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力公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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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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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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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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或畫記多於 1 個
選項者，倒扣該題所配分數 3 分之 1，倒扣至本科之實得分數為零分為止；未作答者，
不給分亦不扣分。
5.考試結束前離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該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索取。
6.考試時間：與英文合併一節考試，共120分鐘。

1.天然存在的鈾同位素中哪一個是易分裂材料(fissile materials)？
(A)鈾-238
(B)鈾-235
(C)鈾-236

(D)鈾-233

2.有關核分裂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發生於高原子序的原子核
(B)原子核內核子間吸引力大於斥力
(C)分裂發生時，吸收中子的原子核破裂成兩個較輕的原子核及 2 到 3 個新的中子
(D)產生的原子核及中子，總質量較未有反應前為低，損失質量會轉化成能量
3.鈾-235 每次核分裂平均釋放的能量約為多少 MeV？
(A) 410
(B) 310
(C) 210

(D) 11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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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子與原子核的反應為下列何者？
(A)散射與吸收
(B)吸收與游離

(C)散射與游離

(D)散射、吸收與游離

6.中子與原子核發生作用的有效面積稱之為微觀截面 σ，其單位為以「邦(barn)」表示，1 barn 為
多少 cm2？
(A) 10-10
(B) 10-16
(C) 10-24
(D) 10-36
7.若水(H2O)的分子量 A 是 18，密度 ρ 為 1.0 g/cm3，亞佛加厥數Ｎa 為 0.602 x 1024，氫的熱中子
捕獲微觀截面 σH=0.33 barn，氧的熱中子捕獲微觀截面 σO=2 x 10-4 barn，則水分子的的熱中子
捕獲巨觀截面 Σ 為多少？
(A) 0.011 cm-1
(B) 0.011 cm-2
(C) 0.022 cm-2
(D) 0.022 cm-1
8.下列何種材質適合做吸收中子的控制棒？
(A)鉛和鉍
(B)鉻和鋯

(C)硼和鎘

(D)水和石墨

9.下列何種材質適合做反應器的緩和劑？
(A)鉛和鉍
(B)鉻和鋯

(C)硼和鎘

(D)水和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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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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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項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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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分裂產物毒素增加，會使下列何者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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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有關有效增殖因數(Keff)，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Keff＝1，謂之臨界
(B) Keff＞1，謂之超臨界
(C) Keff＜1，謂之次臨界
(D) Keff 與熱中子、快中子的不漏機率均無關
13.體外防護三原則為下列何者？
(A)時間、距離、屏蔽 (B)稀釋、分散、除污 (C)集中、封閉、屏蔽 (D)時間、屏蔽、集中
14.體內防護 3D 原則為下列何者？
(A)時間、距離、屏蔽 (B)稀釋、分散、除污 (C)集中、封閉、屏蔽 (D)時間、屏蔽、集中
15.中性原子失去電子而形成離子對的現象稱為下列何者？
(A)激輻射現象
(B)游離現象
(C)制動輻射現象

(D)活化現象

16.最易發生光電效應的是下列哪一層電子？
(A)中層電子
(B)自由電子

(D)外層電子

(C)內層電子

17.一戈雷的吸收劑量，下列哪一輻射的生物效應最大？
(A)阿伐粒子
(B)貝他粒子
(C)加馬射線

(D) X 射線

18.光子的能量最低必須大於多少 MeV 以上，才會有成對發生的作用？
(A) 0.511
(B) 0.871
(C) 1.00
(D) 1.022
19.光電效應最有可能產生下列何種結果？
(A)制動輻射
(B)散射光子

(C)特性 X 射線

(D)互毀作用

20.貝他射線為連續能譜，通常它的平均能量約為最大能量的多少？
(A) 1/5
(B) 1/4
(C) 1/3

(D) 1/2

21.遺傳效應是屬於下列何種效應？
(A)確定效應
(B)機率效應

(D)激輻效應

(C)光電效應

22.發生 β+ 衰變時，母核放出 β+ 粒子後，子核的質量數 A 及原子序 Z 變為下列何者？
(A) Z－1，A 不變
(B) Z＋2，A－4
(C) Z＋1，A 不變
(D) Z－2，A－4
23.人體中對游離輻射較不敏感的細胞為下列何者？
(A)神經細胞
(B)卵細胞
(C)骨髓細胞

