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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 

6.1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組織及運作 

6.1.1 安全衛生管理組織及運作適用法規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於 80 年 12 月 30 日台八十勞

安一字第三四六六八號令第二修正公佈，當時尚未將教育訓練服務業納入管理，爰於 84 年

12 月 12 日以台八十四勞安一字第四五八五三號令公告職業訓練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

究及服務業、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納入管理範圍。 

因此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以及相關子法均適用於學術研究及服務

業、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6.1.2.勞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二章規定，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安全衛生組

織包括： 

1.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僱用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就須設置管理單位，管理單位應

為事業單位內之一級單位」，除應為其內部專責之一級單位外，且須能獨立運作，其單位

名稱應與安全衛生有關之確切名稱。  

2.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1) 僱用勞工人數未達三百人者，應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但其勞工人數未滿三十人

者，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擔任。 

(2) 僱用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者，應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勞工安全衛

生管理員各一人以上。  

(3) 僱用勞工人數在五百人以上者，應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下列之一之管理人員： 

A. 勞工安全管理師及勞工衛生管理師各一人以上。  

B. 勞工安全管理師及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以上。  

C. 勞工衛生管理師及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各一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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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管理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任，若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具有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資

格者，得由其兼任之。 

僱用勞工人數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設管理單位或置勞工安

全衛生人員時，應於事業開始之日填具「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設置報備書」陳報

檢查機構備查。變更時亦同。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因故未能執行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適當代理人。其代理期間不得超

過三個月。勞工安全衛生人員離職時，應即報當地檢查機構備查。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之規定，以及我國大學院校組織特性，建議

大學院校及學術機構安全衛生管理單位與人員設置，以及組織運作採用下列模式： 

 

圖 6.1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運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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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列人員組成：   

(1) 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2)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3) 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4) 與勞工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5) 醫護人員。   

(6) 工會或勞工選舉之代表。   

委員任期為二年，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綜理會務。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

書，輔助其綜理會務。工會或勞工選舉之代表應佔委員人數之三分之一以上。   

事業單位設有綜理全事業之總機構者，於總機構所設地區性事業之委員會外，雇主認

有必要時，得於總機構設委員會。  

雇主依第十條規定設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時，應製作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名冊留存備

查。 

 

6.1.3.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分工職掌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建立及分工職掌應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二章第五

條規定分工合作： 

1.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勞工安全衛生人員辦理下列事項：   

(1) 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 規劃、督導各部門辦理勞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理。   

(3) 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 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識及作業環境測定。   

(5) 規劃、實施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6) 規劃勞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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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督導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理及統計分析。   

(8) 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理評估，並提供勞工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 提供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資料及建議。   

(10) 其他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前項勞工安全衛生之執行應留存紀錄備查。   

因此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之職責大致包括：規劃、督導、推行、溝通、稽核、檢討、

整合，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於每年度開始前應研訂年度安全衛生工作計畫，提交勞工安

全衛生委員會討論議決後公佈實施，並定期輔導及稽核計畫執行，於年度結束時檢討計畫

執行績效及提出建議，作為研訂下年度安全衛生工作計畫參考。 

2.事業單位僱用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訂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規章，要求各級主

管及管理、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行與其有關之下列勞工安全衛生事項：   

(1)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2) 安全衛生管理執行事項。   

(3)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4) 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巡視。   

(5) 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6) 擬定安全作業標準。   

(7) 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方法實施。   

(8) 其他雇主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依據上述各級主管及管理、指揮、監督有關人員之職責大致包括：參與、實施、建議。 

3.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辦理下列事項並應備置紀錄：   

(1) 對雇主擬訂之勞工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2) 協調、建議安全衛生自主管理計畫。   

(3) 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4)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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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6) 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7) 研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8) 研議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措施。   

(9) 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10) 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11) 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12) 其他有關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前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依據上述委員會之職

責大致包括：研議、協調、建議。  

 

6.1.4.勞工安全衛生組織運作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之規定及國內外現行安全衛生管理趨勢，要

健全分工合作精神，勞工安全衛生組織運作模式必須有：規劃（Plan）、執行（Do）、檢討

（Check）、修正（Action）等循環機制。 

完整性的安全衛生管理在於制度化，所有制度均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實驗室安全衛

生管理規章、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年度安全衛生工作計畫、相關作業標準據以執行，

其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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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制度化安全衛生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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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理影響最多的事 

9. 掌握最有利的時機 

 

6.2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規章 

6.2.1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規章適用法規 

研訂安全衛生管理規章之法源依據有下列條款： 

1.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四條：「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勞工周知。」   

2.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勞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勞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應切實遵行。」 

3.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雇主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

衛生規定時，得以教育、公告、分發印刷品、集會報告、電子郵件、網際網路或其他足使

勞工周知之方式為之。」  

4.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

內容，參酌下列事項定之：  

(1) 事業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及各級之權責。  

(2) 設備之維護及檢查。  

(3)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4) 教育及訓練。  

(5) 急救及搶救。  

(6)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7) 事故通報及報告。  

(8)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5.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前條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

需要，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定，報請檢查機構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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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檢查機構轄區時，應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備查。」 

6.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九條：「事業單位僱用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上

者，雇主應訂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規章，要求各級主管及管理、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行

與其有關之下列勞工安全衛生事項。」 

 

6.2.2 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制定程序 

研訂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必須經過下列程序： 

1. 先瞭解實驗室作業及危害特性，並給予適當分類。 

2. 參考主管機關相關法規、標準、國內外相關規範。 

3. 由業務部門研擬安全衛生管理規章草案，提交工作小組討論後再經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決。 

4.依據行政程序公告實施，安全衛生管理部門應宣導及說明相關規定。 

 

6.2.3 實驗室常用安全衛生管理規章（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安全衛生守則） 

依據品質、環境、安全衛生等管理系統規定，管理規章可分為政策、程序書、工作指導

書、文件記錄及作業表單四個等級，安全衛生管理規章相當於程序書，安全衛生守則相當於

工作指導書、一般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常見安全衛生規章包括下列： 

1. 安全衛生政策 

2. 工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 

3.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4. 安全衛生與環保事故通報及調查作業準則 

5. 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管理準則 

6. 員工健康檢查管理須知 

7. 危險性機械與設備管理辦法 

8.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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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外人員至本校從事研發與測試作業安全衛生管理準則 

10. 化學物質管理辦法 

11. 廢水污染防制管理準則 

12. 空氣污染物防制準則 

13. 事業廢棄物管理辦法 

14. 安全標示作業準則 

15. 非上班時段實驗設備繼續運轉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16. 電氣安全管理準則 

17. 生物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18. 動物房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19. 量產工場安全衛生管理規則 

一般安全衛生守則包括下列： 

1. 總則 

2. 主管人員守則 

3. 安全衛生部門之職責 

4. 實驗室管理人員守則 

5. 實驗室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6. 辦公室安全守則 

7. 電腦作業安全守則 

8. 實驗室一般守則 

9. 切焊作業安全守則 

10. 消防守則 

11. 一般電氣安全守則 

12. 電氣技術人員守則 

13. 物料搬運儲存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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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衛生防護具使用守則 

15. 承攬人工作安全衛生管理守則 

16. 交通安全守則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守則包括下列： 

1. 機械作業守則 

2. 手工具使用守則 

3. 升降機操作守則 

4.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守則 

5. 鍋爐安全守則 

6. 壓力容器安全守則 

7. 高壓氣體鋼瓶作業守則 

8. 研磨機工作守則 

9. 車床作業守則 

10. 鑽床作業守則 

11. 堆高機工作守則 

12. 氣焊工作守則 

13. 電銲工作守則 

14. 粉塵作業守則 

15. 化學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 

16. 有機溶劑作業守則 

17.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守則 

18. 毒性氣體作業守則   

19. 物理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 

20. 生物性實驗安全衛生守則 

21.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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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溫作業守則 

23. 高架作業守則 

24. 無塵室安全衛生守則 

 

6.3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自動檢查施行辦法） 

6.3.1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適用法規 

1.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理；並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設置勞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雇主對於第五條第一項之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前二項勞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管理及自動檢查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五條：「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勞工安全衛生

人員應規劃、督導各部門執行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識及作業環境測定。」 

3.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九條：「各部門主管應執行安全衛生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巡視。」 

4.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三章自動檢查第十三條至第七十八條、第四章自

主管理計畫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五條。  

 

6.3.2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目的 

實施自動檢查之最大目的固然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但其功效並不

僅限於此，詳細來說，約有下列諸點： 

1. 藉著自動檢查，提出改進不符合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機械設備及行為、動作的建議，並

切實改進，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 

2. 藉著自動檢查顯示最高主管及管理階層對所屬人員安全與健康的關心，激發人員對職業災

害預防的興趣與熱誠，鼓舞員工、學生、外界合作人員參與推行安全衛生工作，穩定工作

情緒，協調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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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著自動檢查可以發現安全衛生計畫是否完善，安全衛生訓練是否有效，安全衛生管理是

否周延，而使安全衛生計畫、訓練、管理獲致改進而更形完美。 

4. 藉著自動檢查，建立各種機械設備良好的保養維修制度，減少非正常停工時間，延長其使

用壽命。 

5. 藉著自動檢查改善人員的工作方法，改進生產的程序或研究的方法，建立適當的作業標

準，有助於生產及研究工作效率之提高，降低作業的成本。 

 

6.3.3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的職責 

學校實施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範圍甚廣，涉及各種機械設備、工作環境、工作方法、作業

標準等。因此上至校長、院長、所長、系主任，下至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或設備使用者均應各

司其責，自行訂定相關檢查表格，依據檢查週期實施檢查，以診斷各項潛在危害，達到預防

事故之目的，各項檢查記錄應自行保存三年備查。 

依據法令規定及學校作業特性，各階層人員自動檢查之職責說明如下： 

1. 雇主（如校長、院長等）： 

(1) 綜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工作 

(2) 考核各部門自動檢查業務成效 

(3) 不定期實施安全巡視 

2.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如院所屬安全衛生人員、部門安全衛生人員） 

(1) 擬定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2) 督導及推行自動檢查工作 

(3) 定期實施安全巡視 

3. 部門主管（如所長、系主任等） 

(1) 釐訂自動檢查表及判定基準 

(2) 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安全巡視 

(3) 督導所屬實施自動檢查 

(4) 協助改善事項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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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核所屬實施自動檢查成效 

4. 基層主管人員（如研究計畫主持人、工作場所負責人） 

(1) 定期或不定期實施安全巡視 

(2) 實施作業環境、機具、設備之檢查或檢點 

(3) 監督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進行工作 

5. 操作人員（含設備保管人或使用者、學生、計畫合作人員） 

(1) 實施所屬機具、設備、防護具等使用前檢點 

(2) 維護設施之良好功能  

(3) 維護工作環境之安全衛生 

(4) 隨時報告不符合安全衛生的狀況 

6. 專業人員（如防火管理員、危險機具操作人員、有害作業主管等） 

(1) 釐訂自動檢查表及判定基準 

(2) 定期實施特定設備及特定場所檢查 

(3) 協助特定設備改善事項之執行 

 

6.3.4 自動檢查的分類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之規定，適用於學術機構之自動檢查分

為下類各項，其法定意義敘述如下： 

1. 定期檢查 

對於各種機械、設備、工作環境，依其性質分別規定檢查期間，定期實施詳細檢查，

以瞭解機械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或需維修保養。 

2. 重點檢查 

針對特定機械設備，於安裝完成開始使用前，或於拆卸、改裝、修理後，就其重要部

份實施重點項目檢查。 

3. 安全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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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員定期或不定期行經全部工作場所或其中一部份，以檢視所有機械、設備及作

業環境是否符合安全衛生規定，並仔細觀察作業人員之行為動作有無違反安全衛生規定，

針對發現缺失予以處置。 

4. 檢點 

作業主管或作業人員對所屬機械、設備及作業情況，於作業前、作業中、每週或每月

等實施較不詳細的檢查。 

5. 維修檢查 

維修人員於設備、設施實施保養維護作業期間，針對維修元件及設備、設施整體功能

實施檢查，以確保元件之完好及整體功能之完整性。 

6. 作業環境測定 

針對有害物質作業場所，為掌握作業環境實際狀態及評估作業人員暴露狀況，實施規

劃、採樣、分析或利用直讀式儀器量測有害物濃度。 

 

6.3.5 自動檢查判定基準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項目之判定基準主要依據下列典章規範： 

1.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我國勞工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子法為最基本要求，但其中大部份之規定較適用於工業

界之生產作業。為因應學校作業性質包羅萬象、日新月益，尚需引用其他世界各國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如美國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加拿大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Ontario，英國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等。 

2. 全衛生標準 

中國國家標準中有工業安全類可以引用作為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的標準，分為一般安

全、安全儀器及安全檢驗三種標準。其他各國較具參考價值的相關標準有：美國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加拿大 Standard Council of Canada，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英國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等機構頒佈的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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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係最為密切者為美國安全衛生標準 29CFR 1910.1450 Laboratory Standard : US 

29 CFR Part 1910, Subpart Z & 29 CFR Part1910.134 & 29 CFR Part1910.133，其中對於化學

物質危害、呼吸器官等健康防護有詳細規範。 

3. 安全衛生學理 

安全衛生法規及標準仍無法對安全衛生事項逐項予以規定，若干安全衛生技術仍依賴

學術理論加以判斷，以補助典章規範之不足。尤以學校研究環境、設備的複雜，在自動檢

查項目的判定上，更應參考學術理論、事故經驗、設備設計規範等加以佐證，以判定安全

衛生檢查項目之基準是否安全無虞？ 

 

6.3.6 檢查對象及頻率的決定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七十四條規定：「雇主依第十四條至第五十八

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也就是說實施機械車輛定期檢查、設備定

期檢查、機械設備重點檢查及機械設備作業檢點，均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而作業檢點係屬

作業人員本身每日經常工作，可不納入自動檢查計畫中。 

自動檢查計畫訂定之程序，在現行法令中並無明文規定，茲介紹一種可行之方式，以供

參考： 

學校各單位或各部門應於每年度將應實施自動檢查之對象設備、檢查種類、檢查週期、

負責檢查部門人員及預定進度等規劃彙整列入年度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或稱勞工安全衛生工

作計畫）內，例如：固定式起重機、堆高機、鍋爐、衝剪機械等在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

自動檢查辦法中規定者自應列入，而該辦法中未規定者，事實上為了作業人員本身安全衛生，

均需自行斟酌實情，將本身使用之重要機械設備及有危害之相關作業應選擇列入。至於檢查

之時間與頻次，一般可參考下列因素決定： 

1. 潛在危險及嚴重性：凡易發生危險或災害情形較嚴重者應較常檢查，如起重機之安全裝

置、鍋爐之安全裝置、衝床之安全裝置、化學反應裝備之安全設施等需經常檢查。 

2. 人員暴露數量：人員暴露數量較多者，則應多予檢查，例如人員來往頻繁之通道，應較不

常用之通道增加其檢查次數。人員暴露較多之有機溶劑作業場所，應較暴露人員較少之有

機溶劑作業場所增加其檢查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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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成不安全不衛生之速度：愈易發展成為不安全不衛生狀態者，應多加檢查，例如易磨

損之機械設備或其零件，使用大量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均應增加其檢查次數。 

4. 使用頻率：使用頻率較高者，應多加檢查，例如經常使用之機械設備或車輛，需經常檢查

其性能。 

 

6.3.7 自動檢查計畫之架構及內容 

自動檢查計畫之架構，通常包括下列幾項： 檢查對象、檢查項目、檢查週期與時間、

檢查程序、檢查方法、檢查人員、檢查期中之安全對策、檢查紀錄之確定、檢查後應採取措

施，茲將上述各項分別說明如下： 

1. 檢查對象：應先敘明欲檢查者係何種機械設備，如該機械設備數量在二座以上者，並應說

明其編號，例如：固定式起重機第×號、鍋爐第×號、或壓力容器第×號、化學反應槽第×

號等。 

2. 檢查項目：各種機械設備應檢查之項目在法令中已有規定者，應依照法令規定實施，但除

法令規定項目外，實驗室負責人或研究計畫負責人認為有需要之項目亦可增列。法令中未

規定檢查項目者，則可由各實驗室負責人與直屬主管討論後自行訂定。 

3. 檢查週期與時間：檢查對象設備應按其性質及法令之規定檢查週期，參考研究計畫及維修

計畫，訂定在何年何月何日檢查，按時即實施檢點檢查。如係複雜之設備在一日內無法完

成檢查者，並應訂定檢查開始日期及檢查完成日期。 

4. 檢查程序：各種機械設備之檢查，應先決定如何檢查？在運轉中檢查？或在停工後檢查？

如需於停工後檢查則較麻煩，必須包括預定停止運轉，拆卸機械設備、清洗、安全確認、

正式檢查、檢查後整修、安裝復原、再使用前確認等程序。 

5. 檢查方法（含工具）：先要決定檢查何種項目需要用何種方法檢查，需要用之儀器、工具

均應事先準備妥當。一般可目視判斷者可以目視檢查，不能用目視檢查者，則利用儀器工

具檢查。例如可利用一般量測工具檢查、內視鏡檢查、液透探傷、磁粉探傷、超音波探傷、

超音波測厚、放射線檢查、耐壓試驗、氣密試驗等方法。 

6. 檢查人員：工作環境的檢查應由工作場所負責人執行，儀器、設備的檢查應由設備保管人

或使用人為之。若為較複雜或重要機械、設備、研究製程、高危害性工作場所的檢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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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臨時編組，由院長、所長、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該工作場所直屬主管、設備

保管人或使用人、部門安全衛生管理員、維修保養人員等，如有承攬人或技術合作廠商參

加工作，也應指派代表參與。 

7. 檢查期中之安全對策：檢查程序中各項工作均屬非經常性之臨時工作，極易發生危險，故

應事先考慮安全對策，以資防範。其內容包括： 

(1) 事先應檢討之安全事項。 

(2) 檢查時之安全措施。 

(3) 發生異常狀態時之緊急措施。 

8. 檢查紀錄之確定：檢查完畢後，檢查人員應作成紀錄，如設置有檢查小組，則小組召集人

應召集小組成員共同會商檢討，確定檢查紀錄。紀錄內容應包括： 

(1) 檢查年、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場所名稱。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包括： 

A 採取修補措施之內容。 

B. 恢復使用、再檢查有關注意事項。 

C. 建議下次檢查項目、方式、時期。 

D. 其他相關事項。 

9. 檢查後應採措施：自動檢查之目的，在於事先發現不安全不衛生狀況及行為，提出建議並

迅速予以改進。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七十六條明文規定：「主管人員

及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勞工有危害之虞時應即報告上級主

管。雇主依第十四條至第七十二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於發現有異常時，應立即檢修及

採取必要措施」。因此於實施自動檢查後，對檢查結果應提出報告及改善建議，並迅速採

取有效措施。一般措施之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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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查結果如發現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應即協調現場主管人員停止工作，並

使作業人員退避至安全場所。 

(2) 如發現機械設備不安全，為防止他人續用，在職權範圍內者，應即採用危險掛籤，如

在職權範圍外者，應即協調或陳報上級處理。 

(3) 檢查結果應作補修、更換、改造時，應按重點順序訂定實施計畫，立即進行整修，經

再檢查合格後方可恢復使用。 

(4) 檢查結果應行改善事項，在職權範圍內可以做的，應立即改善；權限範圍外而屬相當

危險者，立即報告上級處理。 

(5) 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紀錄應陳報所屬單位負責人或其代理人，並至少保存三年。檢點

紀錄表應陳報上級主管，並予以保存，以備查考。 

(6) 對各項改善建議應詳加研究，依其重要性，訂定優先順序，擬定對策實施。 

(7) 對於改善對策無法立即實施者，應採取暫時的補救措施，選擇適當時機再作根本改善。 

(8) 改善對策及補救措施應確認其無不良後果，如有疑問，應設法解決。 

(9) 對院、所、系各層級自動檢查結果改善事項之執行情形應隨時追蹤，嚴加考核，務使

確實改善。 

 

6.3.8 檢查表之製作 

各種自動檢查結果，均需記錄並存檔查考，故各種檢查均需事先製作完善之檢查表，以

便檢查時詳細記錄。檢查表之內容大致可分為二類，詳細表格式者應包括：檢查日期、檢查

人員、檢查項目、檢查方法、判定基準、判定結果、必要措施、備註等項，通常用於定期檢

查、重點檢查。陳列式檢查表者可僅列檢查日期、檢查人員、檢查項目、檢查結果（良否），

通常用於作業檢點。 

檢查表通常由執行檢查者或基層主管草擬，擬定檢查表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1. 聽取現場研究作業人員、行政管理部門、安全衛生管理部門或人員、設備供應商的意見。 

2. 檢查記載事項，不僅應包括法令規定事項、同時對各行業或關連團體的安全衛生標準等均

應納入、期能提高災害防止實效。又依法令規定之檢查事項，如有可能應與自行增列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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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項目加以區分。 

3. 雖屬同樣之設備，然因操作速度、容量、產品等作業條件不同、背景環境條件不同，檢查

表內容亦不盡相同，故利用其他部門相同設備之檢查表時，不應完全照抄而應加以修改成

為本部門適用者。 

4. 檢查表內容應具體、詳盡、明確，始能充分掌握防止災害之實效。對過去曾發生之有關災

害，應詳加研究，掌握要點予以列入。 

5. 檢查表內之文字宜簡明易懂。各項通用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格應由院、所統一製訂，包

括：院長（所長、系主任）安全衛生稽查記錄表、一般主管安全衛生定期稽查記錄、一般

場所安全衛生定期檢查記錄、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定期檢查記錄。其餘各危害性設備、特殊

作業場所、設備維修檢查作業等各項檢查表由各設備管理人或工作場所負責人自行訂定，

經所屬主管核定後實施。當工作場所搬遷、設備重新改裝或操作條件改變等情況異動時，

執行檢查前也應適度修訂檢查表內容。 

茲列舉實驗工作場所每日安全衛生檢查表範例，提供實驗室管理人員參考。 

 

表 6.1  實驗工作場所每日安全衛生檢查表範例 

國立○○大學實驗工作場所每日安全衛生檢查表 

部門：光電有機實驗室      工作場所：化學系○○館 332 室       日期：96 年 6 月 

日期

檢查結果 
檢查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未使用之設備電源是否均已關閉？     

2. 未使用之高壓氣體是否均已關閉？     

3. 未使用之水源是否均已關閉？     

4. 鑽床操作點是否具有防護措施?   × × 

5. 真空邦浦安全防護罩功能是否良好?    × 

6. 通道是否暢通？寬度是否80公分以上？     × 

7. 化學物品是否依規定管理？     

8. 化學廢棄物是否分類收集？標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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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檢查結果 
檢查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9. 化學作業人員是否依需要配戴防護具？ × ×     

10. 作業人員是否於排煙櫃內進行作業? × ×     

11. 排氣設備功能是否正常?     

