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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職場安全衛生論壇暨職業災害預防策略系列活動活動流程 

時間 
105 年 7 月 27 日(三)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川堂) 

09:00~09:20 
長官及貴賓致詞暨活動開場儀式(4 樓集會堂) 

林佳龍市長 

動態/靜態活動 

體驗及展示專區 

(4 樓集會堂川堂) 

09:20~09:40 
專題演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4 樓集會堂) 

主講人：劉傳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 
職場安全衛生防災

科技展示暨危害防

範體驗專區： 

 

體驗專區 1：墜落 

體驗專區 2：感電 

體驗專區 3：中毒 

體驗專區 4：缺氧 

體驗專區 5：捲夾 

 

 

臺中市職場安全衛

生管理新知/工程改

善實例閱覽專區 

 

09:50~10:20 

分組論壇 

製造業論壇 

地點：301 會議

室(惠中樓 3 樓) 

(製造業降災策略) 

主持人:鄭本餘 

營造業論壇 

地點：401 會議

室(惠中樓 4 樓) 

(營造業降災策略) 

主持人:彭瑞麟 

綜合業論壇 

地點：303 會議

室 (文心樓 3 樓) 

(綜合業降災策略) 

主持人:藍福良 

10:20~10:35 休息/茶敘(4 樓集會堂川堂) 

10:35~11:10 
職業安全衛生音樂饗宴 

(4 樓集會堂) 

11:10~12:40 

專題演講：從職業安全衛生發展趨勢談職業安全衛

生之精進策略(4 樓集會堂) 

主講人：傅還然(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 

12:40~13:30 午餐 

13:30~15:30 

職業安全衛生 

金頭腦競賽活動 

(初賽、複賽) 

(4 樓集會堂) 

13:00~14:30 

優選職場安全衛

生管理新知/工程

改善實例成果分

享 

(301 會議室) 

15:30~16:30 
職業安全衛生金頭腦競賽活動(決賽) 

及頒獎儀式(4 樓集會堂)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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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政事項說明 

一、會場中禁止飲食及攜帶飲料進入。 

二、會場中手機請調整為震動或無聲模式，並請勿大聲喧嘩。 

三、分組論壇會議地點：請依引導人員及指示牌路線前往，為響應節能減

碳，請多利用樓梯。 

(一) 製造業論壇：301 會議室(惠中樓 3 樓) 

(二) 營造業論壇：401 會議室(惠中樓 4 樓) 

(三) 綜合業論壇：303 會議室(文心樓 3 樓) 

四、午餐用餐地點： 

(一) 十樓餐廳(優先入座) ：座位數 380 席 

(二) 地下一樓餐廳：座位數 280 席 

(三) 301 會議室(惠中樓 3 樓)：座位數 200 席 

五、用餐配合事項： 

(一)  請做好垃圾分類並將廚餘回收。 

(二)  請維護現場整潔。 

六、本活動以報名本人親自簽名進行管制，活動識別證請妥善保管，遺

失不補發，報到時間為早上 08:20~09:00。 

七、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時數條及餐盒領取，請於大會活動全部結

束後以至會場出口處憑餐卷領取。 

八、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感謝您的參與，並敬祝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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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程改善實例入選清單 
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 服務機關 備註 

1 
設置 SENSOR 辨識左右方向，人員

上下攀爬動作，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林宜樺、

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口頭發表 

2 
運用活動門護罩解決衝剪機械護

罩設置後因模具更換作業而導致

的防護失效 

周裕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口頭發表 

3 
單一廠區 96 家承攬商安全衛生資

源整合實務 
李志鴻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 
固定式起重機主小車垂直爬梯工

程改善實例 
黃昱錩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5 
噪音作業員工聽力保護及工程改

善實例 
陳怡倩 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6 降低跌倒職災發生率的有效管理 郭健民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

綜合醫院 

 

7 
探討氧化性液體之物理性危害測

試方法 
蔡秉宏 中國醫藥大學 

 

8 塗裝廠防噪音危害改善 黃忠慶 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過氧化氫於廠務工料系統之酸不

容性探討 
林睿聰 中國醫藥大學 

 

10 
手機巡查 APP 於安全衛生管理之

運用-以營造業為例 
游素禎 N/A 

 

11 
透過加裝局部排氣裝置預防 DMF

溢散之風險 
曾美玲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12 
運用 RMP*Comp 電腦模式探討主動

消滅系統對火災及爆炸影響之範

圍 

游素禎 N/A 

 

13 
運用擴散軟體 SLAB 模擬化學物質

洩漏之情境 
游素禎 N/A 

 

14 
環氧乙烷(EO)滅菌鍋爆炸危害預

防改善 
陳淳綾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15 
職場健康促進結合手機應用軟體

(APP)之探討 
游素禎 N/A 

 

16 
透過系統化管理化學品，以因應近

年化學品規範之變革 
徐意婷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7 
機械安全防護改善案(以熱熔機設

備安全防護改善為例) 
黃郁真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8 
中小企業輔導常見的電氣設施危

害與改善 
伍耀璋 

晉安工業安全工礦衛生

技師事務所 

 

19 
後段包裝區工作站，設置自動化輸

送系統，減少作業人員因重複性作

業，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張永承、

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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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設置升降台車取代人工搬運作

業，減少作業人員因重複性作業，

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1 
改變作業姿勢，提供靠背之坐椅取

代連續站立作業方式 

楊子霆、

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 工廠感電危害預防實務 潘美娟 星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3 鉛作業呼吸防護具的使用計畫 黃奕孝 N/A  

24 
增補蝦紅素及飲食衛教宣導對代

謝症候群勞工的健康效益之影響 

林岱誼、

郭蕙蘭、

郭堉圻 

N/A 

 

25 
120公尺煙囪作業平台樓梯口增設

防墜鍊條 
吳羅誠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分公司 

 

26 屋頂作業施工安全改善實例探討 洪啟鏞 N/A  

27 感電預防措施 陳明松 保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28 
RFID 技術於產業安全衛生管理之

應用 
游銘展 N/A 

 

29 廠區路燈感電預防措施 游素瑛 N/A  

30 
醫療院所常見生物病源體危害預

防-以針扎預防為例 
陳英正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註：除口頭發表者外，排列順序採收件日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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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優選職場安全衛生管理新知/工程改善成果評審

會議評選委員 

評選委員簡介 

朱金龍 委員 

 

經 歷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 主任 

 專長：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立法、勞動檢查

制度、勞動檢查實務 

劉宏信 委員 

 

經 歷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所博士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秘書長、理事、常務理事 

 教育部 中區、南區校園災害調查小組召集人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教授 

 專長：作業環境監測、儀器分析、暴露評估、

職業衛生 

黃文鑑 委員 

 

經 歷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所博士 

 中興顧問工程公司─工程師 

 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專長：高級淨水程序、給水工程、噪音控制、

毒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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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題分組論壇與談人員介紹 
 

製
造

業
論

壇 
 

鄭本餘 中華壓力容器協會 秘書長 

營

造
業

論

壇 
 

彭瑞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教授 

綜

合
業

論

壇  

藍福良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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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分組論壇參考資料 

議題一：為避免「人為因素」的不安全行為所造成之職業災害，如何使製造業

勞工上工前，落實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說明： 

(一)鑒於大多數的職業災害皆起因於「人為因素」的不安全的行為，為

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及保障工作者生命安全健康，提升工作者之安全

衛生基礎知識與觀念至為重要。 

(二)為確保每位工作者進入高風險場廠前，於事前建立安全之工作方法

與正確衛生之基本觀念，避免職業災害所帶來的損失，使所有勞工

落實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為重要。 

(三)本府勞工局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推動「臺中市

高風險事業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確保每位工作

者進入高風險場廠前，已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持

有合格核發之「工安卡」或受訓證書，就實施方式及效益，提請討

論。 

 

議題二、臺中市為機械產業重鎮，勞工保險給付千人率較高，如何精進勞動檢

查策略降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之職業災害。 

說明：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3 款：「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

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三、發生災害之罹

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規定，事業單位發生前述之職業

災害，雇主應於 8 小時內向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之事業單位，本處對通報之

事業單位均實施檢查。諸如 104 全年事業單位通報 192 件，本處派員檢查

157家(檢查結果發現，違反職安法第 57條，計 52家，佔 33.12%；違反機

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 4條，計 17家，佔 10.82%；違反機械設備器具安全

標準第 43條，計 4家，佔 2.54%)，由前述分析可知本市機械災害稍顯嚴重。 

(二)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4 年 6 月至 104 年 11

月期間核發職業傷病、死亡、失能給付及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結果資料與

本處前已接獲消防局等單位職業災害通報比對結果，諸如比對 104 年 5 月

至 104年 10月期間，事業單位申請勞工保險職災醫療給付且住院未向本處

通報者共計 29家事業單位實施檢查。 

(三)本處每年針對三年內因機械器具安全防護設施不良，致發生勞工失能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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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失能給付標準第一等級至第九等級者之製造業辦理「職

業殘廢災害預防專案檢查」。 

(四)對轄區事業單位實施安全衛生宣導、輔導、教育訓練等職業災害預防策略，

規劃辦理臺中市職場安全、健康勞動系列宣導活動；各類宣導會、座談會、

觀摩會、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專業安全衛生輔導人員臨場(廠)專業輔導；

推動臺中市職場安全衛生資源共享平台計畫－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改善

專案；臺中市職場工安互動體驗巡迴特展(職災怪獸 OUT！職場勞動

SAFE！)。 

(五)105年持續辦前述安全衛生專案檢查，及宣導、輔導、教育訓練等職業災害

預防策略外，並加強辦理工安診斷、與董事長有約等措施，是否有更精進

之勞動檢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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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分組論壇參考資料 

議題一：為避免「人為因素」的不安全行為所造成之職業災害，如何使製造業

勞工上工前，落實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說明：  

(一)鑒於大多數的職業災害皆起因於「人為因素」的不安全的行為，為避免職

業災害發生及保障工作者生命安全健康，提升工作者之安全衛生基礎知識

與觀念至為重要。 

(二)為確保每位工作者進入高風險場廠前，於事前建立安全之工作方法與正確

衛生之基本觀念，避免職業災害所帶來的損失，使所有勞工落實接受「一

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為重要。 

(三)本府勞工局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推動「臺中市高風險

事業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確保每位工作者進入高風險

場廠前，已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持有合格核發之「工安

卡」或受訓證書，就實施方式及效益，提請討論。 

議題二：營造業重大職災在全產業之比率一向偏高，如何落實高風險作

業自主查核制度，提請討論。 

說明： 

(一)營造業重大職災在全產業之比率一向偏高，肇因於營造業工作環境變動較

大，又具有層層分包的特性，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不易，職業災害發生率難

有效改善下降。 

(二)鑑於事業單位自動檢查計畫與執行紀錄多流於形式，未能發揮自主管理之

目的，建議事業單位應參照「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

危險之虞認定標準」，針對勞動檢查重點事項加強自動檢查，並作統計數據

分析，制訂防災措施。就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三)另鑑於現有公共工程監造勞務契約範本中，對於相關安全衛生規定過於簡

略，以致監造單位對於安全衛生之監督難以落實，故本府業已將安全衛生

檢查項目與執行頻率納入工程監造勞務採購契約範本中，以要求監造單位

確實履行安全衛生監造工作。對於民間工程是否可比照執行，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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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分組論壇參考資料 

議題一：為避免「人為因素」的不安全行為所造成之職業災害，如何使綜合業

勞工上工前，落實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綜合業工作型態包羅萬象，其中又以屋頂作業、道路樹木修剪及廣告招牌

