C)(D)標示，請就各題選項中選
出最適當者為答案；各題答對得該題所配分數，答錯不倒扣；畫記多於 1 個選項或未作
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5.考試結束前離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索取。 
6.考試時間：與英文合併一節考試，共150分鐘。 

1.游離輻射包括直接游離輻射及間接游離輻射，下列何者屬於直接游離輻射？ 

(A)中子 (B) γ (C) β (D) X 光 

2.從原子核內放出的電磁波稱為下列何者？ 

(A)微中子 (B)制動輻射 (C)特性 X 射線 (D) γ 射線 

3.通常光電效應最易發生在原子核外的何種電子？ 

(A)自由電子 (B)外層電子 (C)中層電子 (D)內層電子 

4.原子的特性 X 射線與其制動輻射 X 射線的最重要差別為下列何者？ 

(A)波長不等 (B)產生方式不同 (C) X-光靶不同 (D)能量不同 

5.致死劑量 LD-50/30 表示為下列何者？ 

(A) 30 天內發生 50 %死亡的致死劑量 (B) 50 天內發生 30 %死亡的致死劑量 
(C) 30 至 50 天內發生 100 %死亡的致死劑量 (D) 50 天內尚有 30 %存活的致死劑量 

6.人體中對游離輻射較不敏感的細胞為下列何者？ 

(A)骨髓細胞 (B)腺體細胞 (C)神經細胞 (D)卵細胞 

7.有關輻射之健康效應區分，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遺傳效應是屬於機率性效應 (B)確定效應的發生有劑量低限值 
(C)染色體變異是屬於確定效應 (D)機率效應發生之機率與劑量大小成正比 

8.藉由自由基(free radical)的生成所產生的輻射生物傷害稱為輻射的？ 

(A)間接效應 (B)直接效應 (C)機率效應 (D)確定效應 

9.高劑量輻射生物效應包含：○1 造血症候群 ○2 胃腸症候群 ○3 中樞神經系統症候群，試問發生這

三種效應所需之劑量由低至高排列順序為何？ 

(A) ○1 、○2 、○3  (B) ○3 、○2 、○1  (C) ○2 、○1 、○3  (D) ○2 、○3 、○1  

10.「低劑量對生物體的照射，並無傷害效應，而且對生命現象還有相當助益。」是下列何者假

說或學說？ 

(A)輻射激效(radiation hormesis) (B)確定性效應(deterministic effect) 
(C)機率性效應(stochastic effect) (D)相對生物效應(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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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列哪幾項效應屬於急性輻射效應？ ○1 皮膚紅腫 ○2 遺傳效應 ○3 腸胃道症候群 ○4 神經系統症

候群 

(A) ○1  ○2  ○3  ○4  (B) ○1  ○2  ○4  (C) ○1  ○3  ○4  (D) ○3  ○4  

12.距離某一射源 1 公尺處之劑量率為 54 mSv/h，在距離此射源 3 公尺處作業 10 分鐘，所接受的

劑量約為多少 mSv？ 

(A) 1 (B) 2 (C) 3 (D) 4 

13.距離鈷-60 點射源 2 m 處之劑量率為 125 mSv/h，若忽略增建因數，假設距離射源 7 m 處加裝

36 mm 之鉛屏蔽，則該處劑量率降至多少 mSv/h？(鈷-60 在鉛內之半值層為 12 mm) 

(A) 0.78 (B) 1.28 (C) 2.56 (D) 3.43 

14.屏蔽光子輻射應選用下列何種材質？ 

(A)高原子序、高密度 (B)高原子序、低密度 (C)低原子序、高密度 (D)低原子序、低密度 

15.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的輻射防護較密封放射性物質，需再考量下列何種曝露？ 