12. 緊急淋浴洗眼器功能是否良好？   × × 

13. 設備使用電流未超過額定安全電流?     

14. 臨時用電，是否均以合格延長線供

電？     

15. 搬運氣体鋼瓶是否使用適當手推車? ×   × × 

16. 氣体鋼瓶是否直立存放，有適當固

定措施? 閥座是否有閥帽保護？     
× 

17. 氣体鋼瓶及管路接合部位是否無漏

氣現象?     

18. 滅火器是否良好？   × × 

19. 滅火器、消防栓箱、緩降機前1.5m
內是否保持淨空？     

20. 物料堆積穩固，無傾倒之虞?     

21. 櫥櫃頂未存放易墜落物件？     

22. 地板無油漬、積水? ×     

23. 工作環境是否保持整潔?     

24. 下班後繼續使用之儀器、設備是否

依規定提出申請及備妥安全措施？
    

25. 其他：            

備      註      休 休     

本日檢查人員簽章 劉 劉 劉 劉 陳   陳 陳 劉 劉

處理措施： 
 
 

系主任簽章：蔡○○      計畫主持人簽章：劉○○      實驗室負責人簽章：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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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檢查工作之準備 

1. 研究工作場所及機械設備性質： 

在檢查之前，先要研究受檢工作場所及機械設備一般性質，例如製造程序或操作方

法，所用原料，研製產品，在生產或操作過程中可能危害員工之環境，可能產生危害員工

之物質，以及應採取預防之措施等。如有必要則應先行參考有關法規標準以及有關資料，

期能於進行檢查時胸有成竹，一目瞭然。 

2. 擬定完善之檢查表格： 

事先針對應檢查事項，擬妥詳盡之檢查表格，以便利於檢查時逐項記載，其作用在於

將檢查事項事先列出，俾於填寫檢查表時簡單迅速，避免檢查人員漏失。但如在擬定檢查

表格時將應檢查項目漏列，則檢查時易被忽略，故擬定表格時必須慎重。 

3. 查閱過去記錄 

在檢查前先查閱過去檢查報告及事故記錄，並向有關人員詢問，即可發現工作場所內

機械設備及作業何種事故最多？發生之原因何在？過去檢查發現有何缺點？建議改善之

事項為何？目前是否業己改善等？均有助於檢查之進行。 

4. 準備檢查工具 

自動檢查時需要適當之檢查工具，始能保障本身安全，以完成檢查任務。檢查工具包

括：（1）本身須使用之安全衛生防護裝備（2）檢查儀器設備（3）其他用具 

 

6.3.10 檢查工作之進行 

1. 確定檢查進行路線或順序 

自動檢查進行之路線，因工作場所性質及檢查項目不同而有異，如果工作場所有固定

的研究或實驗程序，則當按照程序從頭至尾逐步檢查，如果工作場所有許多研究計畫在進

行，程序並不一致，佈置亦未依照順序排列，檢查人員袛好逐部門、逐間檢查，又如工作

場所建築為樓房，則檢查路線通常是自上而下，逐層、逐間檢查。對於機械設備則應按其

構造，決定順序逐步檢查。確定檢查路線或順序後，可使檢查徹底而避免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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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與現場工作人員商討 

檢查人員檢查工作場所或機械設備時，最好有工作場所主管或資深人員會同，一方面

檢查人員如有疑問，當時即可提出詢問，而另一方面檢查人員如有建議，或工作場所主管、

人員等有何意見，均可隨時在現場共同商討，獲得具體而可行之結論。 

3. 檢查應徹底確實 

自動檢查之目的在事先發現缺點，如檢查草率，未將不符合安全衛生之缺點查出，致

使作業人員以為安全衛生無虞，反易發生事故，故檢查工作必須有系統及徹底確實。如果

人員不足、時間不敷，寧可分時段實施。在一事一物均需詳細檢查，而不可對全部虛應故

事地檢查一番，敷衍了事。在檢查各項機械設備時，原則上應特別注意其本質安全衛生性，

以及有無維護其良好之性能。 

4. 檢查應把握重點 

自動檢查之範圍甚廣，項目繁多，檢查人員必須把握工作場所性質，使用化學品的特

性，機械設備構造及過去記錄，把握重點予以檢查，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6.3.11 檢查後應採取措施 

自動檢查之目的，在發現不安全不衛生狀態及行為予以改進，因此於實施自動檢查後、

對其結果應提出報告及改善期限，並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一般處理原則如下： 

1. 檢查結果如有不清楚、不明瞭者，應赴現場查詢確認。 

2. 如發現工作場所不安全不衛生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應即協調現場主管人員停止工作，並

使作業人員退避至安全場所。 

3. 如發現機械設備不安全，為防止他人續用，如在職權範圍內，應即採用危險掛籤，如在職

權範圍外，應即協調或陳報上級處理。 

4. 檢查結果應作補修、更換或改造時，應按重點順序訂定實施計畫，立即進行。 

5. 檢查結果應改善事項，在職權範圍內可以做的，應立即改善，權限外者，如屬相當危險者，

應即緊急報告上級處理。 

6. 對各項改善建議應詳加研究，依其重要性，訂定優先順序，擬定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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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於改善對策無法立即實施者，應暫時採取補救措施，選擇適當時期再作根本改善。 

8. 改善對策及措施應確認其結果無缺失，如有疑問應設法解決。 

9. 對各部門自動檢查執行情形應嚴加考核，務使確實改善，而達到防止職業災害，保障人員

安全及健康之目的。 

 

6.4 機械設備危害管理 

學術研究機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等場所使用的機械設備不像產業界

的規模，一般常見法規要求列管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中，電梯、鍋爐、滅菌壓力鍋、高壓氣体

鋼瓶都有，一般性的加工機械如車、衝、剪、銑、刨也不少見。其風險雖然較產業界生產製

造作業場所低，但發生事故造成的災害仍然不可等閒視之。 

由於機械設備類別繁多，對人體造成的傷害亦有不同的型態，一般常見傷害不外乎：割

傷和刺傷；擦傷和磨傷；撞傷、壓傷和夾傷；切傷和剪傷；扭傷和用力過度傷害；骨折傷害。 

 

6.4.1 機械設備危害管理適用法規 

1.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四條：雇主不得設置不符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防護標準之機械、器

具，供勞工使用。   

經中央主管機關定有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於使用前，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適當機

構實施型式檢定；型式檢定實施之程序、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與管理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七條：雇主設置下列機械、器具，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

防護標準：  

(1) 動力衝剪機械。  

(2) 手推刨床。  

(3)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4) 動力堆高機。  

(5) 研磨機、研磨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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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或器具。 

 

6.4.2 機械設備傷害的部位 

一般而言，機械設備傷害的部位主要為：操作點、動力傳輸裝置、捲入點、運動機件、

機械運作造成的飛屑、火花、斷裂零件等，茲說明如下： 

1. 操作點（Point of operation） 

大部份機械設備傷害都發生在操作點，操作點又稱為工作點，係指工作物件或物料與

機械設備加工位置接觸部位，常見切割、衝壓、裁剪、和彎曲等動作均屬之。 

圖 6.3  機械設備操作點 

 

2. 動力傳輸裝置（Power transmission apparatus ） 

動力傳輸裝置如滑輪、齒輪、鍊條、皮帶輪也是常見機械設備傷害部位，這些部位較

容易防護。 

3. 捲入點（In-running nip points） 

機械設備上旋轉或相對運動的機件如：相互銜接的齒輪、緊密接觸的滾筒、動力傳動

帶、鍊條、有輪輻或輪柄的手輪與飛輪，這些都會形成捲入點，捲入點不僅直接傷害到身

體某一部位，亦容易夾進寬鬆衣物或其他配件，間接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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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機械設備捲入點 

 

4. 運動機件（Moving parts） 

機件在旋轉、往復、直線運動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尤其作間歇性運動更是危險，因

為當它停止不動時會使人忽略它是運動機件，因此必須特別提醒，否則容易疏忽而造成嚴

重傷害。 

5. 機械運作造成的飛屑、火花、斷裂零件（Pieces and fragments） 

許多加工機械設備都會在操作點部位產生飛屑、火花，有時操作不當使被加工物件或

機械元件斷裂，傷害附近的操作人員。 

 

圖 6.5  機械設備運作造成的飛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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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措施分為：機械設備安全設計、機械設備安全防護物、機械設備安全

裝置，說明如下： 

1. 機械設備安全設計 

安全設計是保護機械設備安全第一手關卡，設計者應有安全理念，使其設計製造的產

品有相當的安全性，不會讓使用者暴露於作業風險中。安全設計的基本理念是不論使用者

對該設備熟悉程度如何，均能操作而不致發生危害，換句話說就是本質安全設計（Intrinsic 

safety design）。 

2. 安全防護物 

所謂安全防護物係為防止人体與機械設備危害部位或危險區域直接接觸而設置的障

礙物，包括護罩、柵欄、柵門等。 

圖 6.6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物 

 

3. 機械設備安全裝置 

除了上述方法以外，為防止人体與機械設備危害部位接觸也可以利用感應、機械原

理、遙控、改善進出料等裝置，當人体進入危險區域或機械電氣失效時，即控制機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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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操作或立即自動停止。或以遙控措施、自動進出料等方法，讓人体不會接觸機械設備

危害部位。 

圖 6.7  機械設備安全裝置；衝壓機光電感應器 

 

6.4.4 高度風險機械設備安全規範 

機械設備危害管理必須有完整的制度去規範具有高度風險機械設備必須符合安全規範，

因此在研究計畫購置設備必須經過審查規格、才能購置具有本質安全設計產品。茲將實驗室

經常發生事故設備安全規範舉例說明如下： 

1. 加熱設備管理（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實驗室加熱裝置安全基準） 

(1) 加熱設備必須有自動溫度控制裝置及過電流斷電器或自動斷路開關以及良好的金屬外

殼接地裝置。 

(2) 通水冷卻的電氣設備應安裝水溫、水壓、和流量繼電器使發生異常情況時能切斷主電

源，並發出警報訊號，若於非上班時段無人看管的情形下運作，該訊號應與值勤室或

監控室連線。 

(3) 感溫器、熱電偶必須有良好的保護與固定，以防操作中移位，損壞、斷裂而造成過溫

燒燬實驗設備釀成火災。 



 28

(4) 因加熱或化學反應或其他原因而使密閉容器內產生壓力的設備，應設置過壓或過溫自

動斷電、排氣或關閉燃料供應之電氣連鎖裝置。當連鎖系統動作時必須發出警報或燈

號提醒人員前來處理，若於非上班時段無人看管的情形下運作，該訊號應與值勤室或

監控室連線。 

(5) 烘箱(Oven)不可只裝一個溫度控制器，否則使用時必須有人看管。烘箱必須裝置後援

溫度控制器(Back-Up Thermostat)做為第二道保護(Secondary Protection)，當第一溫度控

制器損壞或失效時，由第二溫度控制器自動接續維持溫度控制，使之不致過溫燒燬。

第一溫度控制器失效時，必須有示警燈號或警報，提醒操作人前來處理。用來烘烤含

有毒性或易燃性物質的烘箱必須以動力排氣將殘氣排出室外，當排氣風扇失效時其電

源必須被自動連鎖切斷。 

(6) 液浴加熱器(Heating Baths)應裝設溫度控制器與繼電器（或第二溫度控制器），一旦溫

度控制失效時能自動切斷電源。另應裝置顯示液溫之溫度計。 (註:液浴之電源有裝置

漏電斷路器(GFI)者，可免裝第二溫控器)。 

(7) 蒸餾器必須設置因為停水或因為燒乾、過熱自動斷電的保護設備(如 GFI)，以及停電時

自動關斷水源，承接蒸餾水之水槽滿水時，自動停止供水，並斷電停止蒸餾裝置。 

(8) 加熱包必須連接溫度控制器使用，該溫度控制器應有後援溫度控制設備做為第二道溫

度控制之保護。 

(9) 加熱盤或其他沒有裝設自動溫度控制之加熱器，其插座電源必須設置適當容量的過電

流斷路器，所有沒有裝置自動溫度控制之電熱器，使用時必須要有人全時照顧。 

      

圖 6.8  加熱設備：加熱包與加熱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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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氣櫃管理（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排氣櫃安全基準） 

(1) 排氣櫃依使用型態分類如下： 

A 類：使用易/可燃化性學品進行實驗(無論是否有加熱) 

B 類：使用酸或鹼性化學品進行實驗且有加熱 

C 類：使用酸或鹼性化學品進行實驗但無加熱 

D 類：使用爆炸性物質進行實驗 

E 類：使用放射性物質進行實驗 

F 類：使用次氯酸鹽進行實驗 

G 類：進行生化實驗 

(2) 安全防護措施 

 

設備型式 需符合

項目 A B C D E F G 

櫃體 
材質 

不鏽鋼 
安全防火

材質 

不鏽鋼 
安全防火

材質 

塑膠 不鏽鋼 依輻射源

不同之防

輻射材質

PVC 塑膠或 
玻離纖維強

化塑膠 

不鏽鋼、塑

膠、安全防

火材質 

拉門 
材質 

強化玻璃

加防爆安

全膠膜 

強化玻璃

加防爆安

全膠膜 

強化玻

璃、透明

PVC 塑膠

強化玻璃

加防爆安

全膠膜 

依輻射源

不同之防

輻射材質

強化玻璃、

透明PVC塑

膠 

強化玻璃、

透明 PVC
塑膠 

風管 
材質 

不鏽鋼、

安全防火

材質、塑

膠+灑水

頭 

不鏽鋼、

安全防火

材質、塑

膠+灑水

頭 

塑膠 不鏽鋼、

安全防火

材質、塑

膠+灑水

頭 

不鏽鋼 
 

安全防火材

質、塑膠+
灑水頭 

不鏽鋼、塑

膠、安全防

火材質 

 

3. 加熱化學清洗槽（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溼式清洗檯安全基準） 

(1) 過電流保護：加熱器須搭配具有適當負載及國家級實驗室認證的融絲斷路開關或電路

斷路器。 

(2) 電源中斷：須獨立設置，不可用溫度自動控制器的任何繼電器充任。當溫度過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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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過低或接地失效時，須立即中斷對加熱器供電，讓系統失效以確保安全。 

(3) 手動重置：相對於電源中斷裝置，必須用人工以重新啟動被中斷電源的系統。 

(4) 液面高度感測器：液面高度低於設定之安全操作高度時，可自動對加熱元件斷電。若

使用內嵌式或外附式加熱器，建議設定最低液面高於加熱部位五公分（二吋）以上。 

(5) 超溫保護 

A. 液體超溫：典型設備為設有一專用液體溫度感測器，當清洗槽內化學品溫度到達其

自燃點之前讓加熱器斷電，且不得超過正常操作溫度 10  (18 )℃ ℉ 以上。 

B. 當液體由大氣溫度達到操作溫度之前常會超過設定之溫度值，故溫度設定須能補償

此情形。 

C. 感測器的高度位置須設於加熱元件上部附近，距離加熱器不可超過七公分(三吋)。 

D. 適當接地與接地失效保護：加熱元件的絕緣包圍視加熱器的型式而定。絕緣不僅能

避免受到溶液腐蝕，亦有電氣屏蔽功用。若電氣屏蔽破壞，可能形成溶液的高能量

狀態。 

E. 適用的構造材質：工作站所有可能接觸製程化學品的部位，都須以化學品相容之材

質製成。使用可燃性或易燃性溶液的工作檯建議採金屬材質結構。 

 

6.5 電氣危害管理 

6.5.1 電氣危害管理適用法規 

1.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三十九條至第二百七十六條。 

2. 電工相關法規，臺灣電力公司。 

 

6.5.2 電氣危害知識： 

11..  人人體體的的總總電電阻阻：：人人的的電電阻阻會會因因飲飲食食、、疲疲勞勞、、精精神神狀狀態態而而變變化化，，人人體體在在狀狀況況最最差差的的時時候候其其電電

阻阻約約為為 440000ΩΩ～～22000000ΩΩ。。如如手手腳腳汗汗濕濕或或沾沾水水時時，，電電阻阻值值會會顯顯著著減減少少。。感感電電時時通通過過人人體體之之電電流流

大大小小，，可可以以包包圍圍人人體體的的總總電電阻阻除除人人體體承承受受的的電電壓壓。。人人體體的的總總電電阻阻包包括括：： 

(1) 人人體體本本身身的的電電阻阻。。  



 31

(2) 被被覆覆在在人人體體上上的的物物件件，，諸諸如如帽帽子子、、衣衣服服、、手手套套、、鞋鞋子子等等，，以以及及其其他他絕絕緣緣用用護護具具的的電電阻阻。。  

(3) 電電線線類類、、電電氣氣設設備備的的絕絕緣緣物物，，以以及及活活線線作作業業使使用用的的安安全全工工具具電電阻阻。。  

22..  感電事故的主要分類： 

(1) 直接觸電事故：在電氣裝置運轉時，直接與帶電部位接觸的感電事故。 

(2) 間接觸電事故：當電氣裝置的絕緣發生劣化，造成內部帶電部位漏電至外部的非帶電

金屬部位，此時雖僅接觸外部非帶電金屬部位，亦會形成感電事故。 

3. 感電對人體所引起的傷亡： 

(1) 胸部肌肉收縮，妨礙呼吸。 

(2) 神經中樞痲痺，致呼吸停止。 

(3) 心室細動，妨礙正常心跳。 

(4) 感受大量電流後，心臟筋肉收縮致心臟停止跳動，但脫離電路後可恢復正常的心跳(反

電擊)。 

(5) 大量電流產生的熱，使組織、器官、神經中樞及筋肉出血或破壞。 

(6) 觸及高壓電，造成血管栓塞後肌肉組織壞死，嚴重者導致腎衰絕。 

(7) 感電後，筋肉收縮，失去平衡，致使從高處墜落造成二次性傷害。 

 

6.5.3 感電事故原因 

感電事故通常由於碰觸帶電物體、電氣器具及電線電纜漏電、作業上疏失。 

1. 碰觸帶電物體其原因大致如下： 

(1) 裝(拆)電線作業，碰觸低壓裸露電線、、帶電端子或匯流排。 

(2) 一般作業中，碰觸低壓裸露電線或帶電端子。 

(3) 外力磨(刮)破電線，且同時碰觸其帶電電線。 

(4) 操作電源插頭或開關時碰觸裸露電線或帶電端子。 

(5) 電銲作業時，碰觸電銲條或電銲夾頭帶電部位。 

2. 電氣器具及電線電纜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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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型動力機械設備或一般電器設備的馬達。 

(2) 照明燈具、電源開關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3) 管路配線處理不良。 

(4) 臨時配線線路破皮。 

(5) 電銲機之銲接柄、箱體或線路 

3. 作業上疏失： 

(1) 停電作業中誤送電。 

(2) 停電及檢電作業不確實。 

(3) 末穿戴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而進行活線作業。 

(4) 不正確的啟動電氣開關設備，如濕手操作開關或隔離開關及斷路器之操作順序錯誤。 

(5) 線路誤接。 

 

6.5.4 感電災害之預防守則 

1. 電氣設備及線路應採用符合標準之規格並依規定施工。 

2.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應設護圍(罩)或絕緣被覆。 

3. 防止電氣設備及線路遭受外來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 

4. 電線避免中途接續，不得已時應將接續及絕緣包紮良好。 

5. 加強絕緣效果：電氣設備採用二重絕緣，或穿戴絕緣用防護具。 

6. 電氣設備裝置之非帶電金屬外殼應施行設備接地。 

7. 採用低電壓(安全電壓)方式供電。 

8. 對於較潮溼及容易感電之處所應加裝漏電斷路器。 

9. 電銲作業時，應採用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的電銲機。 

1100  工工作作場場所所應應有有適適當當照照明明及及工工作作空空間間。。 

1111..  電電氣氣室室或或開開關關箱箱前前不不得得堆堆放放物物品品。。 

1122..  不不用用之之電電線線或或設設備備應應移移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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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電氣設備或線路之絕緣有破損或劣化時應加以更換或維修。 