(D)腺體細胞

24.某樣品經 5 分鐘計測得 600 counts，若此儀器計測效率為 20 %，則此樣品之活度為多少 Bq？
(A) 600
(B) 100
(C) 60
(D) 10
25.三個半值層的屏蔽，可使輻射強度減至原來的多少？
(A) 1/2
(B) 1/4
(C) 1/8

(D) 1/16

26.屏蔽光子應選用下列何種材質？
(A)高原子序、低密度 (B)低原子序、低密度 (C)高原子序、高密度 (D)低原子序、高密度
27.全身接受加馬輻射急性照射至少多少 Gy 以上才有可能引發中樞神經系統症候群？
(A) 10
(B) 20
(C) 30
(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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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放射樣本經計測後得計數為 2240，計測時間為 5 sec，若不考慮背景，則其計數率及標準偏
差為下列何者？
(A) 448±21.2 cps
(B) 448±15.5 cps
(C) 448±9.5 cps
(D) 448±5.5 cps
29.台灣地區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劑量大約為多少毫西弗？
(A) 1.0
(B) 2.0
(C) 3.0

(D) 4.0

30.假設某處農地土壤取樣分析測得 Cs-137 74.0 Bq/kg，且附近土壤均具有相同核種與活度，農夫
每天於該農地工作 12 小時，請問土壤對農夫造成之年劑量為多少Sv？(Cs-137 之地表輻射劑
量轉換因子為 2.99E-18 (Sv / (Bq•s/m2))，土壤密度 1.6 g/cm3，取樣深度 15 cm)
(A) 0.983
(B) 0.839
(C) 0.389
(D) 0.398
31.高能量貝他粒子的屏蔽通常有兩層，第一層係阻擋貝他粒子，第二層應選擇下列何種材料？
(A)高原子序物質
(B)低原子序物質
(C)含氫物質
(D)含硼物質
32.如果使用鉛、鎘及石蠟作為中子屏蔽，則由靠近射源的內層往外較適合排列順序為下列何者？
(A)石蠟、鎘、鉛
(B)鎘、鉛、石蠟
(C)鉛、石蠟、鎘
(D)鉛、鎘、石蠟
33.使用 1Ci60Co 射源時，下列作業條件何者接受輻射曝露最少？(對 60Co 的 γ 射線鉛的半值層
(HVL)為 1.2 cm)
(A)以 1.2 cm 厚的鉛屏蔽射源，距離射源 50 cm 位置作業 30 分鐘
(B)以 3.6 cm 厚的鉛屏蔽射源，距離射源 50 cm 的位置作業 90 分鐘
(C)射源無屏蔽，距離射源 2 m 的位置作業 2 小時
(D)以上皆相同
34.同樣厚度之物質，對加馬射線屏蔽效果最好的是下列何者？
(A) 水
(B) 鉛
(C) 鐵
(D) 水泥
137
35. Cs活度1居里( Ci )表示其每秒可能有多少個銫原子發生蛻變？
(A) 3.7× 107
(B) 3.7× 108
(C) 3.7× 109
(D) 3.7× 1010
36. α、β及γ輻射之體內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危害，由大至小排列應為下列何者？
(A) α、β、γ
(B) γ、β、α
(C) α、γ、β
(D) γ、α、β
37.已知某一射源的半值層(HVL)為 1 cm 厚的鉛，若要將該射源所造成的劑量率強度降為原來的
十分之一以下，不考慮增建因素，至少須要多厚的鉛屏蔽？
(A) 2 cm
(B) 4 cm
(C) 6 cm
(D) 8 cm
38.充氣式偵檢器(gas-filled detector)的偵測原理主要為下列何者？
(A)化學變化
(B)游離作用
(C)核反應
(D)激發作用
39.某人的甲狀腺(WT＝0.05)及性腺(WT＝0.20)分別受到 10 及 20 毫西弗的等價劑量，其餘器官未
受曝露，則有效劑量等於多少毫西弗？
(A) 1.5
(B) 2.5
(C) 3.5
(D) 4.5
40.現行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防護量劑量用詞為下列何者？
(A)有效等效劑量、約定等效劑量
(B)有效劑量、約定等價劑量
(C)深部、淺部及眼球等效劑量
(D)個人等效劑量、周圍等效劑量、方向等效劑量
41.等效劑量是指下列何者？