(A)計畫曝露 (B)既存曝露 (C)體外曝露 (D)體內曝露 

16.高能量 β 射源置於罐中，通常使用兩層屏蔽，試問內層及外層材料的設計，依序分別用來阻

擋下列何者？ 

(A)制動輻射、β 粒子  (B) β 粒子、制動輻射 
(C)特性輻射、β 粒子  (D) β 粒子、特性輻射 

17.下列何者為合理抑低(ALARA)在輻射防護原則中的應用？ 

(A)正當化 (B)最適化 (C)限制化 (D)合理化 

18.放射性核種進行系列衰變，若子核的半化期遠大於母核的半化衰期，則兩者之間產生的關係

為下列何者？ 

(A)瞬時平衡(transient equilibrium) (B)電子平衡(electron equilibrium) 
(C)長期平衡(secular equilibrium) (D)不平衡(no equilibrium) 

19.康普吞散射的反應截面和原子序數(Z)的關係為下列何者？ 

(A)與 Z 成正比 (B)與 Z 成反比 (C)與 Z2成正比 (D)與 Z4成反比 

20.已知 197Au 對於熱中子(thermal neutron)的吸收截面為 99 邦(b)，試問 197Au 對動能為 10 eV 中

子的吸收截面為何？ 

(A) 0.248 b (B) 0.495 b (C) 4.95 b (D) 49.5 b 

21.耗乏鈾(Depleted uranium)是指下列何者？ 

(A) 238U 的豐度(abundance)<0.07 % (B) 235U 的豐度<0.7 % 
(C) 238U 的豐度<3.7 % (D) 235U 的豐度<3.7 % 

22.一個 14 MeV 快中子與石墨反射體發生一次碰撞，試問該中子剩下多少 MeV 能量？ 

(A) 5.17 (B) 10.02 (C) 7.14 (D) 9.05 

23.在核反應器內，一個鈾-235 原子進行核分裂，約產生多少能量？ 

(A) 2.5 MeV (B) 50 MeV (C) 100 MeV (D) 200 MeV 

24.試問從鈾-238 開始，終止於穩定的鉛-206，其間總共發射多少個 α 粒子？ 

(A) 6 (B) 7 (C) 8 (D) 9 

25.原子能階主要是在描述下列何者？ 

(A)核內中子能量 (B)核內質子能量 (C)電子軌道能量 (D)原子核能量 
 

【請另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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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0 mg 鐳-226 的活度約為多少 Bq？ 

(A) 1×108 (B) 3.7×108 (C) 3.7×109 (D) 3.7×1012 

27.關於同位素，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化學性質相同 (B)電子數相同 (C)質量相同 (D)不一定具有放射性 

28.核反應 68Zn(p,2n)的產物為下列何者？ 

(A) 66Ga (B) 67Ga (C) 66Zn (D) 67Zn 

29.鍶-90 的物理半化期為 28 年，若其生物半化期為 28 年，則其有效半化期為下列何者？ 

(A) 7 年 (B) 14 年 (C) 28 年 (D) 56 年 

30.放射核種樣本的比活度(specific activity)與放射核種半化期的關係為下列何者？ 

(A)半化期愈長，比活度愈高 (B)半化期愈短，比活度愈高 
(C)依核種不同而有所變化 (D)兩者無任何關係 

31.有關中子特性，下列何者正確？ 

(A)常使用鉛使快中子減速 
(B)快中子比熱中子容易產生中子捕獲 
(C)中子與物質產生非彈性碰撞時，會伴隨有 γ 射線產生 
(D) 113Cd 發生中子補獲後，會產生 114Cd 及發射出高能量的質子 