1144..  電電氣氣線線路路或或設設備備上上不不應應懸懸掛掛衣衣物物。。 

1155..  電電氣氣箱箱或或開開關關箱箱之之設設備備線線路路應應有有連連接接標標示示圖圖，，開開關關及及斷斷路路器器應應有有用用途途標標示示，，不不明明線線路路視視為為

活活線線。。  

1166..  電電氣氣作作業業應應以以停停電電作作業業為為主主，，停停電電作作業業時時，，應應依依情情形形實實施施必必要要之之上上鎖鎖、、標標示示或或監監視視及及檢檢電電

開開關關之之開開閉閉應應迅迅速速確確實實。。  

1177..  不不得得以以濕濕手手或或濕濕操操作作棒棒操操作作開開關關。。  

1188..  熟熟悉悉電電氣氣設設備備操操作作方方法法及及順順序序。。  

1199..  絕絕緣緣用用防防護護具具、、防防護護裝裝備備、、活活線線作作業業用用器器具具、、裝裝置置應應定定期期檢檢驗驗及及實實施施作作業業前前檢檢點點。。  

2200..  對對電電氣氣設設備備及及線線路路應應實實施施自自動動檢檢查查。。  

2211..  設設置置電電氣氣技技術術人人員員，，非非合合格格之之電電氣氣技技術術人人員員不不得得任任意意裝裝設設及及維維修修電電氣氣器器材材。。  

 

6.5.5 電氣安全管理通則 

1. 電氣設備之配電必須由權責部門合格的電氣技術管理人員(領有電匠或相關技術士或電機

技師證照者)辦理。 

2. 單獨用電電流超過 10 安培以上的機具，必須以單獨迴路安裝斷路供電，若需要以插座供

電時，必須使用經商品檢驗局或國際相關認證機構檢驗合格之插座。 

3. 延長線必須選用有過電流保護裝置者，使用前應確認其安全電流過的電線不得圈繞（臨時

用電除外）應予以固定。 

4. 延長線或其他手提電動工具之引線在使用前應詳予檢查，如果有破損應立即掛牌停用。 

5. 配電箱應設中板或中門，使門打開時只見操作把手(柄或按扭)，不得使電線或端子裸露於

操作盤面。配電箱任何時間不得上鎖，內部禁止放置任何物品，前面不得受阻擋以致影響

開關。 

6. 身體或衣服潮濕時要避免接觸電器設備。 

7. 在潮溼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所進行的實驗必須用電時，其電源必須裝置

漏電斷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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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份，應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但電焊機之焊棒夾及配電變電設

備不在此限）。 

9. 過負荷電驛或其他保護設備之額定電流不得隨意調整變更加大，保險絲亦同。 

 

6.5.6 電氣設備接地 

1. 所有用電迴路除系統中性線外，應設有接地線。 

2. 所有低壓單相插座及插頭應為接地型，插座、插頭接地線及被接地之導線（中性線），在

初始安裝時要檢測確認正確才可使用。 

注意：插座上電源中性線不得與接地線並接，以免線路鬆脫或斷線而使設備之金屬外殼帶

有相電壓，引發觸電。 

3. 接地導線包覆材質之識別應使用綠色，中性線識別應使用白色。 

4. 接線端子(含電磁閥、電熱元件)電線及任何帶電金屬必須以絕緣物包覆或置入金屬或塑膠

箱體內，金屬箱體之外殼必須接地。 

5. 在潮溼和腐蝕性蒸氣或氣體存在的場所，接地裝置均應採用焊接連接，若不宜焊接，可用

壓接端子以螺絲固定之。 

 

6.5.7 電氣設備標示 

1. 配電箱必須標示電壓，各迴路開關應標示與插座相同之編碼，若配電箱與插座不在同一室

內，則迴路開關應標明分路使用之室別。 

2. 延長電線及插頭供電的設備必須由使用部門每年檢查一次，檢查的方法為:關掉設備的電

源，將插頭拔下，目視檢查(必要時扭曲拉拖電線檢查之）插頭之連接及電線是否有龜裂或

損壞，經檢查合格者，自行在靠近插頭的電線貼上年度檢查標籤。 

3. 所有的插座、開關應標示電壓及容許之最大電流。 

 

6.5.8 電氣設備檢修、保養作業 

1. 從事檢修、保養或測試時，必須使用規定的電工儀表及電氣安全防護器具進行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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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配電系統檢查、維修時，不得單獨一人作業,至少應有兩人以上共同作業。 

3. 在進行電氣維修工作時，不得帶戒指、手鐲、手錶或其他金屬裝飾品在手上。 

4. 600 伏特以上的設備嚴禁活線作業,600 伏特以下盡量避免活線作業，若無法避免時應配戴

適當的防護器具。 

5. 從事 600 伏特以上之電路與設備檢修之高電壓作業,在電氣工作人員接觸前必須先將系統

接地放電,經確認完全放電後始能安裝接地夾。在裝接地夾前作業人員必須戴絕緣手套，拆

除接地時亦同。 

6. 安全連鎖裝置絕不以任何方式使其失效、跨接（by-pass）或加以破壞（依設備維修手冊上

所列之步驟採取安全措施並有專人監視者除外 ）。 

7. 緊急停機開關不得以任何方法使其失效（依原廠建議步驟採取安全措施並有專人監視者除

外）。 

 

6.5.9 用電設備使用注意事項  

11..  過過長長之之電電線線不不可可線線圈圈式式纏纏繞繞，，避避免免磁磁感感應應生生熱熱使使絕絕緣緣層層加加速速老老化化短短路路。。    

22..  重重接接線線處處除除以以膠膠帶帶接接合合絕絕緣緣外外應應再再增增加加一一層層絕絕緣緣套套，，並並不不可可裸裸露露於於設設備備外外。。    

33..  機機台台後後方方電電線線應應整整理理整整齊齊，，且且不不應應有有易易燃燃物物（（如如紙紙類類、、溶溶劑劑等等））置置放放或或覆覆蓋蓋電電線線上上。。    

44..  排排氣氣櫃櫃之之控控制制風風速速測測定定結結果果應應貼貼於於面面板板上上，，以以利利使使用用者者注注意意。。    

55..  電電源源控控制制箱箱之之開開關關應應有有其其功功能能標標示示。。    

66..  插插頭頭不不應應設設於於桌桌面面，，應應設設置置於於設設備備後後上上方方適適合合處處，，插插孔孔應應面面對對使使用用者者，，易易使使用用且且不不至至有有異異

物物或或碎碎削削粉粉塵塵進進入入；；並並標標明明插插頭頭使使用用電電壓壓。。  

77..  冷冷凝凝器器不不應應使使用用可可燃燃物物質質（（如如紙紙類類））包包覆覆當當保保溫溫材材使使用用。。    

88..  插插座座不不應應設設置置於於排排氣氣櫃櫃內內部部，，避避免免使使用用或或拔拔除除時時產產生生之之火火花花引引燃燃可可燃燃蒸蒸氣氣或或物物質質。。    

99..  加加熱熱器器應應設設置置雙雙重重溫溫度度控控制制保保護護裝裝置置；；如如第第一一段段保保護護設設在在 110000 度度、、第第二二段段過過溫溫保保護護設設定定 111100

度度並並設設置置連連鎖鎖斷斷電電裝裝置置，，其其他他有有關關加加熱熱設設備備亦亦同同，，此此要要求求應應於於購購買買時時即即應應要要求求廠廠商商。。  

1100..  易易燃燃性性化化學學物物質質防防爆爆櫃櫃其其排排氣氣管管路路裝裝設設位位置置應應視視內內部部存存放放氣氣体体比比重重而而定定，，若若化化學學物物質質其其蒸蒸

氣氣比比重重較較空空氣氣大大，，排排氣氣應應設設置置於於下下方方孔孔，，上上方方為為進進氣氣孔孔；；蒸蒸氣氣比比重重較較空空氣氣小小則則反反之之，，排排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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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裝置置應應有有防防爆爆功功能能。。  

1111..  電電線線穿穿過過設設備備孔孔洞洞時時，，於於孔孔洞洞之之電電線線應應設設置置墊墊材材避避免免與與設設備備切切角角摩摩擦擦，，導導致致磨磨損損絕絕緣緣層層。。  

1122..  電電源源控控制制箱箱應應有有中中板板隔隔離離開開關關及及電電線線，，避避免免使使用用者者誤誤觸觸電電線線。。  

1133..  電電線線之之防防碰碰撞撞接接觸觸之之外外殼殼材材料料，，若若以以金金屬屬為為材材料料應應設設接接地地線線。。  

1144..  實實驗驗室室應應加加強強設設備備及及電電源源線線之之整整理理。。  

 

6.6 化學物質危害管理 

6.6.1 危害物質定義： 

危害物質係指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九、十條規定之化學物質，「危險物係指爆炸性

物質、著火性物質(易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可燃性

氣體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有害物，係指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特定

化學物質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毒性化學物質：係指「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化學物質，其

分類如下： 

1. 第一類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不易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

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2. 第二類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力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

性疾病等作用者。 

3. 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暴露，將立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4. 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6.6.2 化學物質危害管理適用法規  

化學物質危害管理適用法規涵蓋勞工委員會、環保署、消防署、交通部、經濟部等五個

主管機關，相關規定繁瑣，其主要目的在於落實管理化學物質從出生到死亡（From cradle to 

grave）的危害問題，包括下列法規： 

1. 勞工委員會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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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勞工安全衛生法 

(2)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3)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4)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5)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6)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7)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8) 鉛中毒預防規則 

(9)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10) 廢棄物清理作業安全衛生指導要點 

(11)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12) 作業環境實驗室認證管理要點 

(13)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14)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訓練實施要點 

(15)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16) 勞工健康有害物質追蹤管理要點 

(17) 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 

2. 環保署法規： 

(1)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2)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則 

(3)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 

(4)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 

(5)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規定 

(6)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運作核可申請須知 

(7) 毒性化學物質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標示及物質安全資料表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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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毒性化學物質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及操作要點 

(9)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作業要點 

(10)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登記備查作業要點 

(11)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申請收費標準 

(12) 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理作業要點 

(1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通報要點 

3. 消防署法規： 

(1) 消防法 

(2) 消防法施行細則 

(3) 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4)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 

4. 交通部法規： 

(1)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2)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練要點 

(3) 常壓液態罐槽車罐槽體檢驗及管理要點 

5. 經濟部法規： 

(1)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2)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之種類及申報檢查辦法 

 

6.6.3 危害物質的分類 

依照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十、十九條，全球數百萬種化學物質以其危害特性作分類，

可以區分成下列九大類：爆炸性物質﹝Explosive Substances﹞、著火性物質﹝Ignitible 

Substances ﹞、氧化性物質﹝Oxidizing Substances﹞、引火性液体﹝Flammable Liquids﹞、可

燃性氣體﹝Combustible Gases﹞、放射性物質﹝Radioactive  Substances﹞、腐蝕性物質

﹝Corrosive Substances﹞、毒性物質﹝Toxic Substances﹞、其他，各類危害特性說明如下： 



 39

1. 爆炸性物質：又稱為可燃性物質(Combustible Materials)，同時其本身又為供氧物質，此等

物質可能經由摩擦、衝擊或加熱即可產生大量熱及氣體，造成激烈之爆炸，例如： 

(1) 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酸酯類。 

(2) 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基化合物。 

(3) 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二甲醯及其他過氧化有機物。 

2. 著火性物質(Ignitible Substances，包括易燃固體、自燃物質、 禁水性物質) 

係指凡置於常溫空氣中，接觸水份會分解而產生可燃性氣體，同時發熱而發火之物

質。或與空氣中氧氣接觸而有發火危險之物質,例如： 

(1) 金屬鋰、金屬鈉、金屬鉀。 

(2) 黃磷、赤磷、硫化磷等 

(3) 賽璐珞類。 

(4) 碳化鈣、磷化鈣。 

(5) 鎂粉、鋁粉。 

(6) 鎂粉及鋁粉以外之金屬粉。 

(7) 二亞硫磺酸鈉。 

(8) 其他易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3. 氧化性物質(Oxidizing Substanes) 

本身帶有助燃性之氧元素，單獨存在時沒有發火、爆炸的危險，但與可燃性物質或還

原性物質接觸；並有衝擊、摩擦或火源存在時，就有發火、爆炸的危險。例如： 

(1) 氯酸鉀、氯酸鈉、氯酸銨及其他之氯酸鹽類。 

(2) 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酸銨及其他之過氯酸鹽類。 

(3) 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及其他無機氧化物。 

(4) 硝酸鉀、硝酸鈉、硝酸銨及其他硝酸鹽類。 

(5) 亞氯酸鈉及其他固體亞氯酸鹽類。 

(6) 次氯酸鈣及其他固體次氯酸鹽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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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火性液體(Flammable Liquids，又稱易燃液體) 

係指在常溫下可揮發，以火焰靠近即可引火燃燒之液體物質。此類物質因本身具有可

燃性，在常溫下又具有流動性，故一旦自容器外洩就擴大面積並流向低處，擴大其危險性。

更因在常溫下即可蒸發可燃性蒸氣於大氣中，故一遇火源即引起氣體爆炸之危險。由於引

火性液體兼有此二種性質，故其危險性較其他危險物為高，其危險程度以閃火點加以辦

識，一般引火性液體的閃火點介於-30℃至+65℃之間。例如： 

(1) 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硫化碳及其他之閃火點未滿攝氏零下三十度之物質。 

(2) 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零下三十度以上，未滿攝

氏零度之物質。 

(3) 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零度以上，未滿攝氏三十度之

物質。 

(4) 煤油、輕油、松節油、異戊醇、醋酸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三十度以上，未滿攝氏六

十五度之物質。 

5. 可燃性氣體(Combustible Gases，包括易燃性氣體) 

在常溫下為氣態或高壓液化之可燃物質，其與空氣或氧氣混合成爆炸性混合氣體

(Exploxive Gas Mixture)，當氣體組成達爆炸範圍(Explosive Range)並有火焰存在時，火焰

則迅速在混合氣體中繁殖而引起爆炸。例如氫氣、乙炔、乙烯、甲烷、乙烷、天然氣等。 

(1) 氫。 

(2) 乙炔、乙烯。 

(3) 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4) 其他於一大氣壓下攝氏十五度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 

6. 放射性物質（Radioactive Substances） 

因自發性核變化之原子產生核蛻變，而放出游離輻射線之核種者，例如鈷-60、Xe-135、

氡-222、鐳-228、U-235、鈽-239等。 

7. 腐蝕性物質（Corrosive Substances） 

當接觸此類物質時，會侵襲及破壞生物體組織、衣物、金屬，發生洩漏時也會導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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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危害，例如硫酸、鹽酸、硝酸、鉻酸、氫氧化鈉、氫氧化鉀等。 

8. 毒性物質（Toxic Substances） 

經由呼吸、皮膚接觸、口腔食入等途徑，凡能引起生物體不正常反應或損壞器官功能

而危及生命者，例如氯乙烯、砷化氫、苯、二硫化碳、氰化鈉、砷等。 

 

6.6.4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1.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名詞定義： 

(1)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係指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

使用、貯存、廢棄之場所及輸送管路或其他設施。 

(2) 核發許可證之運作行為：製造、輸入、販賣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者，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運作。 

(3) 登記備查：使用、貯存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超過或等於大量運作基準者，應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依登記文件內容運作。 

(4) 低於最低管制量運作核可：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其運作總量低於公

告之大量運作基準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並取得核可文件。 

(5) 聲明廢棄：廢棄、輸出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者，應逐批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始得運作。 

(6) 申報備查：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除應申報該毒性化學物質之毒理相關資料及

適用毒性化學物質管理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四條

至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外，不受本法其他規定之限制。 

(7) 管制濃度標準：例如含苯70 %以上（含70 %）w/w者，鉻化合物中六價鉻含量重量比

（w/w）達1 %以上（含1 %）以上者即視為毒性化學物質，低於此濃度則視為一般化

學物質。 

(8) 最低管制限量：例如苯持有量50公斤（含）以上者，鉻化合物持有量500公斤（含）以

上者使用、貯存之運作行為必須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備查。製造、輸入、販賣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持有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者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運作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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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管理權責 

為妥善管理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學術機構之管理權責如下： 

(1)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定之訂定及實施。 

(2)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3)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管理。 

(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3. 學術機構應設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管理，委員會應

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至少三人應具備下列專長或技術： 

(1) 毒性化學物質毒理專長。 

(2)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技術。 

(3)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專長。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由學術機構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免設立委員會。 

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實務 

第一類、第二類、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總量超過或等於公告之大量運作基準者，

運作管理實務受下列規定之限制： 

(1)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及其釋放量，運作人應製作紀錄定期申報，其紀錄應妥善保存備

查。 

(2)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檢送該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依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實施。 

(3) 第一類及第二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中央主管機關得以釋放總量管制方式管制之。 

(4) 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其運作量達下列數量者，應製作毒性化學物質之毒理相關資料、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5) 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應概述下列事項： 

A.危害預防計畫 

(A) 運作場所基本資料包括運作場所：運作場所之座落位置地圖及場（廠）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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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敏感地區。 

(B) 訂定危害預防體系：包括建立通報系統、擬具阻絕及處理設施說明、預警設施

說明。 

(C) 曾否發生毒性化學物質事故及其改善措施說明。 

(D)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施之準備。 

(E) 災害防救訓練、演練及教育宣導。 

(F) 災害防救經費編列，執行檢討。 

B. 應變計畫 

(A) 建立應變任務編組與協調外界支援。 

(B) 警報之發布。 

(C) 維持阻絕及處理設施運轉。 

(D) 人員搶救及災區隔離。 

(E) 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理。 

(6) 使用、貯存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

記，並依登記文件內容運作。 

(7) 廢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達最低管制限量以上者，應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登記備查

作業要點規定，逐批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備查。 

(8) 於登記備查後，逕依廢棄物清理法規定辦理。廢棄、輸出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

質者，應逐批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始得運作。 

(9) 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五年，期滿仍須繼續運作者，應於期滿前

三個月至六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不得超過五年。 

(10)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積極預防事故發生，於事故發生時，負責採取

必要之防護、應變、清理等處理措施。 

(11)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者，應組設全國性毒性化學物

質聯防組織，輔助前項事故發生時之防護、應變及清理措施。 

(12)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作人應依規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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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備具該毒性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表。毒性化學物質

之容器應明顯標示下列事項： 

A. 圖式：形狀為直立四十五度之正方形（菱形）。容積一百公升以上（含本數）之容

器、包裝，其圖式最小尺寸如下圖所示。低於一百公升之小型容器、包裝，得依

比例縮小至能辨識清楚為度。 

 

圖6.9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標示 

 

B. 內容： 

(A) 英文名稱。 

(B) 英文主要成分：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達管制濃度標準以上之成分，應以本署告所

定中英文名稱標示，並加註「毒性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化學質含量百

分比（w／w或v／v）。 

(C) 危害警告訊息：警告附表一所列各項危害特性之訊息，含本法第二條所定毒性

危害。 

(D) 危害防範措施：防範附表一所列各項危害特性之措施，含污染防制措施。 

(E)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毒性化學物質名稱及圖式。 

(13) 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且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毒性化學物質，應於運作場所

各出入地點以中英文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Toxic Chemicals in Operation）」

等字樣。 

(14)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應備物質安全資料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物質安全資料表

置於運作場所中易取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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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等於或高於最低管制限量時，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

物質之製造、使用、貯存、運送，運作人應依規定設置專業技術管理人員，從事毒性

化學物質之污染防制、危害預防及應變。 

(16)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洩漏設施之正常操

作，並備有應變器材。 

(17)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運送聯單，並將核章後之運送聯單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8)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不得將該毒性化學物質販賣或轉讓予未經依第

十三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取得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核可者。但事先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19)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過程發生突發事故時，運作人應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

一小時內，報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0) 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情形，運作人應配合執行。 

(21) 運作人應逐月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但

於當日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無變動者得免記載。運作紀錄申報表應於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場所妥善保存三年備查。但試驗、教育、研究用者，不在此限。 

5. 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不受第 4 節運作管理實務規定之限制，但仍應遵照下列規定： 

(1) 申報運作記錄。 

(2) 申報釋放量。 

(3) 申報毒理資料。 

(4) 不得將該毒性化學物質販賣或轉讓予未經規定取得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核可者。 

6.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低於最低管制量運作無須辦理下列事項，但仍應遵照第 4 節

運作管理實務其他規定之限制： 

(1) 無須申報運作記錄。 

(2) 無須申報釋放量。 

(3) 無須組設全國性毒性化學物質聯防組織。 



 46

(4)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無須標示。 

(5) 運作場所無須備置物質安全資料表。 

 

