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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按輻射條例釋義) 

「放射性物質」指由任何天然或人工的放射性化學元素組成的任何物質，或包含

該等元素的任何物質，而其放射性比度，以每克物質計算，超逾 75 貝克勒爾的

源放射性化學元素。

「密封源」指永久封裝在容器內的放射性物質，而封裝的方式是除非容器損壞，

否則該放射性物質或其任何部分不能脫離容器，但封裝方式亦能容許輻射的發

射。 

序言

這是一份提供有關安全貯存及保管密封放射源的指南。然而，指南內的建議並非

淩駕良好的專業判斷。

密封放射源在醫學，工業，科研等廣泛範疇上都有應用。假如沒有妥善地管理這

些放射源，引致遺失或被人不適當地處理時，可能會令從業員及公眾受到不必要

的輻射照射。若事故涉及高活度放射源，可能會令處理者和公眾受到嚴重的輻射

損傷，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死亡。

一個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夠把放射源維持於良好的狀態，也便於追蹤及監控放射源

的下落。此外，有完善紀錄的程序化管理能為放射源的未來處置帶來更安全，可

靠和合乎成本效益的管理方案。而且，完善的管理制度更可大大減低意外和被人

惡意取用放射源的風險。因此，提高員工對於放射源管理的警覺及推動安全文化

是極為重要的。

請注意，放射性物質的管有者及使用者是受到輻射(管制放射性物質)規例第 303A
章及相關牌照條款所約束。此指南並不能取代以上的法律規定，而遵守這指南的

規範也不一定會減低持牌人在法律及牌照下的責任。在此考量下，此指南仍可協

助您建立和執行一個放射源管理及監控制度。如有疑問，請參考法例及個別牌照

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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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的意見，可通過以下渠道聯絡放射衞生科：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2886 1551 
2834 1224 
rhd@dh.gov.hk 
香港西灣河太康街 28 號西灣河健康中心 3 樓 

(中文版) 
此指南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https://www.rhd.gov.hk/tc/pdf/guidance_rs_storage_chinese.pdf
https://www.rhd.gov.hk/english/pdf/guidance_rs_storage_english.pdf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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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人員的責任

1. 管理人員須承擔所有責任，當中包括計劃、組織、控制、監察及檢討管制措

施的責任。

2. 管理人員的責任還包括以下各點：

i. 在從事任何與放射性物質有關的活動之前，須進行適當的風險評估。

制定應變計劃，以應付可能發生的輻射事故。

ii. 為所有劃出的控制區域制訂場地守則，以說明管制使用電離輻射的安

排。

iii. 委任曾受輻射防護知識培訓的員工為監督人員，以確保所訂立的場地

守則能有效地執行。此監督人員需得到輻射管理局的核准以及列名於

相關放射性物質牌照的條款中。

iv. 確保每位輻射防護監督人員擁有全部受管制密封放射源的清單記錄。

v. 保存關於盤點及管制密封放射源的記錄。

vi. 協助輻射防護監督訓練放射源使用者。

vii. 與輻射防護監督或放射源使用者協調有關採購密封放射源的事宜。

viii. 執行接收放射源檢查及滲漏測試。

ix. 監察貯存及使用放射性物質的場地。

x. 定期審查場所內放射源的貯存及盤點情況並保留適當的審計記錄。

3. 管理人員可諮詢或委任一位適當的輻射防護顧問草議場地守則、制定監管工

作的安排、委任輻射防護監督人員、實施風險評估、制定應變計劃、進行劑

量評估以及安排醫學監察項目等。

(二) 風險評估

4. 管理人員與輻射防護監督須為每個新設或現有的貯存場所進行風險評估。一

般而言，評估的內容包括：

i. 找出一些潛在的危險和威脅，並查找引致這些危害的原因

ii. 預算危害帶來的影響

iii. 考量各種能夠減低威脅及風險的可行方案

5. 採取安全措施以消除或減低評估發現的風險，如有需要可為有關人士提供指

引及適當的訓練以減低輻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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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人員應查找一些有機會令人從一次性照射便達到過量輻射照射的程