吊掛裝設等動態作業風險較高，其特性為短期性、臨時性，而從事動態作

業之工作者，往往是臨時工、派遣工及自營作業者，其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且缺乏獲取安全衛生資訊之管道。 

(二)依據研究資料顯示，臨時工、派遣工及自營作業者等非典型僱用的工作者，

因流動性過高，工作型態、地點皆不固定，其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通常未落

實，以致發生職災比率偏高。因此，對這些非典型僱用的工作者，在上工

前施以預防災害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顯得相當重要。 

 

議題二：屋頂作業特性多為工期短、臨時性或非經常性之修補、更換工作，事

業單位常為圖方便、考量設置安全設施成本或施工安全技術不足，而

未依規定採取相關墜落預防措施。因此，如何建構屋頂作業防災平臺，

提請討論。 

說明：因屋頂作業之施工廠商大多為自營業作業者或勞工人數低於 30 人以下之

工程行，其安全衛生意識較為不足，安全衛生投入資源較少，安全衛生設施常因

陋就簡，致勞工受傷之職業災害頻傳。又鑒於本處所建立「職場安全衛生資源

共享平臺」已逐漸成熟且成效卓著，故將透過現有平臺制度，擴大輔導對

象，建構屋頂作業防災平臺，共同提升臺中市屋頂作業工作者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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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音樂饗宴演奏人員基本資料 

 

 

• 小提琴：魏苡庭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小提琴，

2013年考進「NSO樂團學苑」，於國家音樂廳

擔任多場演出之協演人員，曾任第 22屆傳藝

類金曲獎、第 22屆金鐘獎頒獎典禮、第 23

屆傳藝類金曲獎頒獎典禮、丁噹演唱會、S.H.E

演唱會、彭佳慧演唱會、羅時豐演唱會、超級

偶像、華人星光大道等小提琴手，於 2014年

受邀至澳門及新加坡演出，並常於國內各大知

名飯店婚禮、尾牙、活動演出。 

 

 

• 小提琴：李岱芸 

• 畢業於東海大學音樂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

樂研究所，在學期間曾獲教學助理獎學金、書

卷獎獎學金、台中市東海大學音樂系模範生。

現任台中多間音樂教室小提琴及鋼琴教師，並

兼職於國立台中二中。 

 

 

• 中提琴：梁翊庭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中提琴，

曾參與蔡依林、韋禮安ＭＶ演出，給愛麗絲奇

蹟偶像劇拍攝，錄製白金唱片 LARA專輯配

樂，以及在各大婚宴,尾牙,記者會,演唱會及

晚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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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提琴：呂函涓 

• 畢業於秀山國民小學音樂班，師大附中國中

部，師大附中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主

修大提琴，多次獲得台北市音樂比賽優等，曾

考取亞洲青年管絃樂團巡迴各地，並於

2008，2009年獲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

協奏曲第一名。2012年考取 NSO樂團學院並

擔任畫說系列音樂會之大提琴，並擔任曹格香

港演唱會大提琴手，於紅堪演出，2008年起

陸續於國北雨賢廳、國家音樂廳、中山堂、城

市舞台、國父紀念館、板橋藝文中心、各大飯

店參與婚禮及活動演出，2015年更受邀「總

統科學獎」頒獎典禮，於總統府大禮堂演出。 
 

 

職業安全衛生音樂饗宴演奏曲目 

01 卡農（Canon）                              3:29 

02 愛的禮讚（法語：Salut d'Amour）             3:02 

03 女人香（英語：Scent of a Woman）             4:02 

04 我的太陽（義大利語：'O sole mio）            3:37 

05 淡水暮色                                 4:31 

06 滿山春色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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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從職業安全衛生發展趨勢談職業安全衛生之精進策略 

主講人:傅還然(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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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職場安全衛生論壇暨職業災害預防策略系列活動 

金頭腦活動 

一、計畫目的： 

  透過職場安全金頭腦機智搶答活動，讓參與競賽的勞工朋友與會來賓，

吸收更多職業安全相關知識，並讓職場安全衛生論壇暨職業災害預防策略

活動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來推廣職場安全，預防災害產生。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三)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附設台中職業訓練中心 

三、參加資格：凡年滿 16歲以上之人士均可報名參加（國籍不限）。 

四、參賽規定： 

(一) 本競賽活動分為個人組及團體組(一組 3 人)，每組別各有 12 隊(以報

名先後順序排定)，如 12 隊名單內比賽前未報到者，將依報名次序依

序遞補參加人員。 

(二) 採網路報名，請至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職場安全衛生論壇暨職業災害預

防策略系列活動報名網站登錄 

(三) 比賽採單淘汰制，各組別取前三名。 

五、比賽規定: 

    比賽分為(初賽)、(複賽)、(決賽)三階段。 

(一) 初賽場次依報名順序決定賽程表，各場次比賽 10 道題，比賽結束時

每場次積分最高者取得參加複賽資格。若有最高分積分相同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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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持人再加題提問，由積分相同之各隊再行搶答，直至分出高低為

止。 

(二) 複賽場次由初賽每場次積分最高隊伍參賽(分為 A、B、C，3 組)各場

次比賽 10道題，3組先猜拳決定誰先出賽，第一場敗部者再繼續與另

一組未參加者比賽，比賽結束時勝者 2組參加決賽資格。若有最高分

積分相同之情事，由主持人再加題提問，由積分相同之各隊再行搶答，

直至分出高低為止。 

(複賽未進入決賽者，複賽場次積分最高者為第三名) 

(三) 決賽共計一場次，由複賽每場次積分最高隊伍參賽，有 10 道題目，

若有積分相同之情事，由主持人再加題提問，由積分相同之各隊再行

搶答，直至分出高低為止，比賽結束時以積分最高者為優勝隊伍。 

 

五、獎勵措施： 

(一) 個人組第一名禮券 3 千元、第二名禮券 2 千元、第三名禮券 1 千元，

並各發給獎狀乙禎。 

(二) 團體組第一名禮券 8 千元、第二名禮券 5 千元、第三名禮券 3 千元，

並各發給獎狀乙禎。 

六、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最終以現場公告規則為主。 

 

賽程表(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況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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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賽答題方式： 

(1) 比賽答題採按鈴搶答方式，答題時以按鈴最優先者（亮燈者）取得

搶答權，團體組以代表一人口頭回答。於主持人唸完題目及答案選

項後，唸「請搶答」，始得按鈴，於主持人未唸完「請搶答」則按

鈴者，視同放棄搶答權，由其餘隊伍搶答。各隊答題若不正確，其

他各隊亦可隨即搶答。 

(2) 按鈴後最遲於 5 秒內答題，逾時取消當次搶答權。 

(3) 同一題目同一隊伍限搶答一次，已搶答過者，不得再重複搶答。 

(4) 同一題目所有隊伍皆搶答過，仍未有隊伍答對者，由主持人當場解

答。該題目不計入算分，但仍計入問答題目數。 

(二) 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該隊視為棄權，主辦單位得依報名次序遞補參

賽人員。 

(三) 比賽答題之對錯及其他相關之規則與指引，均由主持人執行或裁判判

定。如有缺乏比賽精神之行為，得取消參賽資格。 

五、獎勵： 

個人組 團體組 

第一名禮券 3千元 

第二名禮券 2千元 

第三名禮券 1千元 

(並各發給獎狀乙禎) 

第一名禮券 8千元 

第二名禮券 5千元 

第三名禮券 3千元 

(並各發給獎狀乙禎) 

六、活動辦理過程如有爭議事項或其他相關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

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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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職場安全衛生論壇暨職業災害預防策略系列活動 

金頭腦活動個人組及團體組名單 
個人組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1 陳筱薇 9 陳美秀 

2 蔡弘竣 10 朱憶湘 

3 黃楷倫 11 廖慧珠 

4 吳羅誠 12 王建傑 

5 游亞祥 13 陸雲華 

6 莊閔仲 14 游文正 

7 陳彥融 15 徐吉郎 

8 賴啟隆 16 蕭幸玲 

 

備註:序號 13號以後者，為候補名單，如前面報名者未報到者，則依序遞補 

 

團體組 

序號 姓名 隊名 

1 郭奕良、藍偉豪、王佑旭 青仔 50 

2 吳惠炘、林宜樺、鍾博丞 閃亮三人族 

3 林詳峻、林昆鋒、陳凌栩 蕉你如何贏 

4 江桂菱、蔡欣容、徐貽萱 87分不能在高了 

5 劉羽鈞、張予筑、傅怡嘉 仁德醫專-嚴師出高徒 

6 呂春明、陳佑承、邱律維 仁德醫專精英隊 

7 王曉珍、李汶芩、陳虹慈 三人行 

8 黃柏瑋、楊千橙、郭宇哲 環豬葛葛 

9 鄭如雯、余心馨、劉韋承 小胖子軍團 

10 黃金銀、黃庭光、戴文炎 中華電信台中營運處 

11 陳亭妤、邱佳頤、蔡佩穎 CTK 

12 林鈺婷、劉靖圓、黃楷甯 探險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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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程改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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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SENSOR 辨識左右方向，取代人員上下攀爬動作，避免促發肌肉骨

骼傷害及墬落危害 
林宜樺、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輸出方向確認製程作業，因分段輸出不同機台(左、右兩側)，人員必須使

用合梯確認輸出方向(左、右兩側)，因確認高度 2.5 公尺上半成品輸出方向，

人員上下攀爬動作，產生墬落危害風險。因重複性作業，使用頸部、手部及腿

部肌肉之累積性傷害作業導致作業人員長時間作業，勞工身體易導致疲勞感、

痠痛、不舒服之抱怨。 

主要危害辨識：職業病-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墬落危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透過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依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主動抽樣實施勞工

自覺症狀調查，使用『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引用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NMQ)，確認有危害之勞工的製程作業為『輸出方向確認作業』，

因分段輸出不同機台(左、右兩側)，人員必須使用合梯確認輸出方向(左、右兩

側)，因確認高度 2.5公尺上半成品輸出方向，人員上下攀爬動作，使用手部及

腿部肌肉之重複性作業導致疲憊感，進行進階人因工程改善，改善方式為加裝

訊號偵測燈號，利用 SENSOR辨識左右方向，減少人員上下確認半成品輸出方向，

工程改善後重新實施『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勞工身體沒有疲勞、痠痛、不舒

服之抱怨。 

  
改善前狀況說明： 

    高度 2.5 公尺以上之高空輸送帶，輸送半成品往後段工作站，因分段輸出

不同機台(左、右兩側)，人員必須使用合梯確認輸出方向(左、右兩側)，高度

2.5公尺上半成品，輸出方向。 

改善後狀況說明： 

    高度 2.5 公尺以上之高空輸送帶，輸送半成品往後段工作站，加裝訊號偵

測燈號，利用 SENSOR辨識左右方向，減少人員上下確認半成品輸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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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效益： 

(1) 避免作業人員因不安全行為，導致墬落危害及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2) 降低肌肉骨骼(手部、腿部肌肉)不適症的發生。 

(3) 自動化輸送系統，減少人員重複性動作產生疲勞感。 

結論： 

人體工學思考觀點： 

(1) 避免作業人員不良的工作姿勢工作，導致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2) 避免人員因使用合梯之高架作業，產生墬落之危害。 

(3) 因確認高度 2.5 公尺上半成品輸出方向，人員上下攀爬動作，使用手部及腿

部肌肉之重複性作業導致疲憊感。 

(4) 減少人員抬頭仰望，確認高度 2.5 公尺上半成品輸出方向，導致脖子肌肉骨 

骼產生重複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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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活動門護罩解決衝剪機械護罩設置後因模具更換作業而導致的防