6.6.5 先驅化學品管理 

毒品對個人及社會的危害至鉅。非法製造、運送、販賣毒品在國際間造成的問題日趨嚴

重，使得反毒工作成為全球努力的目標。聯合國於1961年及1971年先後提出【麻醉藥品】和

【影響精神藥物】之管制公約，並為了徹底杜絕毒品的危害，乃於1988年在【禁止非法販運

麻醉藥品和精神藥物公約】中將可能用於非法製造毒品的先驅化學品列入監測管制項目。 

依據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之種類及申報檢查辦法第三條：本條例所稱先驅化學品工業原

料，係指可流供製造毒品之原料，依其特性分為二類，其品項如下： 

1. 甲類（參與反應並成為毒品之化學結構一部份者）：  

1-苯基-2-丙酮、醋酸酐、苯乙酸、鄰胺基苯甲酸、乙醯基鄰胺基苯甲酸、異黃樟素、

胡椒醛、黃樟素、3,4-亞甲基二氧基苯基-2-丙酮、六氫　啶等項。 

2. 乙類（參與反應或未參與反應並不成為毒品之化學結構一部份者）：鹽酸、硫酸、過錳酸

鉀、甲苯、乙醚、丙酮、甲基乙基酮等項。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之種類及申報檢查辦法第六條：廠商應將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依

下列事項，自行登錄，詳列簿冊，以備檢查： 

1. 甲類之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貯存之流程、種類、數量、場所、交易廠商及發票號

碼。 

2. 乙類之輸出入、種類、數量、場所、交易廠商及付款證明文件號碼。 

廠商對於前項甲類先驅化學品工業原料，應於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其上一季之簿冊      

影本，向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授權之機關、團體申報。 

 

6.6.6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Hazard Communication） 

1. 危害通識的理念 

由於風險具有可改變性，安全標準具有可調整性，職業衛生專家認為：如令雇主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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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作者(甚至是不識字者)都有機會認識工作場所中所存在的危害物質，則可因為提高

安全操作的意願，達到降低風險的目標。 

2. 危害通識的精神 

(1) 讓作業人員對化學品危害有足夠的認知，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物之作業人員應接受

危害通識訓練課程。 

(2) 尊重勞工知的權力，盛裝化學物質之容器應標示危害特性。 

(3) 設置必備之安全衛生設施。 

(4) 提供物質安全資料表給作業人員，應用物質安全資料表為作業指南。 

(5) 落實危害物安全衛生管理工作，推行化學作業管理。 

3. 危害通識工作內容 

(1) 訂定危害通識計畫 

(2) 建立危害物質清冊 

(3) 危害物質容器標示 

(4) 提供物質安全資料表 

(5) 辦理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訓練 

(6) 定期實施危害物質盤存 

危險物及有害通識相關規定在前各章節均已詳述，不再重覆說明。 

 

6.6.7 危險物的運送原則 

1. 危險物品之搬運容器，以適當材料製造。 

2. 危險物品之容器或包裝外面張貼危害標示。 

3. 危險物品之裝載，應防止摩擦、碰擊、墜落、翻倒、破損等情事。 

4. 搬運容器之開口應向上。 

5. 為避免日光直射及雨水滲透，其搬運容器應加蓋密閉。 

6. 不同類之危險物品不得混合裝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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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品容器應避免發生激烈摩擦或搖動。 

8. 以車輛搬運危險物品時，應依交通部相關法規之規定，設置必要之標示。 

 

6.6.8 危險物品倉庫安全措施 

1. 儲存場所與其他建築物應有適當之安全距離。 

2. 儲存場所周圍應保持適當空地，並避免設在斜坡之處，以免搬運過程發生翻倒之事故。 

3. 儲存倉庫應以平房為原則，且不得設於地下室。 

4. 儲存倉庫應以不燃性材料或耐火材料建築。 

5. 儲存倉庫應設置防火門窗及緊急出口。 

6. 儲存倉庫之地板面應為防水構造。 

7. 儲存倉庫應有適當之採光、遮光及通風設備，採光及電氣設備為防爆型。 

8. 電氣設備應依照電氣法規有關規定辦理。 

9. 應設置有效之避雷設備，其接地電阻最好在 10Ω以下。 

10. 倉庫內溫度及濕度應以自動監測系統控制及調節。 

11. 應有防止危險物品洩漏、溢出或飛散之設施。 

12. 應有防範危險物品變質或其他物品混合之措施。 

13. 裝有危險物品之容器應置放於框架內，避免因震動、碰撞而翻倒或墜落等情事。 

14. 危險物品應按其性質分別儲存並予標示。 

15. 以保護液內儲存之危險物品不得露出液面。 

16. 倉庫內不得使用發生明火或發生火花之機具或穿著會發生火花之鞋子。 

17. 除管理人員外，其他人員不得任意進入。 

18. 在顯明處所應標示異常狀態時之連絡電話及處理措施。 

19. 應設置適當之消防設備。 

20. 儲存場所宜設在陰涼處，必要時應有冷卻裝置。 

21. 依危險物的特性，應選用適當材質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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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儲存場所地面應高於路面，以免因下雨積水而流入倉庫內引起危險。 

 

6.6.9 危險物使用原則 

1. 爆炸性物質 

處理應避免衝擊或摩擦，並嚴禁煙火。乙次之操作量應避免超過安全限量，同時不可

放置高架位置，以避免掉落造成衝擊。 

2. 著火性物質 

易燃固體及自燃物質不可直接與空氣接觸，應予以密封，並與其他危險物品隔離儲

存，也應避免直接與水接觸。處置時應使用適當器具，避免與皮膚直接接觸。 

禁水性物質應禁止與濕氣或水接觸，與水接觸則劇烈反應而生成熱，或發生可燃性氣

體發火或發生有害氣體。儘可能存放於高處並加以密封，以免受水氣侵入，處置時應避免

與皮膚接觸。 

3. 氧化性物質 

避免與強還原性物質或有機物接觸或混合。此種混合物極易因衝擊、摩擦或加熱而發

生爆炸，此外氧化性鹽類亦應避免與強酸混合。 

4. 引火性物質 

如有火源，在常溫下極易引火，使用時其附近應嚴禁煙火，並備置適當之滅火器材。 

儲存容器應加蓋密封，避免其氣體或蒸氣外洩。因具有氣體爆炸之危險性，使用場所

電氣設備應為防爆型，須注意通風是否良好，廢液應妥善收集，不得傾倒於排水溝內。 

5. 可燃性氣體 

(1) 電氣設備防爆裝置 

可燃性氣體之高壓氣體設備運作場所均應具有防爆性能之電氣設備，最好放置在

不會發生明火之安全場所，如果有實際困難時,則依據設置場所之危險程度分類選擇適

合該場所之電氣防爆構造。 

(2) 靜電消除措施 

可燃性氣體之容器、貯槽或製造設備之靜電消除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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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灌裝用供應貯槽或製造設備應接地，其接地接續線斷面積在5.5mm2以上，以鍚焊、

熔接、夾具等確實連接之。 

B. 運輸槽車之灌裝用供應配管，必須在灌裝前接地。接地接續線斷面積在5.5mm2以上，

並以夾具確實連接，接地位置應與容器保持安全距離。 

C. 接地電阻在100Ω以下，避雷設備電阻在10Ω以下。 

 

6.6.10 有害物危害控制 

1. 推展完整之衛生管理制度 

實驗、研究工作人員衛生管理之基本措施有環境管理、作業管理、健康管理等三個重

要層面。其中有關作業環境管理係以排除人員作業環境中之各種有害因素，維持更舒適的

作業環境為著眼點，係屬防止人員健康危害之根本對策，為適切推展作業環境管理，首先

需正確實施環境測定，適當掌握作業環境的狀態，也應對作業人員定期實施健康檢查及針

對檢查結果作健康管理。因此完整之衛生管理制度應由工業安全專家、職業病醫師、工業

衛生專家、工業毒物學專家、職業病護理師等人員組成工作小組，審查衛生管理計畫是否

落實執行及檢討有職業病傾向之個案。 

  

OCCUPATIONAL
HEALTH

PROGRAM

 

圖 6.10  衛生管理工作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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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作業場所有害物質存在狀態 

對有害化學物質的管理，首要方法就是瞭解作業場所使用有害物質存在的狀態，進而

事前掌握作業和該狀態接觸的實態。對一般危害性之掌握，可採下述方式： 

(1)調整使用原料的危害性 

對實驗工作場所使用之化學原料或研究過程新產生之化學物質應充分瞭解其危害性，

工作場所管理人應危害物質清冊及物質安全資料表之內容瞭解下列事項：A.該等化學

物質之名稱 B.容許濃度 C.以何種形態存在D.侵入體內可能會有那些健康影響等等。 

(2)作業過程中有害物質發生源之調查 

實施作業過程中有害化學物質與作業人員接觸可能性的調查，首先要瞭解生產作業流

程，從原料之選用、研究作業過程、廢棄物、廢氣、廢水、製品處理、到成品包裝整

個流程，有害物質發生之形態、數量、傳播途徑、位置等資料予以記錄，並予檢討釐

定預防對策。 

(3)作業環境中有害物質濃度之測定 

對於有害化學物質運作量較大實驗工作場應定期實施作業環境中有害物質之濃度測

定，瞭解評估研究人員實際作業暴露是否超過法定容許濃度標準，評估結果可作為改

善環境設施及變更作業方法參考。在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之前應先了解下列事項： 

A. 實驗、研究作業的種類與過程。 

B. 實驗、研究作業設備種類與運轉狀況。 

C. 原料的特性與使用、處理量。 

D. 局部排氣裝置的位置與性能。 

E. 有害物質的發生源與發生源之狀況。 

F. 實驗、研究作業場所的通風、排氣狀況。 

G.. 參與實驗、研究作業人數、作業位置與作業時間。 

H. 作業人員的健康狀況，有無發生疾病。 

3. 改善作業環境 

有害物質危害之預防對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實施環境之改善，廣義的環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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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第一就是改善研究作業技術、變更使用原料等，使有害物質之污染源消失於無形，達

到作業環境之無害化。第二當有害物發生時，可藉通風裝置將其捕集和抑制以避免發散，

使作業人員不致身受其害，期使作業環境污染降至最低。關於作業環境改善，通常可以採

用下述之七種方法： 

(1) 變更生產程序或作業方法： 

變更研究程序或作業方法，常牽涉到有關之研究技術，故其問題之解決亦較困難，

但其目的在使研究作業程序自動化、作業機械化、處理方法濕式化，以期使作業人員

與有害物質之接觸隔絕。例如： 

A. 顏料或保護性塗料的使用，用浸漬法較優於噴霧法。 

B. 鑄造工程中油鑄法之使用。 

C. 磨光鑄物，以水磨法代替沙磨法。 

(2) 以有害性較低之原料替代有害性較高者： 

對於研究作業使用之有害原料，應就其物理性質、化學性質、毒性、用途及使用

上應注意事項等予以紀錄，製作完整之表冊。針對各項作業應在技術上充分檢討是否

得以危害性較低之原料替代之可能性。在實務上，雖然採用此原料之替代而增加成本，

但基於可能遭遇之職業疾病或導致各方面無形的損失，成本的增加又微不足道了。 

以低毒性原料替代高毒性原料，舉例說明如下： 

A. 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可以毒性及揮發性較低之有機溶劑，替代毒性、發揮發性較

高者，例如以甲苯代替苯。 

B. 從事鑄造物之修飾作業時，將噴砂改為鋼珠。但一般作業人員經常容易犯之缺失，

乃是以降低成本或節省加工時間等為重，均以生產優先為目的，以致作業環境更加

惡化。譬如，為減少印刷物之乾燥時間及使粘著劑更具效果，而使用毒性較高之原

料，曾發生過引起肝中毒之案件。因此，對於新原料之使用，對其危害性質以及可

能引起之健康障害，均應在事前充分予以考慮。 

(3) 抑制有害物之飛散與擴散： 

詳細檢點研究作業過程與實驗作業方法時，可以發現被有害性物質之飛散、發散、

擴散等之情況頗多。從事於有害物質作業之人員因已習於此種作業環境，無形中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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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遭受健康障害。因此，研究作業負責人應依作業狀態，採取密閉污染源之設施、

或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排除污染物質，為研究作業程序應首先考慮之重點事項，絕不能

以無法設置為理由而予以擱置。 

倘若無法完全預防其飛散、發散與擴散時，至少亦應減少其污染程度。事實上，

可採取之抑制方法很多，例如：A.儲存有機溶劑於倉庫內時，使用後之容器應加蓋。

B.減少有害物質之發散時間。3.以塑膠布等作為圍柵，隔離污染作業區。 

(4) 密閉有害物質之處置設備。 

在多數處置有害物質之實驗，為防止有害物質之飛散、發散與擴散，而將其設備

之全部或一部分予以完全密閉。例如實驗室常見的有機合成反應，加料作業及洩料作

業步驟在密閉管路內進行，所有化學反應都在密閉反應槽內進行，整個研究製程設備

也設置於大型排煙櫃內，完全杜絕有害物質之逸散。 

在有害物之發散作業中，有時亦可將其予以密閉。被密閉之設備，為使能適當排

氣以維持其內部之負壓，新鮮空氣入口面積應比排氣口為小，以防止操作中有害物質

之發散。對於加工原料之供給及其加工物品之運送，應儘可能予機械化或自動化，以

防止人員直接接觸有害物質。 

密閉用之材料，可採用銅、鍍鋅鐵板或鋁片等金屬材料，甚至聚乙烯板等，隙縫

應使用矽膠填滿，有時亦可採用氣簾等遮斷措施。 

密閉設施之內部，因應其實驗作業需要得設置照明用電燈、或方便於實施檢點、

清掃之人孔等。 

(5) 將發生有害物質之生產部份予以隔離。 

所謂隔離，乃以不阻礙作業流程，而將其污染環境之因素予以適當阻隔，或以牆

壁等予以隔離。在此隔離區城內，應採取徹底之防護措施。 

所謂分離者，係將作業流程之有害作業部分予以弧立，例如鑄造物之修飾作業，

應設置完整之密閉室，於其內部實施作業；此時隔離區城內應設置必然之換氣設備，

同時亦應使工作人員著用輸氣管面罩等防護具。 

(6) 設置局排氣裝置 

如有害物質處理設備無法密閉且發生量多時，或有害物之毒性太高時，就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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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生源將有害物捕集、去除、排出，而防止工作人員接觸。 

局部排氣亦即藉動力將污染物在未混合擴散至作業環境中之前將其排除。局部排

氣裝置之效能取決於氣罩型式、導管構造、排氣機能力等因素。若效能不足時，反而

使作業勞工身受其害，因此於設計、施工管理上應充分加以考慮。法規上管制之化學

物質，例如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有機溶劑中毒規則及鉛中毒預防規則等，對

於局部排氣設備的效能均有詳細的規定可供參考。   

(7) 設置整體換氣設備 

在有害物質為低毒性且污染量不大，污染源又遠離工作人員，才可以考慮使用整

體換氣。所謂整體換氣，即利用大量新鮮空氣將污染物稀釋，使其有害程度降低，並

加裝排除污染物之裝置。 

以上所述有關作業環境改善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等，將有害物

質排出時，應充分考慮將其有效處理後再排放，以免再次造成公害問題。 

4. 實施風險評估： 

所長、系主任、指導老師在研究計畫規劃階段或實驗室設置階段，應依據化學品之危

害特性、使用及儲存量，自行或委託實施風險評估，依據評估結果設置必要之安全衛生及

環保設施，並建置必要之管理措施。各類危害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應設置之安全衛生及環

保設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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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各類化學物質實驗作業場所安全衛生設設施 

（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物質管理辦法） 

安衛設施 
 
 
 
 
危害分類 

防 
爆 
儲 
存 
櫃 

防 
火 
儲 
存 
櫃 

防 
蝕 
儲 
存 
櫃 

氣 
瓶 
櫃 

排

氣

設

施

保

護

液

體

火

警

偵

測

器

自

動

滅

火

器

防

洩

漏

裝

置

防

爆

電

氣

靜

電

消

除

裝

置

屏 
蔽 
設 
施 

緊 
急 
應 
變 
裝 
備 

廢

氣

處

理

防

傾

倒

措

施

洩

漏

偵

測

爆炸性 ◎      ◎ ◎ ◎ ◎ ◎  ◎    

易燃性    ◎ ◎  ◎ ◎ ◎ ◎ ◎  ◎ ◎ ◎ ◎

非易燃性               ◎  

助燃性    ◎ ◎  ◎    ◎  ◎  ◎ ◎

高

壓

氣

體 
毒性    ◎ ◎    ◎    ◎ ◎ ◎ ◎

引火性  ◎   ◎  ◎ ◎ ◎ ◎   ◎ ◎ ◎  

易燃固體  ◎   ◎ ◎ ◎ ◎  ◎ ◎  ◎  ◎  

自燃物質  ◎   ◎ ◎ ◎ ◎  ◎ ◎  ◎  ◎  

著

火

性

物

質 禁水性  ◎   ◎ ◎ ◎ ◎  ◎ ◎  ◎  ◎  

無機類  ◎      ◎    ◎  ◎  ◎  氧

化

性 有機類  ◎     ◎ ◎ ◎ ◎ ◎  ◎  ◎  

放射性       ◎ ◎    ◎ ◎  ◎ ◎

固體   ◎          ◎  ◎  腐

蝕

性 液體   ◎  ◎    ◎    ◎ ◎ ◎  

揮發性  ◎   ◎    ◎    ◎ ◎ ◎  毒

性 不揮發性               ◎  

 

5. 實施衛生教育訓練計畫： 

衛生教育訓練內容應包括： 

(1) 有害物質特性及處理方法有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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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害物質防制裝置及防護具性能。 

(3) 標準作業程序有關知識。 

(4) 事故應變措施 

(5) 急救知識。 

6. 實施健康檢查及管理 

教師、學生、研究作業人員職業病之發生，常因工作之際暴露於各種有害物質環境所

致，一般職業病初期並無特殊症狀出現，例如有害物引起之化學中毒，雖有一般所見之頭

痛、目眩、疲倦之類的現象，通常日久適應而不自覺，如未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則無法獲

致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目的。 

6. 衛生管理有關資料之記錄與保存 

各作業所有場所有關衛生管理重要事項，均應加以保存，以備應用之參考。 

7. 實施化學實驗場所安全檢核 

化學物質使用、儲存作業場所均應依下列項目實施安全檢核，並參考物質安全資料表

及相關資料，以決定是否設置安全衛生設施及實施安全衛生管理措施。 

(1) 現有安全衛生設施。 

(2) 化學品儲存及使用量。 

(3) 作業場所環境、設備與化學作業之安全性。 

(4) 化學品相互間之相容性。 

(5) 化學品之種類。 

 

6.7 生物危害管理（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生物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生物實驗室定義係指使用生物性材料進行轉殖、培養、分離、保存、合成及分析等相關

操作研究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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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生物危害管理適用法規 

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6.7.2 生物實驗室等級 

實驗室等級係參考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所訂之標準，將實驗室依接觸微生物之

危險性程度分為P1、P2、P3及P4四個等級，其定義如下： 

1. P1 實驗室：使用對健康成人不會致病之微生物的實驗室。此類微生物之特徵已知且對實驗

室工作人員及環境的危險性最低。 

2. P2 實驗室：使用對健康成人及環境有中等潛在生物性危害之微生物實驗室。通常這類微生

物已經具備有效的預防(例如施打疫苗)及治療方法。 

3. P3 實驗室：實驗室中所使用之微生物對健康成人造成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通常這類微生

物經由吸入途徑感染，並已經具備有效的預防及治療方法。 

4. P4 實驗室：實驗室中所使用之微生物對健康成人造成嚴重疾病並且很容易傳染，也沒有有

效的預防及治療方法。 

 

6.7.3 建置生物安全工作小組、動物實驗管理小組及生物安全委員會 

生物安全工作小組成員包含生物實驗室主管、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及相關領域之專家。 

生物安全工作小組小組任務如下： 

1. 督導與同意凡持有、保存、異動或使用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之感染性生物材料。 

2. 審議使用感染性生物材料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 

3. 執行感染性生物材料及實驗室生物安全缺失改善督導及內部稽核。 

4. 指導生物安全訓練。 

5. .審議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6. 執行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之處理、調查及報告。 

7. 審議實驗室啟用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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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議生物安全爭議問題。 

9. 審議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料管理事項。 

10. 定期實施生物實驗室及相關管理制度內部稽核。 

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任務如下： 

1. 研擬並推動學校實驗動物使用之管理及作業程序。 

2. 審查學校使用實驗動物之相關研究計畫。 

3. 研擬並推動學校實驗動物使用、管理與維護計畫。 

4. 定期訪視及檢查學校動物實驗房之設施及實驗動物使用狀況。 

5. 監督學校實驗動物之取得、飼養、管理及應用等行為。 

6. 研擬並推動實驗動物使用與管理相關人員之訓練。 

7. 監督學校年度執行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並編輯報告。 

生物安全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職掌可併入安全衛生委員會整體運作，以節省各項作業重覆

所造成浪費，藉收事半功倍效果。 

 

6.7.4 生物實驗計畫安全審查 

1. 執行生物實驗前時，應填寫「實驗計畫安全衛生自我評估表」，會簽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