序，並另設一個後備管制區域，在發生輻射意外或事故時限制其他人士進入

受污染範圍。而風險評估須至少每年或在每次發生轉變時進行檢討。

(三) 接收放射源

7. 在接收密封放射源之前，管理人員應先委任一位合適的輻射防護監督。而當

放射源到達時，應立即通知負責的輻射防護監督，以確保放射源由始至終都

得到適當的處理和監管。

8. 仔細檢查密封放射源的包裝是否有損毀或污染。除了不適合擦拭測試的氣體

密封放射源及氚外，輻射防護監督或受過訓練的使用者應在收到放射源時，根

據本指南第七部分進行放射源滲漏測試。放射源應存放於一個牌照核准的貯物

房或裝置內，並更新輻射防護監督及貯存場所的記錄冊，以登記新密封放射源

的資料。

(四) 標籤放射源

9. 所有的密封放射源，不論活度強弱，也應貼上標籤，以減低遺失或未經允許使

用的機會。在實際情況許可下，應使用標準顏色及設計的標籤，使有關人士可

即時辨認出放射源的資料。

10. 標籤應直接加到密封放射源上。若實際情況不許可，如放射源體積太小，可

將標籤加到放射源的貯存容器、裝置或所在地，並設定一些方法來辨認標籤

所屬的放射源，例如利用放射源上的序號或在不損害放射源完整性的情況

下，於放射源加上一個永久且獨一的識別編號。

11. 標籤應列明以下資料：

i. 放射性核素

ii. 放射源活度

iii. 檢測日期

iv. 放射源和容器或裝置的型號及序號

v. 尋找輻射防護監督的方法

vi. 觸點放射劑量率水平

vii. 可移除污染水平

viii. 監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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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進行監測的人員名稱 
x. 意外洩漏或散播時應採取的行動 

 
12. 標籤應採用耐用的物料製造，使其在裝置或貯存容器的可用期限內仍能保持

清晰易辨。標籤應貼在容易看到的位置上，貯存地點亦應加上標籤，使核算

放射源時易於辨認。 
 
13. 若打開密封放射源的容器或改變放射源於容器內的位置會導致容器表面的

輻射強度有顯著改變的話，此項資料應記在標籤上，使操作者可容易看到。 
 
14. 電子型式的標籤如條碼再配合可以閱讀的標籤也可使用。此方式可減少人為

錯誤及解決放射源體積細小不便標籤的問題。 
 

(五) 貯存放射源 

 
15. 應保持良好的貯存習慣，以避免有人在未經授權下處理密封放射源，並減低

放射源破裂、遺失、及意外暴露的風險。 
 
16. 貯存地點、容器和裝置應與個別放射源配合，並且只用作存放放射性物質。

在初次使用這些貯存設施前，應先進行輻射及污染監測。隨後，在輻射防護

監督的指示下，應定期進行監測。此外，當貯存狀態有轉變而影響了輻射防

護條件時，如接收了新的密封放射源或改動防護屏障，也應從新進行監測。 
 
17. 貯存密封放射源的地點應： 

i. 與已佔用空間分隔或設置於管制區域之內。 
ii. 採用能減低火災和惡劣天氣破壞的設計。 
iii. 沒有存放易燃或可燃的物質。 
iv. 以機械或電子方式鎖上，並定期進行監察。  
v. 能提供足夠的屏障或利用管制措施使地點外的人士受到的劑量率不會

超逾 1mSv/y，而貯存地點牆外的輻射劑量率也不超逾 1μSv/h。 
vi. 能提供適當的通風設備，以防止放射性物質意外擴散時氣體和蒸汽的積

聚。 
vii. 在當眼處展示警告標誌，並寫有輻射防護監督的名稱及聯絡電話。如有

需要，可在貯物房入口處張貼告示，說明房內貯存的放射源以及它們可

能引起的危害。 
 
18. 若只存有小量微弱的放射源，這些放射源可貯存在普通貯物房的金屬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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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屬箱應：

i. 在設計上可減低火災造成的破壞，以及一切在正常或不適當使用情況下

造成的損害。

ii. 沒有存放易燃或可燃的物質。

iii. 以機械或電子方式鎖上，並定期進行監察。

iv. 提供適當的屏障以確保金屬箱附近的環境劑量率不會超逾 1μSv/h。
v. 在當眼處展示輻射警告標誌。

19. 在下列的情況下，應加強放射源的管制：

i. 單一放射源的活度超過附錄表一所列的數值 (D 值)。
ii. 同一種放射核素的多個放射源共同貯存，總活度超過 D 值。

iii. 不同放射核素的放射源共同貯存，集合數量 A1/D1 + A2/D2 + A3/D3 …≥
1。(註：A1, A2, A3, 等為各個放射源的活度，D1, D2, D3, 等為個別放