32.假設一放射性同位素的 K、L、M 層電子束縛能分別為 70 keV、11 keV 及 3 keV，則下列何者

不可能為鄂惹電子(Auger electrons)的動能？ 

(A) 56 keV (B) 48 keV (C) 30 keV (D) 5 keV 

33.若樣品 A 之計數值為 18000，樣品 B 之計數值為 9000，則 A 與 B 的計數比值及其標準為下列

何者？ 

(A) 2 ± 0.026 (B) 2 ± 0.262 (C) 2 ± 0.013 (D) 2 ± 0.13 

34.人體在放射性惰性氣體雲團中的劑量，稱為沉浸劑量，此沉浸劑量主要指下列何者？ 

(A)體內劑量 (B)體外劑量 (C)攝入劑量 (D)吸入劑量 

35.下列哪種充氣式偵檢器之填充氣體為 P-10 氣體？ 

(A)游離腔 (B)比例計數器 (C)蓋革計數器 (D)半導體偵檢器 

36.下列哪種偵檢器必須考量淬息作用產生的影響？ 

(A)游離腔 (B)比例計數器 (C)蓋革計數器 (D)半導體偵檢器 

37.某樣品經 1 分鐘計測得 1200 個淨計數，若此儀器效率為 10 %，請問此樣品之活度為多少 Bq？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38.能量相同的情況下，下列粒子何者輻射加權因數最大？ 

(A)光子 (B)電子 (C)中子 (D)α 粒子 

39.熱發光劑量計(TLD)不能偵測下列何種輻射？ 

(A) α 粒子 (B) β 粒子 (C) γ 射線 (D)中子 

40.下列何者輻射之能量為連續能量？ 

(A)康普吞電子 (B)光電子 (C)鄂惹電子 (D)內轉換電子 

41.一閃爍偵檢器以 1000 Bq 的 137Cs 校正，計測 100 秒得 4350 counts，背景計測 100 秒得        

100 counts，請問此偵檢器對 137Cs 的加馬射線計測效率為多少 %？ (137Cs 放出 0.662 MeV 加

馬射線之放出比為 85 %) 

(A) 3.75 % (B) 4.0 % (C) 4.5 % (D) 5.0 %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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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下列量與單位的組合何者正確？ 

(A))曝露量：Gy‧kg-1 (B)蛻變常數：s -1‧kg-1 (C)平均自由行徑：m (D)吸收劑量：Sv 

43.輻射對人體的影響，下列哪一種所需的時間最久？ 

(A)游離興激發之物理作用 (B)分子內的 放射化學變化 
(C)產生癌症或遺傳效應 (D)生理及解剖上的變化 

44.某 Nal 偵檢器測量得 137Cs 光電峰的解析度=7.6 %，請問此光電峰的半高全寬 (FWHM)為下列

何者？ 

(A) 30 keV (B) 40 keV (C) 50 keV (D) 60 keV 

45.空氣中射程為 2.5 cm 的 α 粒子，請問在水中射程為何？(空氣密度 = 0.0014 g‧cm-3 ) 

(A) 0.7 μm (B) 3.5 μm (C) 7 μm (D) 35 μm 

46.輻射屏蔽半值層(HVL)厚度是什一值層(TVL)厚度的多少倍？ 

(A) 0.3 (B) 2.32 (C) 3.32 (D) 5.0 

47. 一 X 光機之操作電壓為 100 kVp，求其所產生之最短 X 光波長為多少 nm？ (已知普朗克常數

為 6.62 x 10-34 J‧s) 

(A) 0.00124 (B) 0.0124 (C) 0.124 (D) 1.24 

48.有關核反應器系統，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核反應器的核心為核燃料，產生分裂反應釋出熱能 
(B)緩和劑作用是吸收高能的快中子 
(C)反射體的作用是將逃離核心的中子反射回去 
(D)分裂後核心產生的熱量由冷卻劑帶走 

49.一個熱中子在燃料中被吸收而引發分裂產生的快中子數目係指下列何者？ 

(A)熱中子不漏機率 (B)有效增殖因數 (C)熱中子利用因數 (D)再生因數 

50.現行游離輻射安全標準中之肺吸收類別係指下列何者？ 

(A) D、W、Y (B) X、Y、Z (C) F、M、S (D) T、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