護失效 

周裕銓*、蔡名凱、陳英正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通訊作者 

現況說明： 

臺中市為全國最主要工具機製造重鎮，而衝剪機械更是生產製造相關零組

件的基本加工機具之一。由於衝剪機械具有操作容易，更換模具即可加工不同

產品，且設置成本低等特性，故廣為中小型企業主所青睞。早期衝剪機械設計

上因只考量到方便性，未將「安全」納入機台設計考量，導致殘廢災害居高不

下。為從源頭做好管理，現行法規已要求新購置之衝剪機械均應有型式驗證合

格標章，對於既有之機台則應依相關安全防護標準設置防護設施。 

依現行法令規定衝剪機械之飛輪應設置護罩，但在更換模具時，勞工為確

保模具安裝正確且運作順暢，都會藉由轉動飛輪來調整模具安裝位置。因此，

勞工作業前必定會拆除安裝於飛輪上之護罩，以進行模具更換作業，模具更換

完成後，往往又因後續還要再更換新的模具，而將護罩擱置一旁未回復原狀，

導致防護失效。 

主要危害辨識：被捲、被夾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為防止因模具更換作業而導致的防護失效，藉由觀察法我們發現，勞工藉

由轉動飛輪來調整模具安裝位置，事實上僅需要轉動飛輪 1/3左右的範圍即可，

不需要動到整個飛輪。因此，在飛輪護罩設計上，我們可在其上規劃 1/3 左右

的活動門，當勞工需要進行模具更換作業時，僅需打開活動門，利用飛輪 1/3

左右的轉動範圍，即可調整模具位置，護罩其他部位則可將其他捲入點完全包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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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狀況說明： 

  
圖一、衝剪機械傳動輪、傳動帶等捲入

部位未設護罩。 

圖二、一般為便於換模作業僅設置一

半的護罩。 

 

 

圖三、如護罩是完全包覆，則換模時要

將護罩拆下才能做調整，勞工往

往因此即不願再裝回護罩。 

 

 

  

捲 入 部

位 
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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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狀況說明： 

  

圖四、護罩設計仍是完全包覆。 

圖五、於護罩上設計活動門，勞工只

要像開關門一樣開啟即可調整

模具，合上活動門後，一樣具

有完整防護，不需再拆裝護罩。 

  
圖六、活動門護罩近照。 圖七、其他活動門護罩設置樣式。 

成果及效益： 

由於採活動門護罩設計方式，免去勞工拆裝護罩的程序，僅需關上活動門

並上鎖即可維持護罩原有的防護功能，大大增加勞工作業的便利性，避免因人

為因素導致防護失效。 

結論： 

多數的職業災害是可以預防的，只要多用一點心，災害的預防不一定要花

大錢，只要能達到確保勞工安全健康的目的，勞安人員都應不斷的去思考如何

改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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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廠區 96 家承攬商安全衛生資源整合實務 

郭佩君 1、林筱嵐 1、李志鴻 2 

1.中龍鋼鐵生產部門協力廠商安全衛生委員會 2.中龍鋼鐵公司設備處 

現況說明： 

一貫作業煉鋼廠有 96 家承攬商約有 5000 位員工，共同維持一貫作業煉鋼

廠的運作，在人數優勢之下，統一安排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達到法

規基本要求水準。 

成果及效益：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除自辦新進人員及年度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依作業特性及人數優

勢，委託專業訓練機構於鋼廠內開辦『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等

各類型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另安排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前

往南部鋼鐵公司之工安體感教室觀摩（表 1、圖 1）。 

表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梯)次清單 

項次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名稱  班(梯)次  參加人數  備註  

1 新進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103 梯次 3313人 自辦 

2 1小時作業前危害告知教育  107 梯次 2975人 自辦 

3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3 班次 139人 委託教育訓練機構 

4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

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

作 業人員  

1 班次 21人 委託教育訓練機構 

5 屋頂作業主管  1 班次 38人 委託教育訓練機構 

6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類在職教育訓

練班次  
6 班次 230人 委託教育訓練機構 

7 工安體感教室體驗活動  3 梯次 90人 自辦/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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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檢查（圖 2）：  

委託勞動部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入廠實施勞工健康檢查，完成

一般健康檢查計 1730人次；完成粉塵、噪音及苯等之特殊作業健康檢查計

545人次。 

 
3、其他安全衛生措施（圖 3、圖 4）：  

全面換發 96家承攬商勞工之安全帽 5070頂；健康部分，添購 147台血壓機，

分給 96家承攬商及再承攬商定期量測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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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將眾多承攬商之安全衛生需求整合後，有下列優點：  

1、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可免除各承攬商各 別派訓的成本。  

2、提升健康檢查意願。  

3、有一致性的安全衛生目標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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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起重機主小車垂直爬梯工程改善實例 
黃昱錩、李志鴻 

中龍鋼鐵設備處 

現況說明： 

在額定荷重 360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維修作業，欲到小車上方維修區，必

須攀爬3.2公尺之垂直爬梯，人員使用垂直爬梯過程中，需搭配安全帶一鉤一放，

且維修工具無法手持，人員需額外準備腰帶式工具袋，外露工具易與護籠碰觸

造成工具掉落等諸多不便因素，因此專案評估將垂直爬梯改成走梯。  

主要危害辨識：使用垂直爬梯有墜落及物體飛落等潛在危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1、 清查額定荷重 360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數量。  

2、 設計走梯樣式圖說。 

3、 既有垂直爬梯拆除計畫作業計畫。 

4、 安裝新式走梯作業計畫。 

改善前狀況說明： 

 

圖 1、改善前額定荷重 360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之垂直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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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狀況說明： 

 
圖 2、改善後額定荷重 360 公噸之固定 式起重機之走梯。 

成果及效益：  

1、 完成 1 座額定荷重 360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主小車垂直爬梯改成走梯工程案，

要 15 個工作天數。 

2、 完成一座走梯設置花費約 15 萬元（含租賃移動式起重機）。 

3、 走梯設置完成後，固定式天車維護人員前往小車之檢查、維護，動線更迅 速、

便利及安全。 

4、 維修工具之攜帶，無護籠之干涉。 

結論： 

1、 大型之固定式起重機在設計階段時，應邀集維護人員參與，由設計人員將維

護動線及空間一併列入設計。 

2、 機械改良改善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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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作業員工聽力保護及工程改善實例 

 
陳怡蒨 1張晏嘉 1吳兆偉 1劉宏信 12盧士一 2朱為民 3 

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2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3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現況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104年度輔導廠商資料統計，

具有噪音危害之廠家比例達 80%。噪音之危害充斥於多數製造業或職場環境之中，

而多數廠家對於工程控制多擔心不易改善且效果不佳，因此由中區勞工健康服

務中心提供免費資源，邀請大專院校及專業噪音專家親自至廠區內，協助量測

並找出噪音源，以提供改善方案，並確保此工程改善可達最大效果。  

  此次輔導補助廠家，為一回收廢塑膠以製造塑膠粒之環保科技工廠，由於

作業流程需使用破碎機，運轉時轉動聲響巨大，導致工作環境噪音監測值大於 

85分貝，長期處於此噪音工作環境下，易導致作業人員聽力受損。雇主為預防

及改善噪音作業環境，提供操作人員良好工作環境，並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組

織效能及工作生活品質，共同與中心協力改善公司之作業環境，以降低噪音危

害。本次協助將以臨廠輔導與申請補助之方式，達到幫助事業單位改善噪音工

作環境之目的。  

主要危害辨識： 

    回收廢塑膠需使用破碎機破碎塑膠後，再利用製粒機進行塑膠回收利用。

依據廠方 104年度作業環境監測報告結果顯示，作業人員的工作日八小時平均

音壓級約在 85dBA。訪視當日測得廠區內噪音多在 85分貝以下，其中噪音較大

的設備為破碎機與製粒機。而破碎機入口輸送帶的作業人員暴露在約 88分貝的

連續性噪音環境；製粒機作業人員處測得噪音約在 85分貝，但後端振動與離心

脫水運轉，雖有包覆泡棉，仍有高達 92分貝的噪音。寬廣廠房內多數區域噪音

約 83分貝，僅在破碎機與製粒機附近噪音較大，部分人員噪音暴露情況嚴重，

為噪音改善首要之處。 

改善計畫： 

    噪音係由音源產生，藉由傳播途徑而到達接受者，故將此廠噪音的防制措

施分成兩部分，分別是噪音源防制與接受者的保護，如下：  

一、 噪音源防制 

藉由隔音室之設置，其隔音材料主要係選擇岩棉，其在建築中常應用於工

業建築上，可有效改善其噪音源，以降低其分貝所造成之健康影響。  

二、 接受者的保護 

此區域屬高噪音作業區，為保護工作者有 聽力損失之虞，以降低職業傷

害，故要求員工配戴個人防護具，如耳塞或耳罩，但因耳塞可能受汙染或

變形，故需使員工定期更換，故需一批全新耳塞供員工領取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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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結果說明： 

一、 噪音源防制  

由於工廠之作業空間限制，僅採取設置隔音室之方式。隔音室能有效降低

因噪音所產生之共振效果，亦可阻隔噪音(表 1.為改善前後之對照表)。經

由作業環境監測結果顯示，改善後噪音量測值為 85分貝，表示設置隔音

室可有效地降低噪音。  

 
表 1.改善前噪音監測值為 88-90dBA。 

 
圖 1. 使用岩棉作為隔音室材料，改善後噪音監測值為 85 dBA，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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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廠區工程改善實照。 

結論： 

一、 為鼓勵企業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強化勞工健康，勞動部職安署特別推動

「企業工作環境改善補助方案」，協助企業進行環境改善。而此廠家之噪

音工程也成功申請到補助金額，為新台幣玖萬壹仟陸百陸拾元整(單項補助

最高十萬)。  

二、 隔音室的建造材料，建議使用厚重材料，例如鐵板、石膏板與吸音棉的組

合做為材料，增加隔音效果，甚至可考量採用水泥牆，隔離噪音效果更佳。

門的設置亦應注意密封性，有些部分可使用軟墊或彈性材料確實達到氣密

效果。  

三、 製粒機人員噪音暴露量高，多因後端製程噪音較大，目前使用泡棉包覆方

式，可再採取內附吸音棉之板材將音源處隔離，應能有效降低周圍環境音

量，並減少作業人員暴露劑量。 

四、 防音防護具的佩戴視為勞工聽力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降低作業場所的噪

音分貝數，才是事業單位對於噪音危害防止最有效的方式。耳罩佩戴技巧

較低且易於稽核，對於廠內噪音危害較嚴重之作業人員，建議使用耳罩替

代目前使用耳塞的情況，並確實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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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通事故職災發生率的有效管理 
張仁和 1、黃建仁 2、郭健民 3 

1光田綜合醫院總務部主任   2光田綜合醫院勞工安全衛生室 

現況說明： 

    本院為提供在職員工能有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除了員工基本的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外，若因設施、設備所產生之安全衛生問題，將立即評估本院

區有無類似環境，以標示或工程方式加以改善。本院至 103年前院內跌倒事故

高達 12件，幾乎等同其他意外事故加總，103年實施改善計畫後至今尚無跌倒

意外事故紀錄。 

主要危害辨識： 

本改善案例中，引用「風險評估技術指引」作為主要危害辨識的工具，特

別針對「交通意外事故」進行探討，對於院內所有單位同仁可能造成的傷害會

有哪些，並依據分析結果(表 1)進行「風險評估」以風險高低辨識危害(表 2) 