門。 

2. 於 P2 以上實驗室進行生物實驗之前，應提出「實驗標準操作程序」與「實驗設備安全操

作手冊」，會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門核定後，始可操作。 

3. 攜帶生物性材料進入實驗室應填寫「攜帶生物性材料進入實驗室申請表」，經學校安全衛

生管理部門同意，提送生物安全委員會審核後，始可攜帶進入實驗室操作。 

 

6.7.5 生物實驗室設置原則 

1. 所有生物實驗室設置等級，皆依據 6.7.2 生物實驗室等級劃分，並參照國科會「基因重組

實驗準則」中所規範之防護標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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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生物實驗室或提升實驗室等級時，申請部門應填寫「生物實驗室等級鑑定申請表」，

經安全衛生管理部門同意，提送生物安全委員會審核後始可使用。 

3. 各生物實驗室設置完成後，所長、系主任、指導老師應指派一名實驗室負責人，負責該實

驗室之安全與衛生事務；遇實驗室負責人變更時，應先行知會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門。 

 

6.7.6 生物實驗室安全標示 

1. 實驗室門口標示：各實驗室門口，應設置「安全資料箱」，其上應明顯標註該實驗室等級

及特性，箱內備有化學品清單及物質安全資料表。門外需張貼該實驗室名稱、負責人姓名

及聯絡電話。 

2. 廢液及廢棄物收集桶：依危害特性分類收集，並於桶外標示內容物名稱和危害持性。廢液

桶需放置於盛盤內，儲存區域並加以標示。 

3. 實驗儀器及器材：具有特殊危害性之儀器及器材需貼有適當警告標示，例如高溫、高壓、

輻射、電磁波、爆炸等。 

4. 藥品試劑：配製之試劑應標明所屬人員姓名、內容物名稱與濃度；化學藥品於瓶身應貼有

危害標示，麻醉藥劑及列管毒性化學物質需加註中文標示，麻醉藥劑及列管毒性化學物質

之使用與貯放請依照相關管制規定辦理。 

5. 氣體鋼瓶：各鋼瓶瓶身應於明顯處標明內容物及危害圖示；多種鋼瓶並列使用時，管線上

方需標示使用氣體名稱與流向，開關應標示操作狀態。 

6. 進行危險性生物實驗區域，請於上述所列之項目張貼「生物性危害」標示。 

7. 使用列管毒性化學物質區域應張貼「毒化物質運作場所」（Toxic chemicals in operation）標

示。 

 

6.7.7 生物實驗室廢棄物分類及清運 

1. 生物實驗室廢棄物依下列分類妥善收集及儲存： 

(1) 生物性廢料：包括實驗完畢之培養樣品、儲備的危險性生物性材料、實驗中產生之生

物性物質、削減毒性之疫苗、實驗動物屍體（至少-20℃以下冰凍）等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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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器材：實驗中用來轉移、接種、混合培養，或任何從事危險性生物實驗之器材及

裝置等；其中鋒利的器材（包括皮下注射針、玻璃吸管、刀片和打破的玻璃等）需另

行妥善放置於適當之容器中後再行處理。 

(3) 廢液：實驗中產生含不具感染性之化學物質廢液。 

(4) 含放射性物質：實驗中所使用含放射性物質之任何廢棄材料，請另行妥善存放於貼有

輻射危害標示容器內，俟經檢測確認其活度衰減低於法定排放濃度，始得排放，或經

主管機關核准廢棄後，始得委託核能研究所接收處置。 

2. 廢棄物清運： 

(1) 具感染性廢棄物申報清運之前，必須先行完成滅菌處理。 

(2) 主管機關列管第一至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廢棄前需先行填寫「毒性化學物質聲明廢棄

申請單」，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委託合格業者清除處理。 

(3) 廢液收集時，需將「廢棄物傾倒記錄表」附於廢液桶旁，該表請傾倒者確實記錄傾倒

物質名稱、傾倒量、傾倒時間。 

(4) 各項廢棄物皆應上網向學校廢棄物管理部門申請清運。 

 

6.7.8 生物危害作業人員教育訓練 

1. 新進人員訓練：新進人員（含教師、學生、研究計畫合作人員）於報到時即接受基本實驗

室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並登錄於訓練記錄中。 

2. 進入 P1 級實驗室訓練：新進人員進入 P1 級實驗室前，由輔導人實施該實驗相關教育訓練，

並登錄於訓練記錄中。 

3. 進入 P2 級以上實驗室訓練：新進人員進入 P2 級以上實驗室前，由該實驗室負責人進行相

關教育訓練，經審核通過並簽署「P2 實驗室操作規定同意書」後，始准進入 P2 級實驗室

從事實驗工作。 

4. 實驗室負責人訓練：由學術單位定期開設課程，以增進實驗室負責人之安全衛生知識及管

理技能。 

5. 緊急應變教育訓練：實驗室工作人員依照緊急應變分組，每年至少接受乙次緊急應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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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及緊急應變實務演練。 

6. 當作業內容變更時，須由實驗室負責人進行重點訓練；新設之實驗儀器設備，必須由實驗

室負責人負責教導訓練經認可後始得操作。 

 

6.7.9 實驗動物之管理 

1. 動物實驗房管理 

(1) 於動物實驗房各養殖及進行實驗室入口處應標明該房舍內使用之動物種類名稱。 

(2) 所有未經動物實驗房負責人核可，列於報備核可清單內之動物，不得隨意攜入實驗房。 

(3) 飼養籠需於明顯處標示動物種類、品系及基本資料。 

(4) 動物實驗房內需標示被該種動物咬傷、抓傷時之處理程序與方法。 

(5) 於感染區內之實驗動物嚴禁攜出該區。 

(6) 具感染性之實驗區應貼有「生物性危害」標示。 

(7) 餵食、更換墊料及操作過程中需隨時注意防止動物逃跑。 

(8) 於設計動物實驗房時，應設置防止動物逃跑設施。 

(9) 每月填寫「實驗動物來源及銷毀記錄」送交動物實驗管理小組存查。 

2. 人員管理 

(1) 非相關人員未通過教育訓練及動物實驗房負責人同意者，不得進出動物實驗室。 

(2) 進入實驗時應換穿室內鞋，室內鞋禁止穿至實驗室外。 

(3) 所有人員不得於實驗區域內飲食。 

(4) 人員進入實驗室需配戴個人防護具，包括實驗衣、乳膠手套及口罩，其中乳膠手套與

口罩應使用拋棄式，勿重複使用。 

(5) 勿穿戴手套至實驗室外公共區域，離開動物實驗房前應先行洗手。 

3. 化學物質及管制藥品管理 

(1) 實驗中使用之化學物質包括列管毒性化學物質，應依照學校「化學物質管理辦法」及

「生物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等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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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中使用之管制藥品，請依照衛生署相關規定管理。 

4. 環境管理 

(1) 地面、牆壁及籠架至少每月應進行一次消毒。 

(2) 實驗衣、室內鞋至少每週應進行一次消毒清洗。 

(3) 環境應隨時保持整潔，實驗室內各物品應整齊放置，降低動物逃跑時可能藏匿之死角。 

(4) 人員與實驗動物及物料，請遵守規定由各自之出入口進出。 

5. 廢棄物處理 

(1) 死亡之動物應先行裝於標有「生物性危害」袋中送至-20℃以下冷凍，再向學校廢棄物

管理部門申請清運。 

(2) 具感染性之實驗廢棄物、籠具及墊料，應經過高溫高壓滅菌處理後，再向學校廢棄物

管理部門申請清運。 

(3) 處理動物屍體及廢棄籠子時，處理人員應配戴呼吸防護具（例如防塵口罩），進行搬運

時應特別注意，避免籠子內之粉塵或動物毛皮飛屑揚起。 

6. 其他注意事項 

除上述相關規定外，以下注意事項應盡可能符合： 

(1) 所有動物性試驗設計時應諮詢各方意見，並符合照顧及維護實驗動物之相關實驗準則

及法規。 

(2) 任何動物實驗需有明確適用之物種。 

(3) 該動物實驗之審查人及負責人，需確定該實驗所用之動物及廢棄材料已有建立特定預

防措施及程序。從事特殊實驗人員應有免疫抗體或接種適當之疫苗。 

(4) 發生意外事故，包括被動物咬傷、抓傷或被籠子及被其他設備割傷，應立即通報獸醫

師，並由急救人員遵照標準處理程序與方法進行處置。 

(5) 為預防實驗過程中因操作不當造成咬傷、抓傷等意外，標準操作程序應標示於儀器設

備旁。 

(6) 動物實驗站內需備有緊急應變處理程序，並張貼於明顯處，若需於非上班時段進行實

驗操作，請依照學校「非上班時段安全衛生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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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型實驗齧齒目或其他小型動物從籠子中脫逃至緩衝區外時，應於捕抓後由獸醫師評

估後續處置措施，動物的屍體冷凍後，送交學校廢棄物管理部門處理。動物行經之區

域應全面清潔，於動物可能脫逃範圍，該區域應標示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與方法。 

(8) 若遇到動物有不明的生病或死亡，必須立即詳實的記錄，並告知獸醫師及動物實驗房

負責人，由獸醫師協助查明原因並採取必要之防制措施。 

 

6.8 高壓氣體鋼瓶安全管理（參考文獻：高壓氣體鋼瓶安全管理，黃君逸著） 

6.8.1 高壓氣體鋼瓶安全管理適用法規 

1. 勞工委員會法規： 

(1)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2) 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 

2. 環保署法規： 

(1)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 

(2)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3)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則 

3. 交通部法規： 

(1)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2)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練要點 

(3) 常壓液態罐槽車罐槽體檢驗及管理要點 

4.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規章： 

(1) 中國國家標準「無縫鋼製高壓氣体容器」（CNS12242B5107） 

(2) 中國國家標準「溶解乙炔氣熔接鋼瓶」（CNS2724B5053 ） 

 

6.8.2 高壓氣体鋼瓶打刻規定 

1. 中國國家標準(CNS)對於高壓氣体鋼瓶打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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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中國國家標準(CNS)對於高壓氣体鋼瓶打刻規定 

1.鋼瓶製造業者之名稱或符號 2.鋼瓶之製造批號 

3.內容積，記號 V，單位：liter  4.鋼瓶質量，記號 W，單位：kg     

5.填充氣體種類                  6.耐壓試驗(水壓測試)年 月 

7.耐壓試驗壓力，記號 TP，單位 kg/c㎡ 

8.最高灌裝壓力，記號 FP，單位 kg/c㎡ 

9.再試驗標記：  8-84：第一次三年水壓測試日期，  再試驗單位之識別標記：  

  LH ：聯華，    △ ：三福 

10.鋼瓶水壓檢驗合格識別環 

 

2. 美國交通部（DOT）對於高壓氣体鋼瓶打刻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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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美國交通部（DOT）對於高壓氣体鋼瓶打刻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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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T：美國政府主管機關(運輸部) 

 DOT：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3AA：鋼瓶構造之材質及類型， 

 2265：灌裝壓力，單位psi 

2.鋼瓶之批號 

3.鋼瓶製造商或所有人名稱或標記 

4.製造的資料：   4 -70：製造日期及初始耐壓試驗日期，X X：試驗單位標記 

  ┼：鋼瓶核可灌裝110%。 

5.製造商識別標記 

6.再試驗標記：   4 -75：第一次5年水壓測試日期，   ABC：再試驗單位之識別標

記  ┼ ：再次核可灌裝110%，★：鋼瓶核可間隔10年再試驗 

7.鋼瓶所有人之識別項環 

 

6.8.3 高壓氣体鋼瓶檢查及試驗 

高壓氣体鋼瓶於製造完成，在未灌裝氣体前必須完成下列檢查及試驗： 

1. 材料、外觀及尺寸檢查 

2. 耐壓試驗：將鋼瓶置於滿水之水槽內，再對鋼瓶內加予相當於充填壓力之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之水壓，讀取鋼瓶因膨脹而排水時水槽之水位，計測內容積之增加量。 

3. 氣密試驗 

4. 壓扁試驗 

5. 彎曲試驗 

6. 抗拉試驗 

7. 衝擊試驗 

氣体鋼瓶於使用三年後，依規定必須實施氣体鋼瓶再檢查，規定如下： 

1. 容器檢查標準7.2.1之(6)節：容器再檢查之期限：內容積未滿五百公升之無縫容器為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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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器再檢查基準： 

(1)外觀檢查(2)加壓試驗(3)質量檢查 

 

6.8.4 高壓氣体鋼瓶安全檢驗合格識別環 

內容積未滿500公升之無縫鋼瓶經過檢查及試驗合格，除了於氣瓶頸部打刻印外，並於瓶

閥與氣瓶胴体之間套有一塑膠環以資識別，該塑膠環稱為安全檢驗合格識別環。 

安全檢驗合格識別環依檢查年度分別以六種顏色：紅、藍、白、綠、黃、紫循環使用，

以方便區別氣瓶是否仍於安全有效期間內。 

安全檢驗合格識別環90年為紫色、 91年為紅色、 92年為藍色、 93年為白色、 94年為

綠色、 95年為黃色。 

 

紅 藍 黃白紫 綠

91 90 92 93 94 95  

圖 6.13  高壓氣体鋼瓶安全檢驗合格識別環 

 

6.8.5 各類氣體鋼瓶顏色標準 

依照中國國家標準(CNS 12242/CNS 2724)及容器檢查標準4.1.1規範，就高壓氣體之種類

及性質，應分別依附表之顏色塗敷於該容器外表易見處所，其大小應佔該容器表面積二分之

一以上或寬度30公分以上之色帶表示，各類氣體鋼瓶顏色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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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各類氣體鋼瓶顏色標準 

灌裝氣體種類 打刻 鋼瓶塗色 氣體名稱/字體顏色 

氫 H2 硃紅 氫氣/白色 

甲烷 CH4 硃紅 沼氣/白色 

一氧化碳 CO 硃紅 一氧化碳/白色 

氧 O2 黑 氧氣/白色 

氮 N2 銀灰 氮氣/白色 

空氣 Air 黑 空氣/白色 

氬 Ar 銀灰 氬氣/白色 

氦 He 銀灰 氦氣/白色 

乙烯 C2H4 硃紅 液化乙烯/白色 

二氧化碳 CO2 單綠 二氧化碳/白色 

六氟化硫 SF6 銀灰 液化六氟化氫/白色 

一氧化二氮 N2O 孔雀藍 笑氣/白色 

乙烷 C2H6 硃紅 液化乙烷/白色 

氯化氫 HCl  液化氯化氫/白色 

氨 NH3 白色 液化氨/紅色 

氯 Cl2 檸檬黃 液化氯/白色 

一氯三氟甲烷 CClF3 銀灰 液化三氟氯碳／白色 

一溴三氟甲烷 CBrF3 銀灰 液化三氟溴碳／白色 

乙炔 C2H2 褐色 液化乙炔/白色 

可燃性氣體  硃紅     /白色 

其它氣體  銀灰     /白色 

 

6.8.6 高壓氣體鋼瓶儲存管理注意事項 

1. 儲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告標示，並嚴禁煙火。 

2. 儲存場所周圍二公尺內不得放置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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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裝容器和空容器應分區放置。 

4. 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助燃性氣體鋼瓶，應分開貯存。 

5. 鋼瓶應有固定防止傾倒之措施。 

6. 儲存場所應保持在攝氏四十度以下。 

7. 儲存場所通道及出口應隨時保持暢通。 

8. 儲存使用面積應佔場所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為原則。 

9. 儲存場所附近，不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 

10. 比空氣重之氣體，應注意低窪處之通風。 

11. 可燃性氣體之儲存場所，電氣設備應採用防爆型，不得使用非防爆型手電筒。 
12. 儲存場所應設置適當滅火器材。 

 

6.8.7 高壓氣體鋼瓶使用管理注意事項 

1. 鋼瓶使用地點勿鄰近熱源、化學物品、電氣設備，且應保持良好通風及防止日曬雨淋，使

用場所氣溫不得超過40℃。 

2. 空瓶及實瓶應分區存放，助燃性、可燃性、毒性氣體等不相容氣體鋼瓶亦應分類存放，同

時保持適當距離。 

3. 毒性氣體鋼瓶儲存及使用場所應裝設洩漏偵測及警報設備，備妥吸收劑、修復工具、個人

防護具等洩漏應變工具。 

4. 可燃性氣體鋼瓶作業場所應設置「嚴禁煙火」標示，及設置適當消防設備。 

5. 近距離搬運鋼瓶時應使用專用手推車，不得於地上拖拉或將鋼瓶倒臥地上滾動。 

6. 存放之高壓氣體鋼瓶應直立併列，採取適當之固定措施。 

7. 可燃性及助燃性之高壓氣體作業場所之照明設備及其他電氣設備應為防爆型設備，各種電

氣設備均應切實接地。 

8. 高壓氣體鋼瓶於使用中應遠離電源、熱源、火源及可燃性物質。作業結束後，應立即關閉

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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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壓氧氣鋼瓶附近不可存放油脂，以防發生爆炸事故。 

10. 有毒性氣體洩漏之虞的作業場所，除認可人員外，嚴禁一般人員進入。 

11. 工作場所僅存放適量之高壓氣體鋼瓶，非使用中之高壓氣體鋼瓶應儲存於危險物品倉庫

內。 

12. 使用中鋼瓶應經常檢查各接合部位氣密程度，若有漏氣現象應採取適當處理措施。 

13. 利用高壓氣體鋼瓶從事焊接、切割、加熱等作業時，應遵守相關作業規定，以防止危害。 

 

      

圖 6.14  高壓氣體鋼瓶固定措施：1.牆面固定措施，於鋼瓶瓶身 1/3 及 2/3 高度，以鐵鍊固定。

2.以 4-5 公分寬、3-4mm 厚鐵片及鉤扣固定。3.以金屬底座固定，底座安裝地板上。 

 

6.9 輻射安全管理（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游離輻射防護安全管理辦法）  

6.9.1 輻射安全管理適用法規 

輻射安全管理業務主管機關為原子能委員會，有下列法規可以參考： 

1. 原子能法 

2. 原子能法施行細則 

3. 游離輻射防護法 

4. 游離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 

5 .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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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輻射安全管理範圍 

輻射包括游離輻射及非游離輻射兩類，游離輻射泛指能量超過一萬電子伏特之放射線，

當照射到生物体可使細胞產生游離作用，一般常見游離輻射射源包含: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

放射性核種。非游離輻射因能量不足以使細胞產生游離作用，常見非游離輻射包括：紅外線 、

紫外線、微波、雷射、可見光等，本篇討論範圍僅限於游離輻射。 

游離輻射射源包含: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如X光機)、密封射源、非密封射源三種 。一般

重點規定事項如下：  

1. 依原子能法規之規定，各類射源之輸入、使用、廢棄、轉讓，應經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可後始得為之。  

2. 射源運作期間應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作業人員應配戴人員劑量配章(低於3/10年劑量限度

者得以環境監測替代之)。  

3. 從事游離輻射作業之人員應先經職前體格檢查 ;使用超過法定豁免量之射源應取得合格操

作執照;低於豁免量之操作人員應於職前接受游離輻射防護訓練。 

4. 各操作人員每年應接受特殊健康檢查及游離輻射防護在職訓練。  

 

6.9.3 輻射安全作業守則 

(1) 游離輻射設備或放射性物質之公稱電壓或活度超過法令規定者，非經原子能委員會核發使

用執照不得使用，操作人員應取得合格操作資格。 

(2) 游離輻射工作人員每年必須接受輻射安全防護在職訓練。 

(3) 游離輻射設備之報廢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備後，銷毀發生源並拍照存證。 

(4) 放射性物質之報廢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備後，屏蔽令其自行衰變至安全標準或委請合格的代

處理單位處理。 

(5) 游離輻射設備、放射性物質之操作、貯存場所應予標示，並採取防止射源遺失之安全措施。 

(6) 從事游離輻射作業應登記使用射源、作業條件及作業時間。 

(7) 劑量配章與控制片不得置於設備、物質上，或使用於放射性醫療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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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身體有傷口時不得從事非密封射源作業。 

(9) 非密封射源使用後應實施除污偵檢，以確認實驗作業場所不受污染。 

(10) 放射性廢料應置於有標示且加蓋之放射性廢料桶，俟其衰變至接近背景值再視同一般事

業廢棄物處理。 

(11) 游離輻射的任何防護設施應維持其正常功能。 

 

6.9.4.輻射安全防護業務管理權責： 

1. 安全衛生管理部門： 

(1) 綜理學校輻射防護業務。 

(2) 釐訂「游離輻射防護計畫」、督導執行及檢討本計畫。 

(3) 規劃、辦理輻射防護訓練。 

(4) 督導輻射工作人員健康管理。 

(5) 規劃、辦理輻射防護業務稽查。 

(6) 依法向主管機關陳報規定事項。 

(7) 協助輻射意外事故調查、處理。 

(8) 提供輻射防護管理諮詢及建議。 

2. 輻射防護人員 

(1) 推行本計畫所訂事項。 

(2) 輻射作業安全防護改進事項之建議。 

(3) 巡視、稽查輻射運作場所；發現工作人員違反本計畫規定或潛在輻射危害之行為時，

應予勸導、糾正、或制止。 

(4) 輻射防護人員執行登記類「輻射工作人員」判定，判定結果經相關操作人員簽名，送

請單位主管簽核後，保存記錄備查。 

(5) 審查輻射源之輸入(出)、停用、廢棄、轉讓申請案。 

(6) 保管各單位輻射源之許可證及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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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輻射事故之通報，並協助處理、調查、分析，及保存記錄備查。 