射核素相應的 D 值)。

20. 放射源可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定義的放射源分類方法(附錄表二)進行分

類，而被歸納為第一類至第三類的放射源，應符合以下附加的保安要求：

i. 第一類放射源

此類放射源必須受到嚴密的保安措施保護，而這些措施需能提供足夠的

延誤時間，讓保安人員能及時發現入侵的行為，及有足夠的延誤時間讓

保安或警務人員阻截未經授權帶走放射源的行為。

ii. 第二類放射源

此類放射源必須受到嚴密的保安措施保護，而這些措施需能提供足夠的

延誤時間，讓保安人員能及時發現未經授權帶走放射源的行為。

iii. 第三類放射源

此類放射源必須受到嚴密的保安措施保護，以防止任何未經授權接觸放

射源的行為。

21. 保安措施可包括出入管制，門鎖管制，閉路電視監察，人手監視等，或任何

符合以上保安要求的措施。

(六) 核算放射源

22. 設立適當的點算程序，以確保有關人士知悉放射源的擺放位置。所有需點算

的密封放射源應至少每六個月清點一次。清點範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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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定放射源所在的位置

ii. 核實相關的標語及標籤是否存在並且內容準確無誤

iii. 檢查貯存地點、容器和裝置是否恰當

23. 每個放射源的記錄都需包含以下資料：

i. 放射源持有人的名稱及所屬機構

ii. 輻射防護監督的資料

iii. 接收放射源的日期

iv. 放射核素的類別

v. 活度及量度活度的日期

vi. 放射物質所在的位置

vii. 放射源的狀態 (如棄置、全新、不能通過滲漏測試等)
viii. 首次 / 接收時的滲漏測試資料

ix. 放射源或蘊含放射源的裝置的照片

24. 管理人員應在每個使用場地，為每個密封放射源保留一份相關記錄。而每個

輻射防護監督也應為其下所負責的放射源保留各自一份記錄。當安排好清點

放射源及 / 或進行滲漏測試的日期，這些資料亦應交予管理人員更新記錄。 

25. 對於一些牢固地安裝在機器或其他固定工具上的放射源，需每月檢查一次。

但在每次保養或維修時，放射源可能會被影響，所以完成這些程序後，便需

要額外的檢查。這些記錄應保存十二個月或以上。

26. 對於一些可攜式放射源或可攜式裝置如濕度 / 密度測量儀或伽瑪射線照相

投影器內的放射源，輻射防護監督應每天檢查及作出記錄。至於實驗室內的

開放式放射源，更要知悉每個房間存有的放射核素及其放射活度，並需保留

所有訂單、接收貨物單據、和貯存及棄置放射物質的記錄。

27. 當發現遺失了或未有妥善貯存及標籤一些已登記的密封放射源時，應即時通

知管理人員。

28. 雖然受豁免的密封放射源對公眾做成危險的機會較小，但不論其活度多少，

也應採取適當的程序以避免遺失。例如可以實行一些措施限制放射源移離指

定地點。若需要移走放射源，也應設立行政措施追蹤放射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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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滲漏測試 

 
29. 除了那些不適合進行擦拭測試的淨氣體放射性物質或氚外，密封放射源應在

接收及懷疑有損毀時(如在接觸位置或貯存器具偵測到輻射污染)進行擦拭

測試。隨後應根據放射源的類別，設計，使用環境及適用的法例或牌照要求，

定時進行擦拭測試。 
 
30. 密封放射源的完整性可利用擦拭測試或其他國際標準如 ISO9978:1992， 

ISO2919:1999 或一些國家標準如 ANSI N43.6-199 建議的滲漏測試方法來確

定。這些測試應由牌照所規定，在輻射防護知識上受過適當訓練的合資格人

員進行。 
 
31. 電鍍放射源在進行滲漏測試時，不應直接擦拭其薄膜表面。檢測人員可透過

量度貯存容器或一些儀器(如氣相色譜分析裝置)的排氣管道的輻射活度，便

可得知放射源是否有滲漏。  
 
32. 包含在屏障或裝置內的密封放射源的完整性，可透過擦拭放射源在損毁時最

可能出現污染的地方，來進行檢測及判斷。  
 
33. 由於高活度的放射源會引致高全身劑量或高肢體劑量，檢測人員不應直接接

觸這類放射源來進行滲漏測試。取而代之的方法，是利用搖控裝置或一些間

接的監察技術，如檢驗排氣管導或一些可能被污染而又可安全進入的地方。 
 
34. 當直接使用擦拭測試於放射源的表面時，如其所測量得到的活度不超過

0.2kBq 或約 5nCi，此放射源可視為通過滲漏測試。 
 
35. 如滲漏測試只可在最可能被放射源污染的地方進行(如第 33 段的情況)，即

使測量所得的活度不超過 0.2kBq，亦應定立一些程序去決定放射源是否有

滲漏。其中一個方法是定時再進行擦拭測試，觀察其活度是否有上升的趨勢。 
 
36. 若密封放射源不再投入服務，便不需要定期接受滲漏測試。除非有其他輻射

安全的考慮，此放射源才需繼續定期進行測試，並應貯存在控制區域及於重

新投入服務前進行定期的清點程序。  
 
37. 若放射源貯存在一個對人們不安全或不可進入的地方，如缺乏氧氣或輻射水

平極高，有關人員便不需定期為其進行清點及滲漏測試，適當的措施是限制

任何人士進入該處範圍及進行輻射污染監察，以確定即使放射源滲漏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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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造成污染擴散。 
 