表 1  「跌倒意外事故」之危害辨識 

作業/ 

流程名稱 

辨識危害及後

果 現有防護設

施 

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

制措施 
SOP 

(危害可能造成

後果之描述) 

院內執行 

業務 

跌倒 

止滑墊、 

止滑條、 

地毯 

1.工程改善 

2.護理部執行「預防

跌倒」教育訓練 

3.7S 安全衛生巡檢 

意外事故

通報處理

程序及防

範辦法 

衛生設施 

使用 

清潔作業 

表 2  依風險指標高低辨識潛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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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針對以上統計分析的結果，擬訂以下三種改善方式：，其目標方法如表 3： 

表 3  降低「院內員工跌倒事故發生率」方法 

目標 方法 

降低「院內員工跌

倒事故發生率」 

1.利用「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找出高風險

區域，以工程方式改善。 

2.針對新進、在職人員進行教育訓練。 

3.利用安全衛生走動管理方式，針對立即性危

險提出改善。 

改善前狀況說明： 

本院將 101年及 102年的院內同仁事故職災彙整統計如表 4、表 5，其中跌

倒意外事故幾乎等同其他外事故加總，探討發生跌倒事故發生原因，主要有(1)

因地板濕滑或積水跌倒(2)下坡道時急走跌倒(3)下樓梯跨越台階踩空跌倒(4)

未注意路面踢到物品或設備跌倒。 

 

表 4、表 5   101年及 102年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事故職災彙整統計 

  

改善後狀況說明： 

1. 工程改善:院區利用「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找出高風險區域(坡度明顯之

通道)，利用工程方式增設止滑墊、止滑條或地毯，如圖 1、圖 2。 

2. 教育訓練:護理部執行「預防跌倒」教育訓練時，防止跌倒對象不僅限於病患，

院內護理同仁因工作繁多、壓力重大，導致為「跌倒」高風險族群，並請在

發現地面濕滑時儘速通知清潔人員處理，減少奔跑行為並降低奔跑發生意外

機會，如圖 3。 

3. 7S安全衛生巡檢:利用安全衛生走動管理方式，針對立即性危險提出改善，

如行動之動線(路線)人員走動有被絆倒危害之虞；清潔(含打蠟)作業造成地

面濕滑有跌倒危害之虞，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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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 2   高風險區域工程改善 

  

圖 3  針對新進及在職人員進行

「預防跌倒」教育訓練 

圖 4  利用安全衛生走動管理方

式，針對立即性危險作標示或隔

離改善 

成果及效益： 

  本院統計院內意外傷害事故類型及案件，在 101、102年跌倒事故幾乎等同

其他意外事故(如墜落、割傷、病人攻擊、暴力事件…等)加總，為了有效減少

跌倒事故的發生，降低人力資源的浪費，透過「工作安全」及「風險評估」的

教育訓練來強化人員的安全意識，並在院方全力支持的情況下，營造出醫院友

善的作業環境，在 103年實施改善計畫後至今尚無跌倒意外事故紀錄。 

結論： 

  醫院因其作業的特殊性，醫護人員較一般人承擔更重的心理壓力，在高壓

的作業環境下容易疏忽外在的危害，除了院方提供的防護及訓練外，更必須從

生活中的個人習慣去作改變，養成一個安全的行為模式，才不會因為一時的急

躁，而造成了一輩子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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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氧化性液體之物理性危害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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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廠房噪音危害改善 
黃忠慶 

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公司依法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該塗裝廠房噴塗室所測得之八小時日時

量平均音壓級介於 85~92 分貝，為公告之顯著噪音工作場所，由於公司擬訂之

聽力保護計畫中，採取對策為對於噪音場所進行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之預防事

項供勞工週知另發放防護具耳塞、耳罩供勞工使用，但這幾年下來人員的特殊

健康檢查情形並沒有改善，人員噪音特殊健檢四級管理有增加的趨勢，經過在

安全衛生委會議上提出探討後，上級決定投資工程改善降低該塗裝室內外之噪

音音量，提升勞工工作環境品質，預防職業病的發生。 

主要危害辨識：噪音危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噪音源描述：廠房內噪音源主要為噴房鼓風機運轉產生之噪音（圖 1所示）

與噴塗室內水幕流速過快產生風切之噪音（圖 2所示）。 

改善方法： 

    在噴房鼓風機之出風口管內設置消音箱(圖 3 所示)，降低輪葉產生之噪音

並阻隔噪音隨風管擴散到職場內各處與噪音反饋到噴房室內，另外調整水量流

速適切化。 

  

圖 1 鼓風機噪音來源 圖 2 噴塗室水幕噪音來源 

 
圖 3 鼓風機出風口管設置之消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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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源的控制上，音源降低主要是利用消音箱內的多孔吸音材質，其吸音

材材質為玻璃纖維棉，整體外型與規格如下圖所示： 

 

圖四 消音箱外型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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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狀況說明： 

改善前經由噪音計量測結果得知職場內與噴塗室內之噪音劑量（表 1所示） 

噪音量測結果彙整表(改善前) 

位置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平均 

職場內週遭 75.5dB 75.8dB 76.2dB 75.8dB 

室內第 1間 93.1dB 92.9dB 93.0dB 93.0dB 

室內第 2間 90.8dB 90.4dB 90.6dB 90.6dB 

室內第 3間 90.1dB 90.7dB 90.2dB 90.3dB 

表 1 改善前噪音量測結果 

改善後狀況說明： 

改善後經由噪音計量測結果得知職場內與噴塗室內之噪音劑量（表 2所示） 

噪音量測結果彙整表(改善後) 

位置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平均 

職場內週遭 71.4dB 71.1dB 71.8dB 71.4dB 

室內第 1間 91.3dB 91.9dB 91.0dB 91.4dB 

室內第 2間 86.8dB 87.1dB 87.2dB 87.0dB 

室內第 3間 88.1dB 88.2dB 87.6dB 87.9dB 

表 2 改善後噪音量測結果 

成果及效益： 

消音箱的裝設完成 

(1)在職場內噪音平均降低了 4~5dB 

(2)在噴塗室內噪音平均降低了 2~3dB 

結論： 

    在噪音污染改善工程實質面而言，不外乎從噪音污染源、受體者噪音量之

降低及傳播路徑之阻隔三方面進行改善規劃，而本回改善則著重於風機運轉輪

葉產生的噪音經由風管傳播到現場各處。因此經由風機出風口內消音箱的設置

阻隔了音量的傳播，數據中可看出改善前後，其現場週遭的音量有些許的降低。

在日後未來經費充裕時，則考慮於廠房內四周貼附多孔吸音材質（音能耗損），

將可使噪音污染量更為降低。另外為保護人員聽力，降低職業傷害，公司嚴格

要求員工於該區域時需配戴個人防護器具，如耳塞或耳罩，並於作業場所明顯

處張貼警告標示，以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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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氫於廠務供料系統之酸不相容性探討 
林睿聰,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碩士 

王義文,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前言： 

    半導體、面板與太陽能產業因製程需求而使用各類之化學品，其中亦包含

危害性化學品，諸多電子廠災害事故時有所聞。其中廠務供料系統則為廠內各

種化學品之供需要角，應建置安全防護之管理與技術，因此在化學品入料作業

及供料系統中，需謹慎規劃以防止廠內可能發生化學品洩漏、處理不當與誤入

料等危害。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電子廠大量使用之過氧化氫 (H2O2) 於廠務供料系統中可能遭

遇酸性化學品而造成不相容性反應進行探討，藉由微差掃描熱卡計 

(Differential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進行動態昇溫掃描之熱分析實驗，

分析鹽酸 (HCl) 與氫氟酸 (HF) 誤入料於過氧化氫儲槽供料管線與機台時可

能產生之不相容反應危害與製程風險分析，藉由熱分析技術求得兩組混合液體

物化性資料，如放熱起始溫度(T0)、最大放熱時的溫度(Tp)、放熱量(ΔHd)，並

以管理，控制，工程改善等探討降低化學品之淺在風險。 

改善前狀況說明： 

    台灣產業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高危險性設備以及種類繁多具有易燃、易爆、

高毒性及腐蝕特性的化學品，若人員操作或管理控制不當，再加上廠房和無塵

室的密閉效果，一旦發生洩漏或人為疏失，將導致製程中斷、企業形象受損甚

至人員傷亡等不可彌補損失，故其危害風險相對較其他產業事業單位高，因此，

如何有效預防工安事故是每個企業需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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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經由實驗結果判定過氧化氫 (31% H2O2)混合鹽酸 (36%HCl) 與氫氟酸 

(49%HF)皆具有熱危害反應，特別是氧化氫(31% H2O2)混合鹽酸 (36%HCl)尤為劇

烈。 

 

建議： 

因此在機台設備及廠務區域作業需進行下列管理 

1. 危險物與有害物管理 

2. 設備之安全管理  

3. 化學品之安全管理  

4. 重大營運衝擊施作管理 

5. 供料系統安全要求 

6. 廠務入料防止充填錯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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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巡查 APP 於安全衛生管理之運用-以營造業為例 
游素禎 

現況說明：(略) 

 

主要危害辨識：安全衛生管理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藉由手機的普及及手機 APP(Application software)多元化，在巡查管理上

已可以運用 APP 程式於安衛線上諮詢、承攬商管理、工地巡查及異常狀況通報

等，亦可結合手機定位及照相功能，將訊息傳送給相關單位。 

 

改善前狀況說明：人工作業耗時，容易產生錯誤，並耗費大量紙張。 

改善後狀況說明：更能即時、快速、正確地將資訊進行傳遞。 

成果及效益：減少人工作業，提升工作效率。 

 

結論： 

    不僅能取代傳統紙本，減少人工作業時間，配合後續的追蹤改善與統計分

析，並運用計畫(PLAN)、執行(DO)、審查(CHECK)、改進措施(ACT)之管理循環，

持續不斷的改進提昇，強化組織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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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加裝局部排氣裝置預防 DMF 溢散之風險 
曾美玲、周裕銓*、陳英正、賀國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通訊作者 

現況說明： 

DMF（Dimethylformamide）中文：二甲基甲醯胺，能和水及大部分有機溶

劑互溶，是化學反應中常用的溶劑。一般純的二甲基甲醯胺沒有異味，如使用

之溶劑為混存物，則有類似魚腥之臭味，目前被認為可能有致癌危險，可由呼

吸及皮膚接觸進入人體，主要攻擊目標器官為肝臟，其次為腎臟。被環保署列

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在職安署亦列為作業環境監測及員工特殊體檢重

點項目之一。個案醫療場所，由於治療儀器需使用到 DMF混存物，導致作業同

仁有暴露於 DMF風險中。 

 

主要危害辨識：中毒、火災爆炸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為降低作業同仁暴露於 DMF的風險，及當 DMF溢散時，能有效局限於固定

範圍內，避免擴散至作業區外，在預防規劃上，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是最佳的選

項。由於 DMF爆炸範圍在 2.2～15.2﹪間相當低，故在考量換氣量時，應優先考

量火災爆炸，換氣量計算公式如：換氣量(m3/min)CMM=[1446x溶液比重 x100x

蒸發率(kg/sec)]/[分子量 x(LELxC)xB] 

 
圖一、局部排氣裝置規劃設計改善前狀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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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使用含 DMF混存物治療儀器外

觀。 

圖三、含 DMF混存物藥罐。改善後狀

況說明 

 