(8) 協助執行健康檢查與管理。 

(9) 輻射劑量計讀記錄保存。 

(10) 定期彙整健康檢查及劑量佩章計讀報告呈報單位主管。 

(11) 定期核對輻射源運作現況，傳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門彙整，發現輻射源運作情形有異

動時，應立即通知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門。 

(12) 定期督導輻射源管理或使用部門實施輻射安全測試，並將檢測報告傳學校安全衛生管

理部門彙整、申報。 

(13) 提供離職之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在職期間之輻射劑量資料，由人事部門提供職業暴露

證明。 

3. 輻射作業部門主管之責任： 

(1) 現場輻射安全監督與管理。 

(2) 訂定安全作業程序，並視危害程度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3) 安排工作人員接受職前輻射防護訓練。 

(4) 輻射作業場所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下達停工、疏散命令，並採取適當之處置措施。 

(5) 輻射事故之處理、調查、分析及報告。 

(6) 執行本計畫所訂事項。 

(7) 執行其他輻射防護相關規定事項。 

4. 輻射工作人員之責任： 

(1) 遵行輻射安全防護相關規定。 

(2) 執行輻射洩漏偵檢並保留偵檢記錄。 

(3) 每年至少接受三小時以上之輻射防護訓練。 

(4) 輻射洩漏、污染、意外事故之通報、處理。 

(5) 每年接受游離輻射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5. 人事部門：於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時，提供輻射職業暴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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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務部門：規劃辦理健康檢查，並保管檢查紀錄，定期健康檢查結果屬第三級管理者，應

呈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安全衛生管理部門。 

 

6.9.5 証照管理 

1.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放射性物質非經原子能委員會核照，不得使用，其能量或活度超過

操作執照豁免量者，應由具合格執照的人員操作、使用之。 

2.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放射性物質之轉讓、廢棄及放射性廢料之處理，應報請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後始得為之。 

3. 輻防小組每年應至少實施一次學校各單位輻射防護措施檢查。 

 

6.9.6 人員防護 

1. 未滿十八歲者不得從事游離輻射作業。 

2. 輻射作業部門主管接獲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使其胚胎或

胎兒接受與一般人相同之輻射防護，必要時應調整其工作。 

3. 前項女性輻射工作人員，其剩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等價劑量不得超過二毫西弗，且攝

入體內放射性核種造成之約定有效劑量不得超過一毫西弗。 

4. 操作、維護達使用許可證申請條件之輻射工作人員，應取得輻射安全證書或合格操作人員

資格，操作符合使用登記證申請條件之輻射作業者，應至少接受法定十八小時的輻射防護

訓練，或符合主管機關認定之相關資格。 

5. 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輻射源作業見習人員，至少應接受學校合格輻射

防護人員規劃三小時之輻射防護訓練，若該等人員日後需操作許可類或登記類輻射源，應

依法取得相關資格。 

6. 除具輻射安全證書或輻射防護人員證書者，不得從事輻射源之拆卸或維護保養等作業。 

 

6.9.7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管理 

工作人員劑量管理： 



 74

1. 一年所接受之有效劑量可能超過6mSv時，應實施個別劑量監測，每月評估一次。 

2. 一年接受之有效劑量不可能超過6mSv時，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劑量抽樣監測替代之；

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保留紀錄備查。 

3. 操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工作人員應每年接受體內劑量評估(α、β射源應為生化分析，γ射

源應為全身計測)。 

4. 工作人員之輻射劑量評估報告經直屬主管審查後，知會當事者。 

輻射工作人員職業曝露之劑量限度，應依下列之規定： 

1. 每連續五年週期之有效劑量不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且任何單一年內之有效劑量不得超過五

十毫西弗。 

2.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3.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於一年內不得超過五百毫西弗。 

4. 輻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暴露或緊急暴露所接受之劑量超過五十毫西弗以上時，應即予以

特別健康檢查、劑量評估、放射性污染清除、必要治療及特別醫務監護。 

5. 當輻射工作人員所接受之劑量超過法定限值（每連續五年有效劑量超過100mSv，或一年超

過50mSv），應立即調查原因，並採適當的處置，使其停止暴露。 

 

6.9.8 輻射工作人員醫務監護 

初次從事游離輻射作業前，應經游離輻射特殊體格檢查合格，且作業期間每年應定期接

受游離輻射作業特殊健康檢查。醫務監護及傷患急救診療委由具有相關醫護能力的醫療機構

處理。 

因一次意外暴露或緊急暴露所接受之劑量超過五十毫西弗以上者，經特別健康檢查後，

作業場所主管應就其特別健康檢查結果、暴露歷史及健康狀況等徵詢醫師、輻射防護人員或

專家之建議後，安排適當之工作，並施以特別醫務監護。發現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結果異常者，

各單位安全衛生管理部門及輻射防護人員應追蹤原因，並採取適當的防護、管制措施；檢查

結果屬第三級管理者，應依法向主管機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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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輻射作業地區管制 

輻射作業地區可以區分為：一般輻射作業區、低輻射管制區、高強度輻射管制區等地區，

它與一般非游離輻射作業場所劃分標準如下： 

 

表 6.4  輻射作業地區管制標準 

區域名稱 輻射強度 適 用 區 域 管制措施 

非游離輻射作業區  背景值 建築物走道、辦公室及一般實

驗室。 
嚴禁進行游離輻射作業。

一般輻射作業區  <1.0µSv/hr 櫃型或外表包覆良好、無輻射

洩漏之虞之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及未達許可證申請條件

之密封放射性物質運作場所。

應有專人保管輻射源，該

等設備無輻射洩漏之

虞，其附近作業區視同非

游離輻射作業區。 

低輻射管制區 
 

 <3.0µSv/hr 
 

達許可證申請條件，且設備表

面劑量率大於背景值 3 倍以

上之密封放射性物質、非密封

放射性物質及大於 150KV
（含）無外殼包覆，需於鉛室

內使用之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使用場所。 

人員進出管制、實施輻射

劑量偵測、嚴禁飲食、抽

菸、不得任意將輻射源搬

移至其他地方。 
 

高強度輻射管制區 
 

 ＞3µSv/hr 
 

使用超過 30MV、30MeV 之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運作

超過 1000TBq 之密封放射性

物質等高強度輻射作業場所。

非相關作業人員未經許

可不得進入，此區應設置

圍籬或採適當之屏蔽措

施，若該場所不能或不須

設置圍籬者，得以其他適

當方式劃定；正常作業與

射源直接接觸時間不得

超過 3 小時、嚴禁飲食、

抽菸或放置危險品；實施

輻射劑量偵測。 

 

各管制區現場管理人應訂定適當的管制措施，非相關人員未經許可不得進入，作業場所

應揭示輻射標誌或標示。非相關人員未經許可，不得進入放射性物質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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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0 輻射源管制 

1. 輻射源之設置管制： 

(1) 輸入密封放射性物質、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含輻射源之設備、

可發生游離輻射激發元件（如：X光管球等、電子束槍等），應填具輸入許可申請書，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2) 輸入之放射性物質，除其活度或活度濃度在豁免量一百倍以下，或屬微量包件、或惰

性氣體者外，應檢查包裝包件之完整性，並偵測其表面劑量率及執行擦拭試驗後紀錄

備查。 

(3) 輻射源應依其活度或公稱電壓分別申請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許可證有效期限五年，

屆滿前六十日至三十日內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照。 

(4) 原符合許可證管制條件之輻射源，輸入後未能依游離輻射防護法規之規定完成安裝、

或未依法取得合格操作執照者，應申辦「持有許可證」，俟完成相關規定後再行辦理「許

可證」換照作業。持有許可證有效期限兩年。 

2. 含輻射源之設備或其屏蔽改裝前，應填具申請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始得進行改裝作

業，並於工程完竣後三十日內檢附輻射安全測試報告或擦拭報告，申請核發使用許可證或

使用登記證。 

3. 輻射源需停止使用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經主管機關審核後，發給「停用

許可」。A.原領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B.輻射防護計畫。C.存放場所之描述（放射性物質應

提送存放場所之平面圖及屏蔽規劃）。 

前項許可有效期限最長為二年 

4. 經核准停止使用之輻射源於恢復使用前，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             

得重新使用。 

5.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激發元件貯存場所應上鎖，並派專人管理、定期盤點存量，

以防射源遺失或失竊。 

6.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激發元件貯存場所應設置適量的火警警報感應裝置及            

消防設備，且採防震措施以防止發生傾倒或打翻、破碎。 

7.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應設安全連鎖裝置與適當之屏蔽，以避免或減少人員曝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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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射性物質容器表面應有明顯耐久之輻射警告標誌，並附註有關核種、名稱、活度、製造

日期、序號及必要之說明。 

 

6.9.11 輻射安全防護業務查核及申報事項： 

1. 輻射防護人員每半年應查核輻射源帳料、使用現況及操作人員異動情形，查核結果由安全

衛生管理部門彙整申報。  

2. 輻射防護人員每月十日以前應查核密封放射性物質帳料及使用情形，若運作情形有異動，

應通報安全衛生管理部門，於每月十五日前就運作情形進行網路申報。 

3. 領有使用許可證之輻射源每年應實施輻射安全測試，由安全衛生管理部門於每年十二月底

前，將年度輻射安全測試證明呈報主管機關。 

4. 取得使用登記證者，自核發登記證之日起，每屆滿五年前後一個月內，應檢送下列文件送

主管機關備查： 

(1) 機關（構）設立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原領使用登記證正本。 

(3) 最近三十日內之輻射安全測試報告。 

5. 輻射防護組織或輻射防護人員異動時，應重新填具「輻射防護業務單位（人員）設置申報

表」，送主管機關備查。 

6. 持有許可、停用許可、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證照所載內容異動時，應於三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變更登記。 

7.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X光管或加速管更換後，應於十五日內實施輻射安全測試，其為使

用許可證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報測試報告，其為使用登記證者，測試報告自行留存備查。 

8. 放射性物質更換後十五日內，應檢附下列文件提報主管機關： 

(1) 擦拭報告。 

(2) 新裝放射性物質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3) 原領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影本。 

(4) 輸入或轉讓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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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送說明相關文件。 

(6) 更換後放射性物質之處理方式。 

 

6.9.12 輻射源之停用及廢棄管理 

1. 所有放射性廢料(含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之激發元件)，必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報廢或處置。 

2. 待報廢之放射性物質應依其衰變型式，選擇適當材質、屏蔽良好的容器裝盛，並標註廢料

名稱、數量、活度、張貼輻射標誌，管理人員應定期確認其安全狀況。 

3. 放射性廢棄物的暫存場所，應管制非相關人員進入，並採取防止失竊之措施。 

4. 使用之輻射源有下列安全條件與原證照核准內容不符情形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止使

用，並依核准方式封存或保管： 

(1) 原合格操作人員離職或調職，而未於三十日內補足者。 

(2) 原申報之輻射作業場所輻射防護人員離職，而未於三個月內補足者。 

(3) 放射性物質之機具、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損壞，而未於六個月內修復者。 

(4) 放射性物質活度衰減至無法達成原申請目的之用途，而未於六個月內更換者。 

(5) 因外力不可抗拒因素，致輻射作業場所屏蔽或防止輻射洩漏設施損壞，而未於六個月

內修復者。 

(6)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申請停用之輻射源恢復使用前應檢附相關資料，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5. 輻射源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永久停止使用，應列冊陳報主管機關，並退回原製造或銷

售者、轉讓、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其處理期間非經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不得超過三個

月。 

(1) 因安全條件現況與原核准內容不符，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停止使用，持續達一年

以上者。 

(2) 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期間，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且無法改善或

已不堪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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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證者。 

6. 永久停止使用之密封放射性物質，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

件，經主管機關審核後，於三個月內將廢棄物運送至接收單位，並於完成接收後三十日內，

將輻射作業場所偵測證明及接收文件，送主管機關備查： 

(1) 密封放射性物質廢棄計畫表。 

(2) 放射性物質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3) 原領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 

(4) 運送說明相關文件。 

 

6.9.13 意外事故處理程序 

輻射源儲存、使用場所發生火警時，輻射工作人員及主管應儘可能將放射性物質移至安

全處所，除設法儘速完成滅火外，應通報學校安全衛生管理部門及輻防人員協助處理，若該

事故有危及射源安全之虞者，應立即通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通報電話：白天(02)22322179~87； 24小時核安值勤中心：（02）82317250 

 

6.10 有害廢棄物管理（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事業廢棄物管理辦法） 

因研究、生活及其他作業活動產出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品及廠商應負責回收之廢棄物等均屬有害廢棄物管理範圍。 

 

6.10.1 有害廢棄物管理適用法規 

1. 環保署法規： 

(1) 廢棄物清理法 

(2) 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 

(3)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4)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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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 

(6)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7)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則 

2. 勞工委員會法規： 

(1)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 

(2)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6.10.2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有害事業廢棄物以依序判定為：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

物、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1. 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如下： 

(1) 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一所列製程產生之廢棄物。 

(2) 混合五金廢料：依貯存、清除、處理及輸出入等清理階段危害特性判定，其認定方式

詳如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二。 

(3) 生物醫療廢棄物：指醫療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

等級第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

工廠，於醫療、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材料製造過程中產生廢棄

物，詳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 

2. 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如下： 

(1)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A.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公告之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固體或液 體

廢棄物。 

B. 直接接觸前目毒性化學物質之廢棄盛裝容器。 

(2)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3) 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物 

(4) 多氯聯苯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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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具有下列性質之一者： 

A. 廢液氫離子濃度指數（pH 值）大於等於 12.5 或小於等於 2.0 

B. 固體廢棄物於溶液狀態下氫離子濃度指數（pH 值）大於等於 12.5 或小於等於 2.0 

(6) 易燃性事業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具有下列性質之一者： 

A. 廢液閃火點小於攝氏溫度六十度者。但不包括乙醇體積濃度小於 24%之酒類廢棄物。 

B. 固體廢棄物於攝氏溫度二十五度加減二度、一大氣壓下（簡稱常溫常壓）可因摩擦、

吸水或自發性化學反應而起火燃燒引起危害者。 

C. 可直接釋出氧、激發物質燃燒之廢強氧化劑。 

(7)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具有下列性質之一者： 

A. 常溫常壓下易產生爆炸者。 

B.與水混合會產生劇烈反應或爆炸之物質或其混合物。 

C. 含氰化物且其氫離子濃度指數（pH 值）於 2.0 至 12.5 間，會產生 250mgHCN／kg

以上之有毒氣體者。 

D. 含硫化物且其氫離子濃度指數（pH 值）於 2.0 至 12.5 間，會產生 500mgH2S／kg 以

上之有毒氣體者。 

(8) 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 

 

6.10.3 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毒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黑白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黑白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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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燃性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一.固體:背景為白色，另加上幾條紅帶，黑色火 

    燄  二.液體:背景為紅色，黑色火燄) 

一.固體 二.液體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一).常溫常壓下易產生爆炸者，背景為橙色，炸彈爆炸圖案為黑色 
         (二).含氰鹽者及硫化物氫離子濃度指數(pH值於2.0至12.5間會產生有   
            毒氣體者，黑白) 

(一)常溫常壓下易產生爆炸者 
(二).含氰鹽者及硫化物氫離子濃度指

數  (pH值於2.0至12.5間會產生有

毒氣體者)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上部紅底黃字、下部  
 黃底，紅色圖案及邊框 

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背景白色，上半

 部七條黑色垂直線條 

多氯聯苯有害事業廢

棄物 
邊長10公分以上 
顏色：背景白色，上半部

七條黑色垂直線條 

 

圖 6.15  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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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 有害事業廢棄物儲存原則 

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貯存。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除生物醫

療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外，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方式或危害特性分類貯存。 

2. 應以固定包裝材料或容器密封盛裝，置於貯存設施內，分類編號，並標示產生廢棄物之事

業名稱、貯存日期、數量、成分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 

3. 貯存容器或設施應與有害事業廢棄物具有相容性，必要時應使用內襯材料或其他保護措

施，以減低腐蝕、剝蝕等影響。 

4. 貯存容器或包裝材料應保持良好情況，其有嚴重生鏽、損壞或洩漏之虞，應即更換。貯存

以一年為限，其須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二個月前向貯存設施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延長，並以一次為限，且不得超過一年。 

5. 有害事業廢棄物因事業無法自行處理、國內無處理機構可供委託處理或其他特殊情形，致

無法於期限內處理者，事業得檢具貯存計畫書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初審同意後，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複審同意後，得延長其貯存期限。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貯存設施，除基因毒性廢棄物依前條規定外，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應於設施入口或設施外明顯處標示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並備有緊急  應變設

施或措施，其設施應堅固，並與治療區、廚房及餐廳隔離。但診所得於治療區設密封貯存

設施。 

2. 貯存事業廢棄物之不同顏色容器，須分開置放。 

3. 應有良好之排水及沖洗設備。 

4. 具防止人員或動物擅自闖入之安全設備或措施。 

5. 具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備或措施。 

6. 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流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7. 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

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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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實驗廢棄物收集及暫存 

實驗產生之廢棄物，除洗滌用之低濃度廢水外，不得傾倒於水糟，均應妥為收集，依管

理程序申報清運；過期與報廢藥品視同實驗廢棄物。 

1. 實驗廢棄物貯存容器 

(1) 多量之液態廢棄物(大於 50L)一律使用 200L 密閉式容器。或廢棄物產生前之原料桶，

經管理部門認可，可做為該廢棄物之貯存桶。 

(2) 小量實驗廢棄物(小於 50L)使用高密度聚乙烯桶(HDPE 桶)，以利集中收集貯存，但與

HDPE 桶不相容之廢棄物可使用玻璃或鐵弗龍(Teflon)桶。 

(3) 過期化學品可使用原容器暫存。 

(4) 化學品空瓶產出人員需清洗後，交廢棄物管理部門通知供應商回收(化學品供應商空瓶

回收後，需委託合格清除處理機構辦理回收)。 

(5) 鉛酸蓄電池、日光燈管。廢電池先集中暫存，再交由回收機關回收。 

(6) 感染性廢棄物經滅菌後，應以紅色 PP 或 PVC 塑膠容器盛裝，沾污感染性廢棄物之

器皿以黃色容器盛裝，均須加蓋密封。 

2. 實驗廢棄物標示 

(1) 實驗廢棄物容器上須貼上「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示」及「廢棄物標示標籤」，

標籤由廢棄物管理部門提供。 

(2) 多種相容之實驗廢棄物混合傾倒時，須附有「廢棄物傾倒記錄表」，隨時登錄傾倒貯存

桶中廢棄物之名稱、估計數量(廢液量僅供參考)。不相容之實驗廢棄物嚴禁混合。 

3. 實驗廢棄物請依下列不同性質分類貯存： 

(1) 法定列管毒性化學物質 

(2) 易燃性(固體及液體) 

(3) 含氯易燃 

(4) 感染性 

(5) 酸類 

(6) 鹼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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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性實驗廢棄物 

4. 實驗室暫存區之安全措施 

(1) 設置、搬運方便 

(2) 不阻礙通道，不易傾倒 

(3) 遠離熱源 

(4) 張貼符合標示系統規定之標示貼紙 

(5) 液態實驗廢棄物貯存容器需置於不銹鋼、塑膠等材質盛盤內，以防止破裂後滲流佈，

盛盤容積應大於貯存量 1.1 倍以上。 

(6) 所有貯存桶應隨時保持加蓋狀態。 

(7) 感染性廢棄物應先實施滅菌程序，再儲存於 5℃以下環境中，儲存期限不得超過 7 日。 

 

6.10.7 實驗廢棄物申報：由廢棄物產生部門負責 

1. 各部門自行填寫「實驗廢棄物申報表」後傳送申請表。廢棄物管理部門在收到申請表後安

排至實驗室清運收集。 

2. 廢棄物其濃度如為列管毒性物質(依環保署公告為準)，廢棄物管理部門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廢棄，經主管機關同意後轉為有害廢棄物處置，如未有合格清除處理商，貯存期間需按規

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貯存期限最多不得超過2年。 

 

6.10.8 實驗廢棄物清運收集：由廢棄物管理部門負責 

1. 核對申報表內容如數量、暫存地點及附件資料之完整性，不完整立即要求補正。 

2. 安排至實驗室清運時程，實驗廢棄物清運採定期及機動性方式收集： 

(1) 機動性收集：在接到實驗室廢棄物申報表或實驗室人員特別要求通知後，預約安排時

程收集。 

(2) 定期收集：固定時段主動巡視各實驗室，實驗室先將實驗廢棄物標籤貼妥，於該時段

集中放置明顯處，以便收集清運。 

3. 實驗廢棄物清運工作人員，必須具備下列相關訓練合格人員擔任： 



 86

(1)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練。 

(2) 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作業管理人員訓練。 

(3) 危害通識規則訓練。 

(6) 廢棄物清除技術人員訓練。 

 