38. 任何不能通過滲漏測試的密封放射源應立即從服務中抽起，並用另外一個容

器盛載以避免污染擴散。所有曾接觸滲漏放射源的人士和設備，包括運輸工

具及工作場所，都需要進行污染檢查。滲漏的放射源應退回給製造商、交與

合資格人士修補、或在輻射管理局書面批准下按指定方法棄置。 
 
39. 滲漏測試的記錄應適當地保存，並包括以下資料： 

i. 放射源的類別 
ii. 測試日期和原因 
iii. 測試方法 
iv. 測試結果 
v. 若放射源不能通過測試，已採取的相應的行動 
vi. 測試人員的姓名和簽署 

 

(八) 記錄的保存 

 
40. 不論放射源是否已被棄置，管理人員亦應保留放射源的記錄，包括其滲漏測

試資料，直至有關牌照被輻射管理局註消。 
 
41. 管理人員須保留放射源於貯存和清點方面的年度審計記錄，保存期為五年。 
 
42. 使用適當的記錄系統，記錄放射源從貯存庫的進出情況。這些記錄應保留至

有關放射源按照輻射管理局書面批准下棄置。記錄的準確性應最少每年檢查

一次。 
 

(九) 棄置放射源 

 
43. 輻射(管制放射性物質)規例第 303A 章第 9 條說明「除按管理局在一般情況

下藉憲報公告批准或在任何個別情況下以書面批准的方法外，任何人不得從

任何地方處置或致使或允許從任何地方處置任何放射性廢料」。不再使用的

密封放射源或含有密封放射源的裝置應退回製造商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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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輻射事故

44. 當發現遺失放射源或放射源被盗取、或清單上的記錄與現狀不符，使用者應

即時通知輻射防護監督，再轉告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應立即將事故向警方及

輻射管理局報告。後者報告若以口頭進行，便應在四十八小時內書面通知輻

射管理局。此外，管理人員需要在所有的使用地點、運送路線及收集點進行

正式的搜索。

45. 對於一些涉及病人在進行醫學護理期間出現的不尋常現象，有關人士應根據

牌照條款規定來處理。如發生輻射洩漏或其他牽涉放射性物質而可引致任何

人的安全或健康受到或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事故，管理人員在知悉事故的事

實後，應盡快向輻射管理局報告。同時，管理人員應啟動應變計劃，以防止

事故造成更大的破壞及減低輻射污染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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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 危險放射源活度 (D 值) 

放射性核素 D 值 活度水平 (GBq) 
鎇-241 60  
鎇-241/ 鈹 60  
鎘-109 20, 000  
銫-137 100  
鐦-252 20  
鈷-57 700  
鈷-60 30  
鋦-244 50  
釓-153 1, 000  
鍺-68 700  
金-198 200  
碘-125 200  
碘-131 200  
銥-192 80  
鐵-55 800, 000  
氪-85 30, 000  
鉬-99 300  
鎳-63 60, 000  
鈀-103 90, 000  
磷-32 10, 000  
鈈-238 60  
鈈-239/ 鈹 60  
釙-210 60  
鉅-147 40, 000  
鐳-226 40  
釕-106 (銠-106) 300  
硒-75 200  
鍶-90 (釔-90) 1, 000  
鍀-99m 700  
鉈-204 20, 000  
銩-170 20, 000  
氚氣 (H-3) 2, 000, 000  
鐿-16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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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以活度比例將放射源分類

類別 活度比例 (A/D)+ 
1 A/D ≥ 1000 
2 1000 > A/D ≥ 10 
3 10 > A/D ≥1 
4 1 > A/D ≥ 0.01 
5 0.01 > A/D > 豁免值/D 

+註：

A 是一個放射源或一組放射源﹙包括同位素﹚結集的總活度，以 GBq 為單位； 

D 是列舉在表一第二欄的數值，以 GBq 為單位。 

放射性核素的 D 值是一個活度水平，當放射源的活度達到這個水平，將會被列

為危險放射源。放射源的類別主要取決於其活度與 D 值的比例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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