 
圖四、加裝局部排氣裝置後之治療儀

器外觀。 

圖五、包覆式氣罩內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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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包覆式氣罩與導管外部照片。 

成果及效益： 

    本案運用包覆式氣罩以確保溢散之 DMF皆被補集，也因此不需購置大型排

氣機即可達到換氣量需求。 

 

結論： 

    任何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前，皆應依其換氣量設計抽風能力，以有效預防危

害物溢散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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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RMP*Comp 電腦模式探討主動消減系統對火災及爆炸影響之範圍 
游素禎 

現況說明： 

    化學物質儲存場所裝設主動式消減系統(Active Mitigation System；如灑

水系統、泡沫滅火系統、水幕等)，可對化學物質洩漏、火災事故具預防或減緩

效果，但實際效益仍依化學物質本身特性、環境限制(如風向、溫度)等因素而

有所差異，無法有效量化評估。 

 

主要危害辨識：火災爆炸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利用 US EPA(美國環保署)和 NOAA(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署)依「Offsite 

consequence analysis guidance；廠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 」共同發展的

RMP*Comp電腦模式，配合設備之緩解率，計算主動式消減系統的消減距離比率，

並帶入 ALOHA(Area Location of Hazardous Amospheres；由 US EPA 及 NOAA 所

共同開發)的擴散模擬結果之結果，以推測當化學物質洩漏造成火災時使用主動

式消減系統對擴散的影響(如附圖 1-5)。 

 

   

  

 

 

改善前狀況說明：(無) 改善後狀況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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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效益：如附圖 6。 

 

結論： 

    以 ERPG-2為危害範圍的終點，當未使用消減設時，利用 ALOHA模擬，化學

物質的擴散影響距離為 2600m，當使用的消減設備的緩解率愈高，擴散影響距離

也愈短。50%的緩解率可消減 23%的擴散影響距離；80%的緩解率，消減距離達

62%；99%的設備緩解率，可消減 88%以上的距離，推測 99%的設備綏緩解率，影

響人口也會應此降低至 240人，影響工廠數降低至 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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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擴散軟體 SLAB 模擬化學物質洩漏之情境 
游素禎 

現況說明： 

    化學物質洩漏到大氣環境中，當洩漏氣體分子量大於空氣(空氣之分子量平

均約為 29g/mole)，即謂重質氣體(Heavy or Dense gas)，由於重質氣體洩漏後

會緊鄰地面擴散，不易稀釋，其潛在的危險性要高於中性氣體。 

 

主要危害辨識：通風換氣改善。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隨著電腦科技進步，在工程技術上可利用模擬軟體 SLAB (Air Dispersion 

Model for Denser-Than-Air Releases)解決重質氣體擴散的複雜計算問題。 

 

改善前狀況說明：(無) 改善後狀況說明：(無) 

 

成果及效益： 

    根據化學物質的特性及各種操作環境上的限制條件，將預測洩漏後氣雲擴

散的分佈情況，套疊於 Google Earth，以了解模擬化學物質影響範圍及溫溼度

等環境限制對擴散的影響程度(如附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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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透過 SLAB模擬可瞭解該區化學物質洩漏可能的危害與嚴重性，以有效的時

間內加以控制，除降低災害的衝擊外，並可將災害模擬結果提供予管理者進行

平時減災、整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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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氧乙烷(EO)滅菌鍋爆炸危害預防改善 
陳淳綾、陳英正、方惠珊、周裕銓*、蔡名凱、廖書篁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 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通訊作者 

現況說明： 

隨著科技的進步，醫療技術也不斷的精進。為降低開刀對病患身體的負擔，

並加快病患復原的時間，許多傳統的手術已從開腹進化到顯微，甚至運用達文

西手術系統(3D 立體微創手術)，大大增加手術準確度及病患術後恢復速度。然

而，這些醫療器具的供應，皆有賴醫院供應中心的消毒與滅菌，以確保治療中

所使用到的醫療器具皆安全無菌，降低術後感染風險。 

也正因為這些醫療技術的進步，導致有不少的精密醫療儀器是不能用高溫

高壓甚至高濕來滅菌(如：橡膠製品的導管，塑膠製品的擴引器，神經刺激器等)。

由於環氧乙烷(EO)具有良好的穿透性，低溫環境即可使用(約 65℃)，且其是利

用烷基化原理而非氧化達到滅菌，故對物品損壞非常小，故為各醫療院所常用

之滅菌法。 

主要危害辨識： 

環氧乙烷是急毒性的化學物質(PEL-TWA=1ppm)，但其爆炸的風險也很高，

依 SDS其爆炸範圍為 3%~100%(危險度 H=32.33，閃火點：-20℃，沸點：11℃)，

其危險度是 95無鉛汽油(H=5.33)的 6倍。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為有效降低 EO鍋火災爆炸風險，在工程改善規劃上採下列原則設計： 

1.減量：將原本一個大型的 EO鍋，換成大小不一的 EO鍋，以因應不同的滅菌

量使用對應的 EO鍋，以降低 EO的使用量。 

2.隔離：EO鍋設置場所以負壓設計，將 EO局限在作業區內，以避免 EO溢散到

作業區外。同時將場所內的電氣設備改為防爆型。 

3.預警：在 EO鍋旁裝設偵測器，如有溢散立即警示由專人處理。 

改善前狀況說明：原有EO鍋設置僅有一個大型的，且未有任何隔離及預警措施。 

改善後狀況說明：依減量、隔離、預警原則重新設置規劃 EO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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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原有 EO鍋 

  
圖二、新購大型 EO鍋 圖三、新購小型 EO鍋 

 

成果及效益： 

 

 
圖四、EO 鍋室設置為負壓場所且鄰近道路，以便災害發生時便於搶救，且一側

牆面採弱牆設計，於爆炸瞬間能宣洩爆炸壓力，避免危害建築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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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EO鍋上方皆設置局部排氣裝置。 圖六、防爆型電氣設備。 

 
圖七、EO洩漏偵測器。 

 

結論： 

    任何危害預防應依消除、取代、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具等優先

順序，並考量現有技術能力及可用資源等因素，採取最有效降低風險的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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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健康促進結合手機應用軟體（APP）之探討 
游素禎、1.周裕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 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通訊作者 

現況說明： 

    近年來社會上逐漸認為企業除符合政府基本法令外，若能善進對員工照顧，

將有助在勞動市場中吸引更多優質人力，提升品牌知名度，進而提高國際形形

象與競爭力，另從人力資源角度觀察，員工找工作也不再單純地在意領多少薪

水，企業福利制度與環境更是考量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企業所舉辦之健康促

進活動往往被視為福利制度的項目之一，但是推行過程中，常會受部分時間、

空間因素等影響，將企業照顧員工之美意大大打了個折扣。 

 

主要危害辨識：健康促進。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利用網路上常見的健康管理軟體（APP）並搭配智慧型手機上的感測元件，

就能自動地、即時地量測員工健康基本資料，並將資料轉化成有用的資訊，打

造專屬員工健康管理的貼身秘書。 

 

改善前狀況說明：人工作業耗時，容易產生錯誤，並耗費大量紙張。 

改善後狀況說明：如附圖 1-6。 

 

成果及效益：不受傳統人工健康管理的時間、空間限制。 

結論： 

    企業亦可透過資訊技術，定期彙整、分析、追蹤員工健康情形，並針對測

量統計資料，提供員工個別化的健康服務，進而推展符合員工需求且系統性的

健康促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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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統化管理化學品，以因應近年化學品規範之變革 
徐意婷，吳泰全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前言： 

    近年來，化學品安全管理已是各先進國家首要之任務，台灣為因應各國家

化學品安全管理趨勢，亦致力於降低化學品危害風險，因此參照各國化學品管

理機制，針對化學品制定相關法令，從化學品源頭管理訂定新化學物質登記管

理辦法、依據 GHS 訂定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具有高風險物質訂定優

先管理化學品及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具有健康危害物質訂定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皆為強化我國化學品危害控制，以提升國

內化學品管理水平。  

    本改善為因應化學品管理規範變革，建立一套化學品源頭管理系統，單位

採購化學品前，需提交 RoHS 檢測報告及安全資料表，經由此套管理系統，透

過專業人員評估，確保廠商提供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目前藉由此套系統，已

審核共 258 筆化學品，此外，當安全資料表製表日期過期前兩個月，系統自動

通知單位人員索取更新版安全資料表，其中已更新版安全資料表共 356 筆(含既

有審查機制 98 筆)，審批過程中事先初步篩選優先管理化學品共 96 筆。 

    導入化學品源頭管理系統後，不僅達到初步風險控制，對於未來新修政府

法令，能藉由此套系統，做為有效化學品管理，以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並達到

製程安全、保護員工，降低對環境不良影響。 

壹、 研究動機 

在科技業、傳統產業使用的化學品已是製程中頻繁之事，此外，使用的化

學品種類日益漸增，順帶造就了經濟蓬勃發展，然而，化學品使用上仍有潛在

性的風險，將對人類、周遭環境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近年來各國對化學品

安全管理的重視，已成為全球重要的議題，我國為了順應這股趨勢，以風險角

度訂定管理機制並制定相關法令規範，因此，本改善案建立一套化學品源頭管

理系統，以因應化學品管理規範變革。 

貳、 研究目的 

1. 探討新建置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與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差異。 

2. 新建置化學品審查平台運用，作為初步風險管控，對於未來新修政府法

令，藉由此套平台作為有效化學品管理。 

3. 經由此套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系統，提供給有意提升化學品安全管理相

關單位參考，藉此降低化學品使用上所帶來的風險。 

 

參、 研究方法 

3.1 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 

各單位欲買進使用之化學品，由單位申請者向廠商索取危害物質限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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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報告與安全資料表

(Safety Data Sheet, SDS)，分別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給品管部門與環安衛部

門審查，審查通過後，自行列印文件，提交予文件管制中心(Document 

Control Center ,DCC，ISO 9001)核可使用，並以人工方式進行建檔，流程

如圖 1。 

 

圖 1 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流程圖 

 

3.2 系統性建置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 

    各單位欲買進使用之化學品，由單位申請者向廠商索取 RoHS 報告與

SDS，並連同化學品風險評估表單-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一併放置於化學

品審查管理系統，由單位主管核決，進入 RoHS 報告與 SDS 審查及化學品

使用上之風險評估審核，核可後，最後進入文件管制中心，統一分發文件

給予單位使用，核可記錄留存於系統，於請購時附上以核可 SDS，即可購

置化學品，系統介面如圖 2、流程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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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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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流程圖 

 
3.2.1 風險評估表單-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分成三大區塊，第一區塊由單位申請者填寫、第二

區塊由環安衛部門進行評估、第三區塊由最高主管核決。 

(1)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第一區塊，包含化學品使用區域、運送及存放量、

一天所投入化學品使用量、使用此化學品人數、使用此化學品有無排風

設備……等，詳如表 1。 

(2)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第二區塊，初步評估化學品成份中是否為優先管理

化學品、管制性化學品、或公告毒化物，並評估存放區域是否有潛在風

險以及人員對化學品潛在危害認知評估，詳如表 2。 

(3)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第三區塊，評定為管制性化學品及公告毒化物時，

再由最高主管同意是否購置使用，若同意購置則由環安衛部門於採購前

向相關政府單位申請許可使用，取得政府單位核可後，方得購至於場內

使用，詳如表 3。 



112 
 

表 1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 PA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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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 PART B 

 

18

19

20
select from drop-down

list
21

22 EH&S Approver's E-MAIL

23 EH&S Approver's E-MAIL

判定成份中是否為優先管理學品、管制性化學品、公告毒化物，並評估存放區域風險性以及人員是否了解化學品潛在危害及相

關教育訓練執行

-下表皆為下拉式選單，請於空白處進行填選

生產區域化學品儲存量超過一天使用量時, 需注意防止洩漏措施
依據優先管理化學品清單勾選(勾選√表示不符合清單定義,

勾選X表示符合清單定義及同時跳到 Part C 回覆)

評估是否造成電子廢棄物, 如果是的話可否下游資源處理商可處

理?