6.10.9 實驗廢棄物清運收集及安全防護措施 

1. 清運人員應檢視實驗廢棄物申報表之廢棄物種類，準備個人應配戴之防護器材，如耐酸鹼

及有機溶劑手套、安全鞋、安全眼鏡、安全口罩等。 

2. 核對是否為環保署公告列管毒性物質，如屬列管毒性物質產出部門應向廢棄物管理部門申

報，由廢棄物管理部門統一向主管機關申報廢棄，經主管機關同意後轉為有害廢棄物處

置，列管毒性物質其含量未達法規列管條件時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辦理。 

濃度超過法定管制濃度標準之列管毒性物質廢棄物，清運人員應查核是否有主管機關

核備文件。 

3. 清運人員應檢視感染性廢棄物容器材質、標示、滅菌程序是否符合規定。 

4. 廢棄物未完成下列事項，廢棄物管理部門得不同意清理： 

(1) 未依規定標示名稱。 

(2) 未辦理申報清運。 

(3) 未張貼危害標示。 

(4) 盛裝容器不合格。 

(5) 混合廢棄物未檢附傾倒記錄表。 

(6) 不明廢棄物未檢附檢測分析報告。 

(7) 列管廢棄毒性化學物質未申報核備。 

(8) 化學品空瓶未清洗。 

(9) 報廢氣體鋼瓶未拆除瓶閥。 

(10) 感染性廢棄物未經滅菌，未以密閉塑膠容器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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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集車之安全防護： 

(1) 收集車載貨箱內應加裝防腐蝕洩漏盛盤，以防洩漏時容易收集。 

(2) 實驗廢棄物收集汽車上應備有吸收棉、急救箱、滅火器等急救應變器材。 

(3) 收集清運中遇有意外發生，應立即暫停清運工作，並通報主管及應變人員協助處理。 

 

6.10.10 實驗廢棄物分類、分區貯存安全措施 

1. 實驗廢棄物依類別：化學藥品空瓶、列管毒性物質、易燃性、含氯易燃、感染性、酸類、

鹼類、一般性等類別分區存放於貯存場內。 

2. 廢棄物貯存場之安全措施 

(1) 貯存場應經常保持上鎖。 

(2) 貯存場應有順暢之通道。 

(3) 貯存場之化學品架必須固定於地板或牆面。                

(4) 所有實驗廢棄物應避免陽光直射，並通風良好。 

(5) 貯存場應準備吸收劑，以處理破損或洩漏實驗廢棄物。 

(6) 暫貯存場及長期貯存場地板需有防洩漏儲槽與洩漏液抽取設備。  

(7) 貯存場應備有急救箱、滅火器、電話、緊急沖身洗眼設備、自動偵測器等必要附屬設

備。 

(8) 所有酸類之貯存區應與鹼類分隔，並防止二者有任何因容器破損混合之可能性。 

 

6.10.11 實驗廢棄物委託清除處理 

1. 實驗廢棄物委託合格廠商處理，其資格須領有政府核發之乙級以上清除處理證照及乙級以

上處理工廠設置許可及操作許可項目。 

2. 化學藥品空容器由原供應商免費回收；鉛酸蓄電池、廢電池、日光燈管由回收商或有辦理

回收之主管機關辦理資源回收。 

3. 清除處理機構無法處理之實驗廢棄物應予適當貯存，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貯存期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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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不得超過2年。 

4. 實驗廢棄物清運出，需配合環保機關辦理網路申報作業。 

 

6.11 通風排氣設施管理 

6.10.1 通風排氣設施管理適用法規 

1. 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九十二條： 

雇主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 工作場所內發生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性質，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

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不超過勞工作業環境

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之規定。如勞工有發生中毒之虞時，應停止作業並採取緊

急措施。   

(2) 勞工暴露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時，其空氣中濃度超過八小時日時量平均

容許濃度、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或最高容許濃度者，應改善其作業方法、縮短工

作時間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3) 有害物工作場所，應依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粉塵、特定化學物質等有害物危害

預防法規之規定，設置通風設備，並使其有效運轉。   

2. 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三百十二條  雇主對於勞工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

流通，必要時，應依下列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   

(1) 應足以調節新鮮空氣、溫度及降低有害物濃度。   

(2) 其換氣標準如下： 

工作場所每一勞工所佔立方公尺數 5.7 以下 5.7~14.2 14.2~28.3 28.3 以上

每分鐘每一勞工所需之新鮮空氣之立

方公尺數 
0.6 以上 0.4 以上 0.3 以上 0.14 以上

         

3. 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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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設施、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 

4. 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 

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並維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

運作；其固定污染源之最大操作量，不得超過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最大處理容量。 

固定污染源及其空氣污染物收集設施、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

查、保養、紀錄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5. 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 

本法所定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包括設備及措施。前項設備種類如下： 

(1) 固定污染源：集塵設備、脫硫設備、脫硝設備、焚化設備、洗滌設備、吸收設備、吸

附設備、冷凝設備、生物處理設備或其他具有防制空氣污染物排放之裝置。 

(2) 交通工具：觸媒轉化器、蒸發排放控制設備、濾煙器或其他具有防制空氣污染物排放

之裝置。 

第一項之措施，指採用製程改善、低污染性原（物）料、燃料、操作維護管理、或其他

可抑制或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之處置方式。 

 

6.10.2 局部排氣裝置定義 

想要降低工作環境污染物濃度、改善工作場所空氣品質，除了積極減少污染物的產生，

更須以工業通風裝置作為補救措施，視情況採用「整體換氣裝置」、「局部排氣裝置」，或

兩者同時併行。  

局部排氣裝置（Local Ventilation System ）的工作原理是利用氣罩貼近污染源，將含有

污染物的髒空氣吸入，這些髒空氣沿著輸送管輸送到空氣清淨裝置進行過濾。過濾後的空氣

由排風機吸入口吸入，再輸送到屋頂的排氣道（Stack ）排放於室外大氣，整個局部排氣裝

置的工作示意圖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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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實驗室局部排氣裝置示意圖 

 

6.10.3 實驗室通風排氣設施規劃與使用 

想要有良好的實驗室通風排氣效果，就必須從整體規劃、細部設計、制定操作規範讓使

用者遵守，養成良好的操作習慣，包括下列： 

1. 優良的硬體設計 

(1) 空氣清淨裝置處理後的氣體通常直接排放屋頂，因此必須有足夠的新鮮空氣自室外流

入，才能維持排氣櫃的正常運轉。 

(2) 為減少人員吸入污染物的機會，排出氣體不應再度回到室內，因此規劃設置局部排氣

裝置的排氣管道時，必須考量建築物既有的新鮮空氣進氣口與廢氣排放口的位置。  

(3) 除了讓新鮮空氣流入的牆面開口或天花板開口(例如鋁製百葉氣窗、天花板進氣口)，其

餘門窗不要經常啟閉，使排氣機的負荷經常維持穩定，同時避免自然氣流影響排氣櫃

開口的空氣流場。 

(4) 由於室內門窗常維持關閉，因此除排氣櫃以外，室內不可安裝能產生有害污染物的設

備，否則仍會影響室內操作人員的健康。 

2. 良好的操作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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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氣櫃運轉時，由於門窗鮮少開啟，故不宜在室內抽菸或進行能產生有害污染物的作

業。 

(2) 人員面向排氣櫃開口站立時，無可避免會在身前排氣櫃開口附近形成對人員健康不利

的回流區；此一回流區的大小與排氣櫃開口拉開的幅度有關，因此若排氣櫃內物品正

連續不斷產生空氣污染物，操作人員應儘可能讓排氣櫃開口愈小愈好。 

(3) 排氣櫃拉門拉開的時間愈短愈好，使用完畢立刻將拉門拉下；平時不宜在排氣櫃開口

附近逗留。 

(4) 排氣櫃開口附近不宜堆置物品阻礙空氣流入，也不宜有明顯的干擾氣流(例如在室內吹

電風扇)，以免影響排氣櫃開口流場。 

(5) 人員若須行經排氣櫃開口附近時，動作宜緩慢且最好遠離排氣櫃開口，以免人行進造

成的氣流將排氣櫃內的空氣有害物逸出。 

 

6.10.4 實驗室常用通風排氣設施（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排氣櫃安全基準） 

實驗室常用通風排氣設施有排氣櫃、氣罩，排氣櫃的功能就是「限制排氣櫃內發生的空

氣有害物，使其無法進入室內」，以免影響室內人員的健康。 

1. 走入型排氣櫃體：走入型排氣櫃體是為大尺寸工作件而設計，這些大型式的氣櫃通常有兩

個或兩個以上的拉門，工作區內任一位置可藉拉門滑動而輕易地到達，當工作需要較大儀

器時，其中某個拉門可被暫時被移除，部分拉門能當做安全護罩使用。 

 

           

圖 6.17  走入型排氣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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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檯型排氣櫃體：氣櫃內多數的化學實驗是在檯面上方作業，大多數氣櫃是屬於這種型

式。通常以密閉空間建造，藉由垂直地下拉在櫃體前方的滑動拉門可使工作被密閉起來。

於拉門關閉時，櫃體可提供旁路系統以適當地增加入口面風速。 

                 

圖 6.18  工作檯型排氣櫃體 

 

3. 向下吹型排氣櫃體：向下吹型排氣櫃體讓氣流橫跨或穿越櫃體底部後被排出，這種櫃體型

式是適用於櫃內有比重較重的氣體產生時。 

風車

過濾裝置

 

圖 6.19  向下吹型排氣櫃體 

 

4. 循環型排氣櫃體：一般循環型排氣櫃體（有時稱為無管路排氣櫃體）是不被建議使用的，

除非經過特殊設計而有特殊使用目的，如生物化學實驗，又稱為生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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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車

過濾裝置

 

圖 6.20  循環型排氣櫃體 

 

5. 旁路型排氣櫃體：允許部份的房間空氣流進氣櫃內工作空間，而非通過工作時的拉門孔隙

（拉門開口），目的是為防止開口拉門在低位置時不會有過高的面速度產生，且不論拉門

在何位置皆有一定的抽氣量。 

然而在拉門開口很小時，缺乏旁路系統則風速將變得很高（例如超過1.5m/s），這樣在工

作時將產生反效果。 

旁路閘門

 

圖 6.21  旁路型排氣櫃體 

 

簡單地講，為了把東西取出或放入排氣櫃，或因種種不得已的實驗需要，拉門有時必須

向上拉，使排氣櫃開口變大；平時拉門則保持向下拉到底的位置(僅保留很小的排氣櫃開口)，

因此排氣櫃開口的大小並非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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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 排氣櫃性能檢測 

第一個影響排氣櫃性能的因素是「排氣櫃開口平均流入風速」。從以往的文獻及經驗發

現排氣櫃開口平均風速「並非愈大愈好」，早期大部分文獻建議排氣櫃開口平均風速應保持

在0.4～0.7m/sec的範圍之間，近期某些文獻則建議此風速為0.5m/sec最理想。若位於排氣櫃下

游的排氣機轉數維持不變，則當排氣櫃開口大小改變時，開口平均風速也會跟著改變，因此

「開口平均風速是否能維持在理想範圍」是排氣櫃性能的第一項重要指標。近年來生產的較

先進排氣櫃機種多已安裝能感測排氣櫃開口大小的回授裝置，並利用回授裝置產生的電子信

號校正排氣機的轉數，使排氣櫃開口面的平均風速經常維持在操作人員指定的風速。有關排

氣櫃開口平均風速的量測方式，可參考中國國家標準CNS 7779B7165。 

根據美國ACGIH、NIOSH、NFPA 45 及ASHRAE 110，都有檢測及評估排氣櫃性能，而

我國勞工安全衛生法規視排氣櫃為氣罩的一種，並沒有像國外法規或標準有特別規範，其控

制風速包圍型為0.4m/s，側吸式為0.5m/s。下表為國外法令的一些相關標準： 

 

表6.5  國外相關機構對排氣櫃排氣櫃開口面風建議值 

         機 構 名 稱 排氣櫃開口面風速建議值(fpm) 

ACGIH  60-100 

NIOSH  100-150 

ANSI 80-120 

NFPA 足夠防止氣櫃內有害氣體之外逸 

ASHRAE 100 

 

第二個影響排氣櫃性能的因素是「排氣櫃開口氣流樣態」，也就是要確認排氣櫃開口面

之風向是否都平穩地流向排氣櫃內部。若排氣櫃開口面某些位置有氣流遲滯或渦流現象，則

因室內與排氣櫃內的空氣有害物濃度不同，仍有機會以擴散等方式污染室內空氣。 

排氣櫃開口的哪些地方容易發生「氣流遲滯或渦流現象」？這個問題須視排氣櫃的設計

而定，但一般而言，開口面邊緣與四個角隅比較容易因設計錯誤或使用習慣較差而發生不利

的氣流現象。我們可以隨時使用發煙器、風速計等簡單工具驗證排氣櫃開口氣流是否正常，



 95

或委託專業機構進行排氣櫃性能檢測。 

排氣櫃檢測的方法，目前在國外相關的測試標準有很多種，具有較完整且被公認最具公

信力的ASHRAE 110 –1995 TEST METHOD是最常拿來當做一種測試標準 

，ASHRAE 110-1995主要測試項目有三：1.煙霧可視化試驗2.排氣櫃開口面速度量測3.

排氣櫃追蹤氣體試驗，細節不在本篇說明。 

若經煙霧測試沒有任何重大的逆流、滯流情形產生，則需進一步以風速計量測通過拉門

之開口風速，以獲得實際排氣量。當然欲知排氣櫃排氣量大小、尚可採用量測風管動壓之方

法。由於在氣罩開口之風速受到許多外在因素干擾，所以測得的平均風速僅可用來粗略估計

排風量，欲獲得較精確之排風量還是以測量風管流速會較為準確。 

 

 

圖6.22  排氣櫃表面風速量測點示意圖 

 

6.10.6 通風排氣設施自動檢查 

依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規定，局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於開始

使用、拆卸、改裝或修理時，實施重點檢查，並於每年定期實施自動檢查， 

重點檢查或自動檢查紀錄均應依規定保存三年以上。 

1. 排氣設施重點檢查 

其目的為檢查局部排氣裝置或吹吸型換氣裝置之性能，並建立基線資料，供日後實施

年度定期自動檢查比較評估使用。法規規定重點檢查項目如下： 

(1) 導管及排(送)氣機之塵埃聚積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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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管接觸部份狀況。 

(3) 吸氣及排氣能力。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2. 排氣設施年度定期自動檢查 

(1) 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狀況及程度。   

(2) 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狀況。   

(3) 排氣機之注油潤滑狀況。   

(4) 導管接觸部分之狀況。   

(5) 連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狀況。   

(6) 吸氣及排氣之能力。   

(7) 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牢固、鏽蝕、損壞、崩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8)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3. 空氣清淨裝置自動檢查：空氣清淨裝置應每年依下列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1) 構造部分之磨損、腐蝕及其他損壞之狀況及程度。   

(2) 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狀況。   

(3) 濾布式除塵裝置者，有濾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之狀況。   

(4)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措施。     

4. 排氣櫃日點檢項目： 

(1) 插座是否潮濕、破裂？ 

(2) 電線外觀是否龜裂、破損？ 

(3) 除取用中的化學物質外，操作檯是否存放其他化學物質或廢棄物？ 

(4) 人員於停止操作時是否將拉門拉下？ 

(5) 加熱作業是否移除不相關之易燃/可燃物？ 

(6) 供/排水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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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7 廢氣排放管道 

有關局部排氣裝置排氣管道的高度、安裝方式與排氣速率，美國華盛頓州勞工與工業處

（Department of Labors & Industries ）於「工業通風指引（Industrial Ventilation Guidelines ）」

中提出若干建議，說明如下：  

1. 排氣管道的出口高度應高於屋頂面至少3.05 公尺（10英呎）。 

2. 排氣管道的安裝位置應距離建築物新鮮空氣之進氣口至少1 5.24 公尺（50 英呎）以上的

距離。 

3. 排氣管道的排氣速率至少15.24 m/sec（3000 fpm ），以克服在屋頂可能出現的下墬氣流，

下墬氣流會將污染物帶回地表。 

4. 由於排氣管道的出口為垂直向上，建議裝設出口管套，以減少雨水侵入。 

5. 建議不要再將排氣道的出口設計為雨遮型式，因為此種型式的出口無法使排出氣體有效率

地擴散進入大氣。 

 

6.12 安全衛生防護具管理 

6.12.1 安全衛生防護具管理適用法規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 

雇主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 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2. 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不用時並妥予保存。   

3. 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數量，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勞工人數相同

或以上之數量，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4. 如對勞工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 

雇主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刺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性物質或劇毒物質時，

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並使

勞工確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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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安全衛生防護具是最後一道防線 

雖然以工程或技術方法消除工作場所中之潛在危險因素，仍為預防災害最經濟有效之原

則，此亦為現今工程設計相關人士所追求之目標。然而因限於科技發展均日趨於複雜，常發

生操作因素與安全防護問題間之矛盾而難以取捨，在此情況下作業，則難免被迫採取使用配

戴個人防護具以保護勞工之做法，此即為個人防護具乃勞工安全衛生防護最後一道防線之原

因。  

由上所述，個人防護具是為了供應在危害作業環境中工作者配戴，以直接保護作業人員

身體上之全部或某些部位，使其免於與有害因素接觸，消除或盡量降低其傷害程度，同時亦

可增進勞工心理上之安全感。通常在比較危險的作業環境中，作業者心理上難免會產生恐懼

感，如能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必然會提高其安全感，進而促進作業安全及工作效率。  

 

6.12.3 安全衛生防護具適用時機 

一般而言，作業場所出現以下條件時，應考慮採用呼吸防護具：  

1. 臨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根據我國粉塵危害預防標準的規定，臨時性

作業是指正常作業以外的作業，作業期間不超過三個月且不再重覆；作業時間短暫是指同

一作業每日不超過一小時；而作業期間短暫則是指同一作業期間不超過一個月，且確知該

作業終了日起六個月以內，不再實施該作業。在這些型態的作業中，若欲採用通風等工程

控制措施並不經濟。  

2. 進行作業場所清掃或通風裝置的維護、保養、修護工作。  

3. 坑道、儲槽、管道、船艙等內部，以及室外工作場所。這類工作場所通常無法採取通風等

工程控制措施。  

4. 緊急意外事故逃生或搶救人命。  

5. 採用工程控制措施，仍無法將空氣中污染物濃度降低至容許濃度之下。製程本身無法採用

工程控制措施。  

當上述情況與條件發生時，呼吸防護具及其他防護具往往成為保護作業人員不受有害物

危害的唯一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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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常用個人防護具之種類及使用方法依安全帽、呼吸防護用具、聽力防護具、安全防

護手套、安全帶及防護衣等順序分別說明：  

 

6.12.4 防護眼鏡 

1. 安全眼鏡之防護功能：  

(1) 防禦機械能的傷害(飛濺的顆粒，噴濺的化學物質)  

(2) 防禦輻射能的傷害(電磁波的紫外線、可見光、紅外光；有害輻射線對眼睛之傷害)。  

2. 安全眼鏡分類(CNS分類)：  

一般用安全眼鏡  

強化玻璃眼鏡、硬質塑膠眼鏡  

輻射防護眼鏡  

熔接用防護用具  

乘坐車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  

安全面罩  

一般用安全眼鏡  

密合式防護眼鏡  

輻射防護眼鏡  

強化玻璃透鏡硬質塑膠透鏡  

焊接用防護面具 

 

6.12.5 安全防護手套 

1. 安全手套的種類及型式：  

(1) 化學防護手套  

(2) 一般實驗室用乳膠手套  

(3) 耐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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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切割手套  

(5) 耐磨手套  

(6) 電工用手套  

2. 安全手套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1) 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勞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不得使用手套。  

(2) 使用前和使用後都應做手套之外觀檢查。  

(3) 無萬能的手套，使用時必須正確穿戴適合於作業內容的手套。  

(4) 須特別注意有些手套可耐濃硫酸，但卻不耐稀硫酸，其他類似情形亦同。  

(5) 可耐單種溶劑如酒精、甲苯之手套，但卻不一定能耐此混合之有機溶劑。  

(6) 因手套製造過程中有混入可塑劑等種種物質，其與主材質原性能將大不相同，需特別

注意。  

(7) 使用適合工作場所電壓值的電用橡膠手套。  

(8) 使用高電壓手套(B 種或 C 種)一定要在手套外側另套用皮革手套，以保護橡膠手套免

於作業中受刺穿破，以策安全。  

(9) 戴用電用橡膠手套前，應將手錶及手鍊等金屬物卸下。  

(10) 戴上手套後試握手指會不會痛，以及觀察指頭的縫製有沒有擰在一起。  

(11) 戴用防振手套從事工作，如機具握太緊時振動感較大，但放鬆時作業性又會變差，故

要握得恰到好處。  

(12) 在檢查時或使用中如發現有任何不良，應立即更換新品，不可再使用。  

3. 安全手套的保養維護  

(1) 保存的地方應避免高溫高溼的場所。  

(2) 有些材質的手套不適合與空氣接觸，應用塑膠袋等保存較好。  

(3) 熔接用防護皮手套不能洗，並且不要密封在塑膠袋內以免變質或發霉。  

(4) 避免重物壓放或摺疊存放。  

(5) 電用橡膠手套若有接觸油污、應立即以酒精清洗。若以水清洗時，要立即用乾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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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放陰涼處風乾。  