(A)人體器官或組織之吸收劑量與組織加權因數之乘積
(B)人體器官或組織之吸收劑量與射質因數之乘積
(C)人體器官或組織之吸收劑量與輻射加權因數之乘積
(D)人體器官或組織之吸收劑量與劑量係數之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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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有效劑量限度為下列何者？
(A)每連續 5 年週期不得超過 200 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不得超過 100 毫西弗
(B)每連續 5 年週期不得超過 100 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不得超過 50 毫西弗
(C)每連續 5 年週期不得超過 50 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不得超過 25 毫西弗
(D)每連續 5 年週期不得超過 20 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不得超過 10 毫西弗
43.依現行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各種元素之化合物之肺吸收類別可分為下列何者？
(A) D、W、Y
(B) C、G、S
(C) F、M、S
(D) M、K、S
44.有關輻射之健康效應，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確定效應係指導致組織或器官功能損傷而造成之效應，其嚴重程度與劑量大小成正比
(B)機率效應係指致癌效應及遺傳效應，發生之機率與劑量大小成正比，而與嚴重程度無關
(C)確定效應無劑量低限值，而機率效應可能有劑量低限值
(D)依據聯合國 UNSCEAR 與國際輻射防護學會 ICRP 出版之研究報告，輻射導致死亡或癌症的
研究結果顯示，100 毫西弗以下之輻射劑量並不會對身體造成損傷，亦無致癌證據
45.有關 ICRP-60 建議之輻射防護體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輻射防護體系分別輻射作業(practice)與干預(intervention)
(B)為了防止輻射確定效應的發生，同時抑低機率效應的發生機率，輻射作業的防護三原則係
指正當化、最適化與劑量限度
(C)干預係指影響既存輻射源與受曝露人間之曝露途徑，以減少個人或集體曝露所採取之措
施，該措施的引入應當是利大於弊
(D)以上皆是
46.設施經營者如何確認一般人所接受之劑量符合法規劑量限度？
(A)以 TLD 佩章對設施附近居民實施個人劑量監測
(B)對設施附近居民執行全身計測
(C)定期到設施附近居民住家執行生活習慣調查
(D)實施環境輻射監測或以模式評估關鍵群體中個人所接受之劑量
47.核設施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造成邊界之空氣中及水中之放射性核種年平均濃度
不應超過下列游離輻射安全標準中哪一項規定？
(A)年攝入限度
(B)推定空氣濃度
(C)空氣與水中排放物年平均濃度
(D)污水下水道排放物濃度
48. 下列哪一項不是劑量係數的單位？
(A) Bq/m3
(B) Sv/Bq

(C) (mSv/hr)/(Bq/m3)

(D) (mSv．m2)/(Bq．hr)

49.有一工作人員在發生體內污染 1 天後由特別全身計測測得 Co-60 100 Bq，經過調查，係由呼吸
道進入體內，假設 1 天後 Co-60 在人體中之殘留分率為 0.1，請問其體內攝入量為多少 Bq？
(A) 100
(B) 1000
(C) 10000
(D) 100000
50.承第 49 題，假設吸入之約定有效劑量係數為 1 Sv/Bq，經評估工作人員該次體內攝入所造成之
約定有效劑量為下列何者？
(A) 103 μSv
(B) 103 mSv
(C) 103 Sv
(D) 106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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