依據毒化物物質清單勾選(勾選√表示不符合清單定義, 勾

選X表示符合清單定義及同時跳到 Part C 回覆)

評估是否會聚集有害物質?    此有害物質為現有廢棄流化物的一部

份或是為新的廢棄流化物?

此有害物質容量將引起本廠區不同的危害範疇?

PART B.

廠區EHS專責人員風險評估及建議

SDS提出並讓員工知悉

危害的溝通訓練予以文件化 (包括每年回訓)

管理報表完成, 且不只限定工業衛生影響分析/安全影響分析/環境

影響分析等等

廢水收集及排出依照廢棄物管理作業規定

廠區ISO14001/OSHAS18001影響及風險更新予管理審查

依據管制物質清單勾選(勾選√表示不符合清單定義, 勾選

X表示符合清單定義及同時跳到 Part C 回覆)

有否將適時儲存及處理流程文件化依據環安衛變更申請作風險評估

有否將適時儲存及處理流程完成及文件化防護器具操作/使用及人員訓練

緊急應變適用於本廠區作業規範及人員訓練

需曝露於管制物質/毒化物員工每年依據法規要求檢測及散

氣集中處理
 使用低風險替代物質需使用完畢, 且需符合品質或客戶要求

問題 no. 18 此申請物質是否

依據化學品審核流程來分類

優先管理學品、管制性化學

品、公告毒化物

(下拉式選單)

問題 no.19 如回答Yes, 請直

接到Part C 予OP廠長簽核, 如

果回答No 就跳到問題 no. 21

(下拉式選單)

問題 no.19 回答No時, 需符合化

學品管理系統

(下拉式選單)

select from drop-down list

緊急應變設備適時補充庫存及維護

建立追蹤系統, 以記錄採購量及以各種名義進入廠區容量統計等等

儲存容器/容積/防溢盤/隔離等等需標示

承攬商已經過文件訓練系統

化學管理流程區分管制性化學品/毒化物

-下表皆為下拉式選單，請於空白處進行填選

管制物質/毒化物每天使用不得超過兩小時及超過20人使用
依據管制物質/毒化物進行工作區域工業衛生測試

及顯示該氣體聚集需低於TWA或PEL平均容量使用最多 8 小時的

1/2

備註理由 - 指 EHS專責人員退件或最後審核情況勾選不符合√

EHS初審

EHS複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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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 PART C 

24

25 OPS MANAGER E-MAIL

26.

     

     

     

 

27.

     

     

     

 

28.

     

     

     

 

EH&S Approver's E-MAIL

29.

     

     

EH&S Approver's E-MAIL

mixed in open container with local ventilation

EHS複審

備註理由 - 指 EHS專責人員退件或最後審核情況勾選不符合√

被OP廠長退件理由陳述

核准管制物質或毒化物

問題 no. 20 回覆 Yes 是管制(總部

列管及台灣法規列管),高風險物質

或毒化物, 詢求OP廠長核准使用

(下拉式選單)

完成上述 18 項目EHS專責人員評

估後決議准許使用 or 退件

(下拉式選單)

EHS初審

PART C.

廠區OP廠長審核管制類or毒化物

廠區EHS專責人員是否呈報OP廠長

(下拉式選單)

OPS MANAGER's APPROVAL

(下拉式選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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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導入，所產生之效益包含縮短化學品請購時間、資料內

容趨於完整、化學品請購前初步風險評估、源頭管理機制利於相關化學品申報、

核可文件公開化利於製程發展以及系統主動追蹤並通知文件即將到期，利於化學

品安全管理效能提升。 

一、 化學品請購時間縮短 

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是以電子郵件方式作為審查，簽核方式需藉由人工進行

跟催，另外可能埋沒於眾多信件當中，尋找信件可能就需花費 5-10 分鐘，因而

延遲審查，預定請購時程也將往後推遲，嚴重將影響製程之發展。化學品審查管

理平台導入，系統自動提醒進行審核，將未審核之文件，系統自動分類至待審核

區域，因此無須耗費時間找尋須待審核之文件，加速審核流程，連帶請購時間也

一併縮短，對於研發單位欲開發使用之測試化學品，亦能如期請購測試使用。 

二、 資料完整性 

過去審查模式，RoHS 報告由單位申請者自行發送電子郵件給予品管部門審查，

SDS 則是自行發送電子郵件給予環安衛部門進行審查，這樣的審查流程無法確保

單位確實將這兩份資料提交給審核者，因此，在外部稽核被列為次要或主要缺失，

另外，在資料上的找尋也需耗費不少時間及人力，對於事業單位也將是另一項的

成本耗費。 

從原本獨自兩條審查程序，一條為 RoHS 審查、另一條為 SDS 審查，整併成

一條化學品審查程序，簡化審查流程，申請者對於流程也能更加清楚明瞭，化學

品審查平台使用對於申請者相當便利，表單填寫完成並附上 RoHS 報告及 SDS

後，點選送審，系統自行提交至品管單位審查，審核通過，系統再送至環安衛部

門審查，完成以上審查，最後到文件管制中心進行文件發行。 

化學品相關的 RoHS 報告及 SDS 資料，將儲存於平台，化學品相關資料將完

整保存，達到符合廠區所訂定的規範，在往後的客戶稽核或是外部稽核，能立即

調閱提供所需的相關資料，顯示導入的化學品審查系統，確實對於化學品資料管

控有極大的助益。 

三、 化學品初步風險評估 

化學品具有潛在的危害，因此須建立風險評估機制，申請者對於欲購買的化

學品需填寫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評估存放區域、一天投入化學品使用量、化學

品使用時數及人數、使用地點及是否有相關排氣設備，作為環安衛人員評估化學

品購置後，將可能面臨的風險性。 

此外，針對往後盛裝化學品容器是否先進行標示、使用化學品人員是否接受

危害性化學品通識課程、洩漏處理緊急應變以及最後的廢液處理程序是否皆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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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需進行判定，對於化學品使用上所可能帶來的危害，將能降至最低，以達到

可接受之風險。 

另外，透過單位危害物質評估申請單的填報，以及由環安衛人員審查核可的

SDS，對於勞動部訂定法規-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將能確實依照法

規每三年執行一次化學品分級管理。倘若因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需採購新

的化學品，而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利用建置的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將可在

變更前後三個月內，再次進行評估與分級。 

四、 利於相關化學品申報 

透過 SDS 第三項成份辨識資料提供的 CAS NO.，初步先行核對勞動部優先管

理化學品、管制性化學品清單及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先行判定是否為列

管之項目，於系統上予以標記，後續的申報作業或是申請許可使用，可先行調閱

相關資料。 

經由導入的化學品審查系統，目前初步篩選優先管理化學品共 96 筆，針對往

後政府單位陸續所公告的列管化學品，事業單位亦能快速的因應，配合政府機關

所訂定法令法規的要求。  

五、 核可文件公開化利於查詢 

過去的化學品相關審核資料保存於電子郵件，核可紙本文件存放於文件管制

中心，單位倘若需搜尋化學品相關資料，需於文件管制中心調閱紙本資料，因此，

既有資料保存與資料搜尋方式，對於單位或者審核者極為不便利。 

化學品管理審查系統為一公開交流平台，審查與資訊為公開化，已審核完成

的文件，各單位於系統上皆可做查詢，如圖 4，因此，不受限於地點，單位能迅

速取得廠內使用化學品資訊，對於研發單位在製程開發能相互交流，故連帶在製

程發展上將能有所突破。對於環安衛人員，撰寫每半年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時，需

使用的參數，如健康效應等級、暴露危害等級，在過往於文件管制中心調閱紙本

資料，找尋安全資料表的時間，將影響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撰寫的進度，核可文件

公開化，將可直接於系統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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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查詢介面 

六、 系統主動追蹤並通知文件即將到期 

早期尚未導入系統，適逢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

文件三年一到期，須由廠商重新審視其內容正確性，以及更近年的 MSDS 改版成

SDS，皆透過文件管制中心人員彙整其資料，並發送電子郵件予原申請者，告知

需向廠商索取新版的安全資料表，過去的化學品文件管理的做法，著實耗費不少

時間管理且成效有限，無法有效性地追蹤。 

化學品審查管理系統於 2015 年 10 月正式導入，目前藉由此套系統，已審核

共 258 筆化學品，此外，當安全資料表製表日期過期前兩個月，系統自動通知單

位人員索取更新版安全資料表，其中已更新版安全資料表共 356 筆(含既有審查

機制 98 筆)。 

系統導入著實改善原本文件管理所遇到的困難點，原先以人力通知文件更換

工作以系統取代，業務量因此而降低，故對於管理者工作負荷與承擔的壓力將大

幅降低。 

七、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相關作業時間及成本下降 



118 
 

單位提交的 RoHS 報告與 SDS，以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審查 200 筆資料耗時

約 100 小時，以化學品管理審查平台審核 200 筆資料耗時為 34 小時;在每半年撰

寫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以既有審查模式，調閱紙本資料需耗時 30 小時才可完成

計畫的撰寫，將審核資料公開化，放置於學品管理審查平台，約 20 小時可完成

計畫撰寫;在優先管理化學品申報的部分，以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耗時 75 小時

完成申報，以化學品管理審查平台模式，耗時約 45 小時完成申報;在化學品分級

管理的部分，既有審查模式耗時 35 小時完成化學品分級管理，以化學品管理審

查平台模式，則耗時 20 小時完成化學品分級管理，如表 4。 

將時間以每小時 250 元計算，轉換為成本進行比較，以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

模式在資料審查、撰寫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化學品申報及化學品分級管理，時間

成本顯著低於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以整體時間成本計算，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

模式將能降低時間成本約 39.4%，詳如圖 5。 

表 4 既有審查模式與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時間比較 

  既有化學品審查模式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模式 

200 筆資料審查時間(小時) 100 34 

每半年撰寫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總時數(小時) 30 20 

優先管理化學品申報作業時間(小時) 75 45 

化學品分級管理作業時間(小時) 35 20 

 

 

圖 5 既有審查模式與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時間成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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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導入確實改善既有審查程序的瑕疵，簡化原先複雜審查

程序，也減少人力資源的耗費，對於使用者請購化學品時間將能縮短，化學品相

關資料亦能確實保存，審核過程中所進行的風險評估，能先行掌握化學品即將帶

來的風險。藉由源頭管理機制，先做初步核對、判定是否為列管物質，利於後續

申報作業，另外，在每半年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撰寫、化學品分級管理所需使用的

化學品相關資訊，透過化學品審查管理平台公開化的資訊，在查詢資料時更為便

利，因此而縮短作業時間，導入的化學品管理審查平台，對於未來政府新修法令，

將能做為有效性化學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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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改善案(以熱熔機設備安全防護改善為例) 
黃郁真、吳泰全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近年來工業發展演進與競爭化，為了因應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的型態，使得