(6) 電用橡膠手套洗濯時不要使用含油性強的溶劑系列。  

(7) 電用橡膠手套應避免受到太陽直接照射(紫外線會使其提早損壞)，以室溫保存較不易變

形，並塗抹滑石粉一雙一雙保存於箱內。  

(8) 職業衛生用防護手套使用後用水洗(聚乙烯醇材質之手套除外)，並讓其陰乾。  

(9) 各種手套的保養維護，都必須依照廠商提供之使用說明書內的保養維護方法。  

 

6.12.6 防護衣 

美國環保署把危害分成四個等級，而化學防護衣也對應到四個等級：  

1. Ａ級的危害是既會對人員呼吸及皮膚造成立即危害的狀況，在Ａ級危害的狀況下，因為會

傷害到呼吸系統，所以必需使用空氣呼吸器；另外防護衣及防護手套也必需是氣密式，若

不氣密，高濃度的有毒氣體就有可能從縫隙中透過防護衣，而傷害到人體。   

2. Ｂ級危害指當氧氣濃度低於19.5%或有物質會對人體呼吸系統造成立即性傷害者。Ｂ級的

危害可以人員進入密閉空間為例，如涵洞、反應爐甚至下水道等，所須防護具以能供給空

氣者為主，防護衣具就不必要是氣密式的。在使用防護衣具必須考慮所使用的材質，若材

質結構和外洩出來的相近，如此，防護衣或手套會在短時間內破出，甚至被溶解而失去防

護的功能。  

3. C級防護衣  

 

  Ａ級防護衣                 Ｂ級防護衣                C 級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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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用防護衣                            實驗室用實驗衣 

圖 6.23  各類防護衣 

 

6.12.7 呼吸防護具 

1. 呼吸防護具的分類 

呼吸防護具以功能分類，大概可分為淨氣（air-purifying）、供氣（air-supplying）與組

合（combination）三大型式。其中，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是以濾材過濾呼吸空氣中的污染物；

供氣式呼吸防護具則是另以清潔空氣源供給佩戴者所需之呼吸空氣；而組合式呼吸防護具

則兼具兩種不同功能。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又可分為無動力（或肺力）與動力兩種。無動力呼吸防護具完全依

靠佩戴者自己的肺力提供吸引所需的空氣；而動力呼吸防護具則是以攜帶型送風機等裝備

提供呼吸氣流。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時必須根據有害物的型態選用不同的濾材。因此，根據所使用

濾材的不同，無論有無動力，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又可再分為：粒狀物質防護、氣態物質防

護以及兼具粒狀物與氣態物防護功能的兼用式防護具。這些防護具的主要差異在於所使用

的濾材不同。粒狀物防護濾材大多以棉織物編織摺疊而成，可藉機械加上靜電作用濾除粉

塵、薰煙等粒狀物；氣態物防護濾材則是由活性碳等物質製成，再配以特殊化學物質，對

特定氣體或蒸氣等氣態污染物具以化學反應達到淨化氣流目的。而兼用式呼吸防護具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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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濾材則是將具粒狀物與氣態物過濾吸收功能的濾材前後串接而成。對無動力淨氣式防

護具而言，粒狀物質防護防護具一般稱為防塵面罩，而氣態物質防護具則一般稱為防毒面

罩。  

供氣式呼吸防護具則有兩種基本型式：一為輸氣管面罩（airline respirator）；另一種為

自攜呼吸器（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SCBA）。前者是以空氣管自其他場所提供

清潔空氣予佩戴者呼吸使用；而後者則是由佩戴者攜帶空氣鋼瓶，下 

圖說明呼吸防護具的基本分類架構。 

 

圖 6.24  呼吸防護具的基本分類架構 

 

2. 選用防毒面罩注意事項 

(1) 選用國家檢驗合格之產品 

(2) 使用前應詳閱說明書及練習著裝方法 

(3) 使用前應檢修各部份元件 

(4) 選擇適當吸收罐，並確認其有效期 

(5) 無法確認吸收罐有效期時，宜更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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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不可使用於立即致命之有害氣體作業 

(7) 有害氣體濃度超過時，不可使用 

(8) 作業場所空氣中氧含量在 18%以下時，不可使用 

如何決定呼吸防護具是否適用？ 

Cm=TLV ×  PF，CE< Cm  可以適用，Cm < CE      不可使用 ， 

Cm：可防護污染物最大濃度(Maximum protection concentration) 

TLV-TWA：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Threshold limit value of time weighted average) 

PF：防護係數(Protection factor )，CE：作業場所污染物濃度 

「例」一氧化碳容許濃度為50ppm ，環境中濃度為300ppm，防毒口罩防護係數為10，

可否適用？    Cm=50 ×10=500ppm  CE= 300ppm，CE< Cm 可以適用 

 

6.13 緊急事故應變 

緊急應變的目的在於事故發生時，運用規劃設計完整一套方法有效控制人員傷害、設備

損毀、財物損失，降低事故引起的衝擊。它必須有完整的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完完備備的的緊急應變器

材與裝備，配合適當的教育訓練和定期的實際演練，才能發揮緊急應變的效果。 

事前事故應變準備在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中具有高度的優先順序，為使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有有效效

的的執執行行，，初初步步處處理理人人員員必必須須行行動動敏敏捷捷，，同同時時也也應應瞭瞭解解：：在在得得到到專專業業協協助助之之前前，，他他們們能能夠夠作作那那

些些事事情情。。  

規規劃劃良良好好的的事故應變計畫有下列功能： 

1. 防止事故擴大，化險為夷。 

2. 保障人員生命安全。 

3. 防止資材損失。 

4. 增進人員防災應變能力。 

5. 安撫員工心理，增進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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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昇企業形象。 

 

6.13.1 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適用法規 

1. 消防法施行細則第15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1)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

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2)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理權人

立即改善。 

(3)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 

(4)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行動、通報聯絡及避難引導等。 

(5)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練之實施；每半年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不得少於四小時，並應

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6) 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 

(7)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理。 

(8) 防止縱火措施。 

(9) 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10) 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

防護計畫，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2. 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二條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因突發事故，大量排放空氣

污染物時，負責人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一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除命其採取必要措施外，並得命其停止該固定污染源之操作。 

3. 環境保護署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漏污染物或廢（污）水至水體之

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漏致污染水體者，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

事故發生後三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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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行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十六條：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採取必要之防護第三人措施，並依規定對運作

風險投保責任保險。 

前項應投保責任保險之運作人及保險標的、保險契約項目、最低保險金額、保險內容、

文件保存及相關內容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積極預防事故發生，於事故發生時，負責採取

必要之防護、應變、清理等處理措施。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者，應組設全國性毒性化學物

質聯防組織，輔助前項事故發生時之防護、應變及清理措施。 

 

6.13.2 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 

依依危危害害辨辨識識的的結結果果決決定定緊緊急急應應變變演演練練計計畫畫的的項項目目、、災災害害規規模模及及添添購購應應變變器器材材，，依現有資

源擬定緊急應變計畫，現有資源包括人力、物力。 

11..  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內內容容：：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職責 

事故通報程序 

事故種類及應變項目 

事故可能影響範圍，是否波及附近社區名眾 

救災應變程序：救災程序、人員疏散、傷患急救 

復原程序 

應變資源統計與外援單位支援能力 

人員訓練及應變演練規劃 

2. 緊急應變演練計畫 

演練計畫是針對緊緊急急應應變變計計畫畫所所設設計計的的實實務務演演習習，，它它必必須須與與作作業業環環境境實實際際危危害害及及風風險險

相相呼呼應應，，依據可能的事故類型擬定演練計畫，以緊急應變計畫的架構、資源擬定演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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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敘述各應變人員的應變步驟，實際運作以訓練應變人員技巧。 

 

6.13.3 可協助辨識化學品危害的資源 

11..  物物質質安安全全資資料料表表((MMSSDDSS))：：閱閱讀讀物物質質安安全全資資料料表表下下列列資資訊訊  

急救措施： 

由合格的急救人員依急救方法對患者施以初步的急救。 

滅火措施： 

依適用滅火劑決定滅火器的種類。 

依特殊滅火程序擬定應變救災程序。 

依消防人員的特殊防護裝備選定個人防護設備。 

洩漏處理方法： 

依洩漏處理方法擬定應變程序 

22..  HHAAZZMMAATT；；標準應變程序  

HH--危危害害確確認認卡卡((HHaazzaarrdd  IIddeennttiiffiiccaattiioonn))  

AA--行行動動方方案案卡卡((AAccttiioonn  PPllaann))  

ZZ--區區域域管管制制卡卡((ZZoonniinngg))  

MM--應應變變組組織織卡卡((MMaannaaggiinngg))  

AA--請請求求支支援援卡卡((AAssssiissttaannccee))  

TT--善善後後處處理理卡卡((TTeerrmmiinnaattiioonn))  

3. 緊急應變計畫準值（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簡稱ERPG） 

主要目的為提供化學物質使用者作為緊急應變計畫之用。 

(1) ERPG-1(第一類緊急應變計畫準值) 

任何人接觸一小時內，除了和緩的暫時性負面建康影響或特殊界定的氣味外，不

致產生健康危害的最高空浮濃度值。 

(2) ERPG-2(第二類緊急應變計畫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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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接觸一小時內，不會產生防礙逃生或進行防護行動能力的不可逆或其它嚴

重的健康影響或症狀的最高空浮濃度值。 

(3) ERPG-3(第三類緊急應變計畫準值) 

任何人接觸一小時內，不會對生命造成威脅的最高空浮濃度值 

 

6.13.4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及運作程序 

依災害規模將緊急應變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實驗室本身即可處理。 

第二階段：災害擴大到其他區域，須由系所或校內其他部門人員支援。 

第三階段：重大災害，須由校外單位(如消防隊、警察局、衛生局)支援。 

 

6.13.5 事故通報聯絡 

1. 各實驗室應備有下列的連絡電話： 

實驗室相關人員、實驗室負責教授、實驗室研究生、實驗室助理、學校單位、安環中

心、系(所)辦公室、醫院、臨近醫院、診所、政府機關、警察單位、消防單位、環保單位、

衛生單位 

2. 事故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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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5  事故通報程序說明圖 

 

6.13.6 各類事故處理原則 

1. 火災處理原則 

依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速移開周圍之易燃物。 

確認火災種類，選擇適當的滅火器滅火。 

控制空調、電源、水源。 

排除濃煙。 

如火災持續擴大，應立即打 119 電話給消防隊及緊急應變中心通報組請求協助滅火。 

2.化學藥品外洩處理原則 

依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意外事故 
發現者

實驗室人員 

緊急應變中心 
通報組 

安環中心 
實驗室負責

教授 

搶救組 安全管制組 後勤支援組 工程組 醫護組 

勞檢所、環保局

校外支援單位 
系主任、所長 
院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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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化學藥品或氣體外洩時，應立即疏散附近人員。 

封鎖事故現場。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具。 

參考物質安全資料表，瞭解洩漏物危害、防護措施、洩漏處理措施。 

受沾污人員立即以大量清水沖洗，送醫處置。 

關斷洩漏源，以適當的中和劑處理。 

偵測洩漏化學品濃度。 

將污染區以黃塑膠繩隔離標示，封鎖現場。 

預防發生報炸、火警事故。 

清除及處置洩漏化學品及污染物。 

3. 爆炸處理原則 

封鎖事故現場。 

研判爆炸原因。 

搶救人員、財物。 

如發生火災，採取火災處理措施。 

偵測可燃性氣体濃度。  

排除再度爆炸可能原因。 

4. 人員疏散避難原則 

實驗室、各樓層配置圖及逃生路線圖。 

緊急出入口數目不得少於兩個。 

逃生路線方向標示及緊急照明。 

應標示逃生方向、安全門、安全梯位置。 

實施災區人員疏散管制。 

備妥部門人員清單，實施人員清點。 

5. 感電災害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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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儘快快將將感感電電之之人人員員與與電電源源分分離離  

對對遭遭受受感感電電之之人人員員施施行行心心肺肺復復甦甦術術等等急急救救措措施施  

如如果果發發生生火火災災、、爆爆炸炸事事故故，，依依事事故故應應變變程程序序處處理理  

調調查查感感電電事事故故原原因因並並加加以以排排除除或或採採取取對對應應措措施施  

 

6.13.7 緊緊急急應應變變器器材材、、裝裝備備  

11..  人人員員防防護護裝裝備備：：AA級級防防護護衣衣、、  BB級級防防護護衣衣、、CC級級防防護護衣衣、、消消防防衣衣、、消消防防鞋鞋、、  耐耐酸酸鹼鹼手手套套、、

耐耐酸酸鹼鹼鞋鞋、、耐耐酸酸鹼鹼防防護護衣衣、、安安全全帽帽  、、自自給給式式空空氣氣呼呼吸吸器器、、安安全全眼眼鏡鏡、、濾濾毒毒罐罐、、活活性性炭炭口口

罩罩。。  

22..  化化學學品品洩洩漏漏處處理理器器材材：：吸吸液液棉棉、、化化學學洩洩漏漏液液處處理理桶桶、、補補漏漏工工具具、、酸酸鹼鹼中中和和劑劑、、鋼鋼瓶瓶洩洩漏漏搶搶

救救桶桶、、石石蕊蕊試試紙紙、、清清除除工工具具、、可可燃燃性性氣氣體體偵偵測測器器、、氧氧氣氣濃濃度度測測定定器器、、毒毒性性氣氣體體偵偵測測器器、、緊緊

急急沖沖身身洗洗眼眼器器。。  

33..  消消防防器器材材：：滅滅火火器器、、滅滅火火器器材材消消防防包包、、消消防防水水帶帶、、消消防防水水瞄瞄、、消消防防帽帽、、消消防防斧斧、、消消防防栓栓把把

手手。。  

44..  急急救救藥藥品品器器材材：：急急救救箱箱、、折折疊疊式式擔擔架架、、  急急救救用用氧氧氣氣呼呼吸吸器器、、解解毒毒劑劑、、毛毛毯毯、、消消毒毒器器材材  

55..  公公用用器器材材：：防防爆爆照照明明燈燈具具、、警警告告燈燈、、警警示示帶帶、、攜攜帶帶型型檢檢知知器器、、對對講講機機、、手手提提廣廣播播擴擴音音器器、、

哨哨子子、、訊訊號號燈燈、、避避難難器器具具、、緩緩降降機機、、廣廣播播器器、、對對講講機機、、反反光光背背心心。。  

 

6.13.8 人員教育訓練 

人員教育訓練應包括下列內容： 

1. 緊急應變計畫 

2. 事故通報程序 

3. 緊急避難疏散程序 

44..  火火災災預預防防知知識識  

55..  消消防防器器材材使用演練 

6. 急救技巧訓練及急急救救器器材材演練 



 112

7. 防護具使用演練 

8. 緊急應變實地演練 

 

6.14 實驗室管理資訊系統介紹 

實驗室常見管理資訊系統包括：安全衛生管理績效評估、化學品管理、有害廢棄物管理。 

1.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評估系統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參考文獻：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評估系列） 

職業安全衛生評估系列(OHSAS)規範規定職業安全管理系統的要求，使組織能夠控制

其安全衛生風險與提升其績效。它本身並沒有陳述特定的職業安全衛生績效，也沒有規定

設計一個管理系統的詳細規範。 

本標準適用於任何期望做到下列各事項的組織： 

(1) 建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以消除或減低可能暴露於組織活動相關的員工與其他利

害相關者，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風險； 

(2) 實施、維持及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3) 確保其符合本身宣告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4) 向他人展現其符合性； 

(5) 尋求由外部組織對本身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給予驗證／登錄；或 

(6) 由本身進行符合本規範的自行評定與宣告。 

本標準的所有要求項目均可納入任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中。至於實際應用的程度，

則必需依照組織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作業活動性質，以及組織運作的風險與複雜程度來決

定。本規範著眼於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衛生，而非產品與服務本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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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階層審查管理階層審查

檢查與矯正措施檢查與矯正措施

安全衛生政策安全衛生政策

規劃規劃

實施與運作實施與運作

持續改善

 

圖 6.26  成功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的要件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評估系統主要內容在第四章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要件，其評估

要項包括下列： 

4.1 一般要求事項 

4.2 安全衛生政策 

4.3 規劃 

4.3.1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之規劃 

4.3.2 法令規章與其他要求事項 

4.3.3 目標 

4.3.4 安全衛生管理方案 

4.4 實施與運作 

4.4.1 架構與責任 

4.4.2 訓練、認知及能力 

4.4.3 諮詢與溝通 

4.4.4 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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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文件與資料管制 

4.4.6 作業管制 

4.4.7 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 

4.5 檢查與矯正措施 

4.5.1 績效量測與監督 

4.5.2 意外事件、事故、不符合、矯正及預防措施 

4.5.3 紀錄與紀錄管理 

4.5.4 稽核 

4.6 管理階層審查 

2. 化學品管理系統（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品管理系統） 

以電腦化資訊系統有效管制化學品的妥善使用，進一步提昇實驗室的管理效率，簡化

與加強實驗室的安全衛生管理，這就是化學品管理系統。  

若在實驗室中，人員不能掌握化學藥品的特性與每一個動作可能發生的危險，職業災

害幾乎是無處不在，而且在災害發生時，救災人員若無法有效了解實驗室化學品的種類及

存量，化學品管理系統即時解決這些問題， 

系統就像大賣場對商品利用條碼的管理方式,藉由制定化學品訊息的資料規格，化學品

從廠品的購買進入實驗室、使用、到廢棄的過程記錄，都透過軟體開發設計與硬體整合進

行建構，包括以下幾個特點： 

(1) 由合格供應商供應化學品，所有法令規定事項均由供應商配合執行，大幅降低違法事

件。 

(2) 化學品從訂購階段即由供應商於管理系統建立管理資料，落實管理化學物質從出生到

死亡（From cradle to grave）的危害資訊。  

(3) 化學品資料、管理地點資料、使用人員資料及設備資料的編碼管理，藉以了解化學品

的位置與使用記錄，隨時提供查詢。  

(4) 化學品基本資料的流通與共享，得以減少同單位重複購買相同化學品，造成資源的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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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與廢棄物處理問題。  

(5) 實驗室化學品的唯一編碼管理，可整合掌握學校內及全國性的化學品的使用流布。  

(6) 即時查詢的化學品使用資訊（包括種類、存量及位置）的擷取，可作為事故前的預防

了解及事故後的災害處理。 

化學品管理系統包括下列功能視窗： 

(1) 逾期化學品： 逾期化學品查詢、化學品展延 

(2) 管毒化物管理： 廢液量/已聲明廢棄查詢、已聲明廢棄毒化登錄、減量、毒化物彙總

表、毒化物運作紀錄表、  

(3) 閒置化學品：閒置化學品查詢、公告閒置、取消閒置、調撥、分裝  

(4) 化學品清單查詢：清單-離職人員查詢、 註銷、  

(5) 一般化學品減量  

(6). MSDS 基本資料：新增、查詢  

(7) 供應商資訊：登記備查或許可證號碼、新增、查詢、供貨檔、合約商基本資料  

(8) 系統設定：儲存地點維護、館別維護、人員權限控管、人員權限、離職人員、  

(9) 化學品基本資料表：新增、查詢、待核發  

(10) 帳務作業：結帳作業、重置結帳作業、轉會計作業、重置會計作業、費用報核表、廠

商開立發票彙總表、廠商往來明細表、請購金額總表、合約化學品交易金額總表、合

約報核明細表 

(11) 存量管理：管制化學品查詢、化學品總量查詢、化學品現存量查詢、單項化學品查詢、

合約化學品請購清單、逾期化學品、列管毒化核可類運作查詢、資材管制站收貨比較

表、各項化學品總量查詢、 

(12) 自製品與樣品製單  

2. 廢棄物管理系統（Waste management system） 

（參考文獻：工業技術研究院廢棄物管理系統） 

廢棄物管理也是安全衛生管理的一環，它是延伸化學品管理系統，同以電腦化資訊系

統有效管制廢棄物的收集、申請清運、儲存、委託處理、處置等一貫作業，進一步提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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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的管理效率，簡化與加強化學品運作風險。包括以下幾個特點： 

(1) 由合格處理商處理廢棄物，所有法令規定事項均由處理商配合執行，大幅降低違法事

件。 

(2) 化學品轉變成廢棄物後，由化學品管理系統將管理資料轉入廢棄物管理系統，落實管

理化學物質從出生到死亡（From cradle to grave）的危害資訊。  

(3) 由化學品使用者申請清運，使用者付費。  

(4) 廢棄化學品基本資料供請購者參考，資源可再利用，得以減少同單位重複購買相同化

學品，造成資源的浪費與廢棄物處理問題。  

(5) 可整合掌握學校內及全國性的廢棄物流向，落實環保機關要求。 

(6) 即時查詢廢棄物管理資訊（包括種類、存量及位置）的擷取，可作為事故前的預防。 

廢棄物管理系統包括下列功能視窗： 

(1) 廢棄物申請 

(2) 查詢  

(3) 留言  

(4) 相關網站  

(5) 使用手冊  

(6) 聯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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