針對這些機械設備安全的評估與改善，本改善案運用風險評估工具，針對某一製

程單位機械設備作業進行風險等級評估判定，決定需改善項目納入工程改善與效

益評估。   

主要危害辨識： 

  本改善案為公司內作業人員進行機械設備作業下，除暨有安全防護機制下，

作業人員藉由公司風險評估模式，以壓合機械設備的作業型態進行危害分析，確

認可能發生的危害來源，進行風險評估，再針對所評估出的風險點提出可行的解

決方案。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以風險評估工具，針對製程進行風險等級評估判定，發現可能因設備防護的

不完善，及作業人員自身作業性可能導致的事故的風險性評估，針對風險等級較

高的項目納入優先改善，並依據改善後的結果進行效益的驗證。  

改善前狀況說明： 

  依據單位所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結果，經統計後發現不可接受風險類型

的分佈，主要分別為設備防護不足所佔比例 67%為最高，其次為作業方法的不正

確約佔 19%，最後為作業人員作業不慎約佔 14%，故依照不可接受風險等級所佔

比例最高的防護設備不足部份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方案，進行改善與驗證。 

改善後狀況說明： 

  本次機械安全防護改善案成效性評估而論，改善結果對作業人員的影響性甚

低，且該改善案的模式具模組化及標準化的作業標準，對於新設備或製程開發時

為重要的考量點，可達成安全作業與符合產能效率的結果；而設備開發端時期更

依據 CNS 標準等事項納入開發前的採購機制及設計端開發時的溝通事項也證明

具其效益性，證明此改善案不影響生產效率與成本的情況下可同時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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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效益： 

1. 增設安全防護，降低機台操作風險。-調查結果中顯示，本改善案並不影響性

既有作業方式，符合作業人員安全作業期待 

2. 標準化、模組化的安全防護機制-模組化的設計可適用於相關機台設備及提供

他廠機械設備防護改善參考資訊 

3. 未來開發機械設備的安全採購與設計標準文件化-確保所採購之項目符合法

令規範及廠區作業安全期望，依據國際標準及 CNS 機械安全防護評估後採取

前端的評估考量  

結論： 

  本公司 104年獲得工安五星獎章，公司對於提昇作業人員安全非常支持，並

強調 Safety First 理念，願意投資安全改善及鼓勵性的安全提案獎金於所有員

工上，以本次改善成功案例，除臺中總廠進行改善外，海外廠也紛紛提出希望給

予協助與提供範例，顯示改善成效與模組化的驗證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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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輔導常見的電氣設施危害與改善 
伍耀璋 

晉安工業安全工礦衛生技師事務所 

現況說明： 

  工作場所內設備接地系統失效、線盒及插座破損電線裸露、開關箱未裝置中

隔板防護、工業用扇損壞馬達線圈裸露等、交流電焊機焊柄絕緣破裂、二次側無

絕緣防護及未裝設自動防電擊裝置等。 

主要危害辨識： 

巡檢廠內設施辨識有否感電、燒灼傷、受靜電引起之火災、爆炸及其他因電

擊而產生二次災害(墜落、滾落、跌倒)等。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將辨識結果缺失彙整，改善方式如下: 

1. 設備接地系統失效:重新規劃設計裝設系統接地，接地電阻低於 10Ω以下。 

2. 開關箱內電源線端子有接觸之虞:增設中隔板(護板)隔離，讓帶電的電氣設備

或線路與工作者分開或保持距離，使之不易碰觸。 

3. 插座破損電線裸露: 插座重新更新整理增加絕緣防護。 

4. 開關線盒脫落電源線端子有接觸之虞:重新安裝讓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路與

工作者分開或保持距離，使之不易碰觸。 

5. 工業用扇損壞馬達線圈裸露:修復絕緣護套隔離，讓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路與

工作者分開或保持距離，使之不易碰觸。 

6. 交流電焊機焊柄絕緣破裂、二次側無絕緣防護及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更換具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的電焊柄；二次側增設絕緣防護及增設安全

保護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改善前狀況說明：如圖 1~圖 8。 

改善後狀況說明：如圖 1~圖 8。 

成果及效益： 

  電氣作業無感電之虞，降低感電危害之風險，進而保障事業單位及工作者之

生命財產安全，降低職業災害的發生。 

結論： 

  人體感電災害(電撃)與通過人體電流的大小、時間、頻率、人體路徑體重等

有關，電擊的衝擊而產生墜落、滾落、跌倒二次災害及感電所致的灼傷。因此如

何做好感電預防，乃當務之急，其方法如下: 

1. 實施承攬商電氣設備入廠的查驗機制。 

2. 廠內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3. 電氣作業應停電才作業，並於開關實施必要之上鎖、標示或 派員監視。 

4. 臨時用電及潮濕易感電之處所，應裝設漏電斷路器保護。 

5. 電氣設備裝置非帶電之金屬外殼應實施設備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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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流電焊作業時應採用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之電焊機。 

7. 電氣設備之帶電部分，應設置護圍（護罩）或絕緣被覆，如開關箱內電源線

端子有接觸之虞者，以中隔板(護板)隔離。 

8. 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任意裝設及維修電氣設備。作業時應確實檢電，

不明線路視為活線。 

9. 活線作業時應使用絕緣用防護具及活線作業用器具，如使用絕緣棒、絕緣工

具及絕緣作業用工程車之作業吊桶等。 

10. 防止電氣設備及線路遭受外來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的措施。 

11. 接近或可能接觸帶電設備之作業，為防止感電應使用絕緣防護具及裝備，如

穿戴絕緣手套、絕緣鞋、絕緣護肩、電工安全帽。 

12. 作業時絕不以濕手或潮濕之操作桿操作開關之啟閉。 

13. 電氣危險場所應明確標示並禁止未經許可之人員進入。 

14. 在某些工作場所，由於其導電性良好且作業時人體易汗濕，因此其使用電壓

必須限制在安全電壓範圍內，以防止觸電時發生感電災害。 

15. 在某些允許或特殊的作業情況或工作場合，可以考慮以直流電或電池的方式

供電。 

16. 停電作業的管理與告知。 

17. 其他依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圖 1設備接地系統失效 圖 2重新規劃設計裝設系統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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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開關箱內電源線端子有接觸之虞 圖 4增設中隔板(護板)隔離 

  

圖 5插座破損電線裸露 圖 6插座重新更新整理增加絕緣防護 

  

圖 7開關盒脫落電源線端子有接觸之虞 圖 8重新安裝護套隔離帶電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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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包裝區工作站，設置自動化輸送系統，減少作業人員因重複性作

業，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張永承、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後段包裝區工作站』因作業人員重複性作業，促發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主要危害辨識：職業病-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透過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使用人因工程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確

認有危害之勞工的製程作業為『後段包裝區工作站』，依關鍵指標法(KIM檢核表)

之人因工程評估方法，評估風險等級。 

改善前狀況說明： 

    後段包裝區工作站，作業人員作業方式必須要彎曲膝蓋、身體前傾，雙手將

箱子拉出進行包裝作業，工作頻率約 100次/天、紙箱高度 44CM。 

關鍵指標法(KIM)=（荷重評級點數+姿勢評級點數+工作狀況評級點數）× 時間評

級點數 = 風險值(評估風險等級)4*( 2+4+0)=24 

 

  

改善後狀況說明： 

    改善後後段包裝區製程作業：後段包裝區工作站，設置自動化輸送系統，改

變作業人員工作高度(工作椅高度約 51CM)，以自動化輸送系統，減少作業人員因

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關鍵指標法(KIM)=（荷重評級點數+姿勢評級點數+工作狀況評級點數）× 時間評

級點數 = 風險值(評估風險等級)4*( 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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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效益： 

(1)避免作業人員不良的工作姿勢工作。 

(2)降低手部、腰部、膝關節之肌肉骨骼不適症的發生。 

(3)包裝紙箱靠近作業人員身體，減少雙手騰空負荷產生。 

(4)自動化輸送系統，減少人員重複性動作產生疲勞感。 

結論： 

人體工學思考觀點： 

(1) 改變作業人員作業姿勢，減少手部、腰部、腿部、膝關節過負荷使用，導致

促發肌肉骨骼傷害。 

(2) 後段包裝區工作站進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表鑑別後，依關鍵指標法(KIM檢

核表)顯示，姿勢評級點數可以從彎腰前伸所得 4分，降為驅幹稍微向前彎曲

所得 2分，工作情況評級點數可以降低為 0，風險等級為 24分降為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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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升降台車取代人工搬運作業，減少作業人員因重複性作業，促發

肌肉骨骼傷害 
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人工搬運作業』因作業人員重複性作業，促發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主要危害辨識：職業病-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透過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使用人因工程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確

認有危害之勞工的製程作業為『人工搬運作業』，依關鍵指標法(KIM檢核表)之人

因工程評估方法，評估風險等級。 

改善前狀況說明： 

    吹膜製程完工後，將薄膜成品(50KG)從捲取機台上，以人工搬運方式取下，

放置成品暫存區，搬運次數 40次/天、薄膜成品重量 50KG。 

使用關鍵指標法(KIM)=（荷重評級點數+姿勢評級點數+工作狀況評級點數）× 時

間評級點數 = 風險值(評估風險等級)2*( 25+8+0)=66 

  

 

改善後狀況說明： 

    吹膜製程完工後，將薄膜成品(50KG)從捲取機台上，以升降台車取代人工搬

運方式取下，放置成品暫存區，減少人工搬運。 

關鍵指標法(KIM)=（荷重評級點數+姿勢評級點數+工作狀況評級點數）× 時間評

級點數 = 風險值(評估風險等級)2*( 25+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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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效益： 

(1) 以升降台車代替人工搬運，可以避免作業人員，以彎曲軀幹姿勢搬運薄膜成

品。 

(2) 避免作業人員因不安全搬運行為，導致肌肉骨骼傷害。 

(3) 降低肌肉骨骼(手部、腿部肌肉)不適症的發生。 

結論： 

人體工學思考觀點： 

(1)避免作業人員不良的搬運姿勢，導致下背痛傷害產生。 

(2) 避免人員因重複性之人工搬運作業，促發肌肉骨骼之傷害。 

(3) 作業人員搬運 40公斤以上之物品，利用升降台車代替人工搬運，減少過度施

力，產生危害。 

(4) 套標機之後段視檢作業，進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表鑑別後，依關鍵指標法

(KIM檢核表)顯示，姿勢評級點數可以從軀幹彎曲前伸同時扭轉所得 8分，驅幹

稍微向前彎曲或扭轉所得 2分，工作情況評級點數可以降低為 0，風險等級為 66

分降為 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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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作業姿勢，提供靠背之坐椅取代連續站立作業方式 
楊子霆、吳惠炘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人員視檢作業』，因套標機之後段視檢作業，作業人員長時間站立，日積月累

會形成累積性傷害，勞工身體易導致疲勞、痠痛、不舒服之抱怨。 

主要危害辨識： 

職業病-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透過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依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主動抽樣實施勞工自覺症

狀調查，使用『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 (引用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NMQ)，確認有危害之勞工的製程作業為『人員視檢作業』，因套

標機之後段視檢作業，作業人員長時間站立，日積月累會形成累積性傷害，進行

進階人因工程改善，改善方式為，改變作業姿勢，提供靠背之坐椅取代連續站立

作業方式工程改善後重新實施『肌肉骨骼症狀調查表』，勞工身體沒有疲勞、痠

痛、不舒服之抱怨。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狀況說明： 

套標機之後段視檢作業，作業人員連續站立，工作時間 1人/7HR。 

改善後狀況說明： 

套標機之後段視檢作業，改變作業姿勢，提供靠背之坐椅取代連續站立作業方

式。 

成果及效益： 

(1) 減少作業人員因長時間站立，下肢疼痛、足底筋膜炎、膝關節病變、髖關節

炎、腕隧道症候群…等不適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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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靠背之坐椅取代連續站立作業方式工程改善後重新實施『肌肉骨骼症狀

調查表』，勞工身體沒有疲勞、痠痛、不舒服之抱怨。 

結論： 

人體工學思考觀點： 

(1) 當挺直站立時，腰部脊柱(緊接臂部上方腰線凹進部分)會自然地向前或向內彎

曲(凹內或前凸)，自然的腰椎前凸，會使脊柱的椎骨群，以幾近縱軸的形式，

通過骨盆和股骨而成一直線，長時間累積同樣姿勢，該部位累積壓力，造成

刺痛、發麻、痠痛。 

(2) 避免作業人員長時間站立，若不能及時舒解疲勞，日積月累會形成累積性傷

害，造成發炎或退化，危害健康。 

(3) 改變作業人員作業姿勢，設置有靠背之座椅，減少下肢疼痛或傷病。 

(4)  壓把式座椅，可依勞工身體高度之不同，升降調整座椅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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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感電危害預防實務 
潘美娟 

星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說明： 

一般在製造業工廠內，工作場所中最常發現之電氣設備不安全問題為： 

1. 電氣器材及電線沒有護圍或絕緣被覆，工作人員於作業中或通行時，可能

因接觸 (或經由導電體而接觸)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危害。 

2. 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於臨時配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

電燈等，沒有防止觸及燈座帶電部分引起感電或燈泡破損，而發生危險事

故。 

3. 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

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

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電動機具之連接電路上沒有設置適合

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防止感電用之漏電斷路器。 

4. 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損壞，無絕緣耐力及耐熱性功能。 

5. 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配線或移動電線絕緣被破壞，導致工作人員可能

發生感電危害。 

6. 在良導體機器設備內從事檢修工作時，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具，電壓超過

二十四伏特。 

改善方法及措施： 

1. 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2. 工作人員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或接近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致發生感

電危險之位置加裝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3. 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於臨時配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電

燈等更換為 LED照明燈具，防止工作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而引起感電或燈

泡破損而引起 之危險。  

4. 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

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

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加裝適合該電動機具規格，且具有高敏感度、

高速型，能確實動作防止感電用之漏電斷路器。 

5. 電焊作業時使用之焊接柄，全面更換為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  

6. 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加裝蓋板，防止電

線絕緣被破壞引起感電危害。  

7. 在良導體機器設備內從事檢修工作時，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具，全面改為電

壓不得超過二十四伏特之 LED照明燈具。若 LED照明燈具有導線須為耐磨損

及有良好絕緣，並不得有接頭。  

8. 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

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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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得於通路上使用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  

改善前狀況說明：電源開關盤未裝中隔板，操作人員可能誤觸裸露處發生的危

險。 

 
改善後狀況說明：已在電源開關盤內加裝中隔板，避免操作人員誤觸裸露處發生感電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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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狀況說明：延長電源線插頭及電源破損，用絕緣膠帶包裹處已破損或脫落。 

  

 
改善後狀況說明：將破損之延長電源線報廢，購置新的延長電源線。 

 

改善前狀況說明： 

    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於臨時配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電

燈等，沒有防止觸及燈座帶電部分引起感電或燈泡破損措施。在良導體機器設備

內從事檢修工作時，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具，電壓超過二十四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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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狀況說明： 

    連接於移動電線之攜帶型電燈，或連接於臨時配線、移動電線之架空懸垂電燈等

更換為 LED 照明燈具，防止工作人員觸及燈座帶電部分而引起感電或燈泡破損而引起

之危險。在良導體機器設備內從事檢修工作時，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具，全面改為電

壓不得超過二十四伏特之 LED 照明燈具。若 LED 照明燈具有導線須為耐磨損及有良好

絕緣，並不得有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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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狀況說明：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損壞，無絕緣耐力及耐熱性功能。 

  
改善後狀況說明：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更換為有絕緣耐力及耐熱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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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作業呼吸防護具的使用計畫 
黃奕孝 

呼吸防護具為保護勞工的最後一道防線，當作業場所中有害物逸散時，首

先應利用工程控制的方式來進行改善，唯有在工程控制無法發揮效用時或是在

執行臨時性作業時，才可使用呼吸防護具。所以，依規定要使用呼吸防護具的

場合大都是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超過容許濃度標準的不良場所，如果啟動了

這最後一道防線，又不注意呼吸防護具的管理，將使得勞工承受有害物的直接

威脅，所以呼吸防護具應該有計畫的使用，同時計畫管理者應該擁有基本的常

識，才能使避免爭議保護勞工健康。 

呼吸防護具種類繁多，使用及保養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如果沒有做好管

理，將達不到保護的目的，目前國內法令雖然沒有硬性規定必須要訂定呼吸防

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但是此管理計畫是對外界証明雇主善盡保護勞工健康的

最佳工具，也是保障勞工避免遭受作業場所有害物危害的有效方式之一。事業

單位如果沒有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只是單純發給現場勞工呼吸防護具，

絶對會遺漏許多重要的工作，而使勞工直接的暴露到有害物，失去佩戴防護具

之基本意義。因此應制定 

完整的呼吸防護具管理，應包括：劃分相關人員職責、依健康狀況調查作

業人員是否可使用呼吸防護具、選擇適合的呼吸防護具、呼吸防護具的使用與

訓練、呼吸防護具的使用期限、呼吸防護具的管理及保養、呼吸防護具使用及

管理計畫定期評估、紀錄保存等項目，針對鉛作業制定呼吸防護具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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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分相關人員職責 

為了使防護具能夠更有效的使用及管理，避免某些重要工作無人負責，必

須劃分各級人員之職責，並揭示讓各層級人員瞭解遵守。職責之劃分可依據公

司內之特性規劃，並沒有一定的規範，但應涵蓋擬定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之

基本需求，主要包括雇主、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採購人員之職責及現場作業人

員之職責，其相關職責以表 5 說明。 

表 5 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職責表（參考例） 

人員 職責 

雇主 
1. 提供數量足夠並能保障員工健康安全之防護具。 

2. 建立並實行適合各作業環境之防護具使用計畫。 

勞安人員 

1. 選擇合用的呼吸防護具。 

2. 實際建立並推動計畫之進行。 

3. 將雇主安全衛生之理念告知現場作業人員，並將

現場作業人員對安全衛生之要求讓雇主知道。 

4. 提供防護具相關資訊及督導使用情形。 

5. 呼吸防護具儲存。 

採購人員 1. 購買呼吸防護具。 

現場作業人員 

1. 依照正確之使用方法穿戴、檢查防護具。 

2. 使用後保持清潔、保養維護並檢視是否有損壞，

若有損壞呈報防護具計畫管理人員更換之。 

作業主管 

1. 依公司規定，督促現場作業人員確實使用防護

具。 

2. 反應現場使用狀況。 

 

（二）依健康狀況調查作業人員是否可使用呼吸防護具 

作業人員在使用呼吸防護具前，需檢查是否有或曾有呼吸方面的疾病史

(表 6)，若檢查結果有罹患氣喘、肺氣腫等肺部疾病，應注意若戴上呼吸防護

具是不是會有可能發生意外危險。因此最好避免該人員從事需使用到呼吸防護

具之作業，若無法避免使用呼吸防護具時，也需對於這些人員特別記錄，並注

意該人員使用呼吸防護具之情形，若有不適，應將該人員移動至空氣流通之處

所，脫下防護具並送醫處理。 

表 6 使用防護具之作業人員健康狀況檢點表 

姓名 健康檢查狀況 醫師綜合意見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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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山 1.有呼吸系統疾病或不適

症狀 

是否 

2.心血管疾病 

是否 

3. 其他： 

可佩戴呼吸防護具 

不適合佩戴呼吸防

護具 

 

備註：有肺部呼吸系統疾病的人，使用呼吸防護具時可能加重病情，必需特

別小心。 

 

（三）選擇合適的呼吸防護具 

1. 選用通過認證的呼吸防護具 

在使用呼吸防護具的過程中，為保護員工避免暴露到有害物，確實選用

通過認證標準的呼吸防護具，比較有保障。如：美國 NIOSH 認證、歐盟 EN 

149：2001 認證、日本工業規格(JIS)標準及 CNS 國家標準等。 

2. 瞭解作業現場危害因子或化學物質 

瞭解各部門各製程中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及可能受到暴露的作業人員是

選擇及分配呼吸防護具的重要工作，針對各部門之各項例行性及非例行性作

業（如機台故障維修、保養），應有系統的進行調查盤點並留存紀錄，作為

選用防護具之依據，調查結果可以填入表 7。 

表 7 作業現場危害調查及呼吸防護具選用表 

部門名稱 作業別 作業區域 
可能暴露到的

有害物 

作業人員姓名

或工號 

防護具種類 

（廠牌、型號） 

      

3. 選擇呼吸防護具的廠牌及型號 

鉛蓄電池、硬脂酸鉛、鉛粉、鉛錠製造業勞工可能暴露到的有害物為含

鉛粉塵或燻煙，而在鉛蓄電池、鉛錠製造業的勞工另外還可能暴露到硫酸，

因此，在一般沒有缺氧、沒有超過立即致死濃度（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IDLH）的狀況下，可參照表8所列數種廠牌(部份代表性廠牌)，

針對防護有機溶劑或粉塵問題來選用市售的呼吸防護具，表內所列之防護具

皆是通過相關認証，功能符合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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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市售呼吸防護具種類（部分廠牌） 

廠牌 
防護的有害物

種類 

呼吸防護具 

類型 
口罩/面罩型號 

過濾罐型號 

/種類 

注意 

事項 

3M 

鉛塵、鉛燻煙 
拋棄式口罩 

9010、8200、8110、8210、

8511、9210、9211 等 
- 

作業現場氧氣

濃度低於 18％

時，不可使

用。 

防塵面罩 半面罩-6000 系列 2291 / 粉塵過濾片 

硫酸 防毒面罩 半面罩-6000 系列 6002 / 酸氣過濾罐 

鉛 塵 、 鉛 燻

煙、硫酸 
防毒面罩 半面罩-6000 系列 

6002 / 酸氣過濾罐 

5N11 / 粉塵過濾片 

Dräger 

鉛塵、鉛燻煙 

拋棄式口罩 X-plore 1310、1710 - 

防塵面罩 X-plore 2100 固體顆粒濾心 882 

硫酸 防毒面罩 

X-plore 4300（單罐） 
粗粉塵濾心、674 P2R、

674P3R 

X-plore 3000（雙罐） X-plore P2 R 濾棉 

鉛 塵 、 鉛 燻

煙、硫酸 

防毒面罩 X-plore 4300（單罐） 672 A1B1-P2RD 

防毒面罩 X-plore 3000（雙罐） 

P1 NR Pad（粉塵過濾

片）+671 A2B2 過濾罐

或 671 B1E1 濾罐 

重松 

鉛塵、鉛燻煙 
拋棄式口罩 

DD01S1、DD02S1、DD02S1、

DD02S2 、 DD01VS1 、

DD02VS1 

- 

防塵面罩 DR31C2 C2 

硫酸 防毒面罩 GM28 過濾酸氣濾毒慣 

鉛 塵 、 鉛 燻

煙、硫酸 
防毒面罩 GM28 

過濾酸氣濾毒慣+粉塵

過濾片 

備註：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產品不論是抛棄式、簡易型、杯狀或附活性碳布的口罩，只要是沒有濾毒罐，都只有防

塵(懸浮微粒)的作用(或防臭)，因此若是塗料業的有機溶劑（及粉塵）作業場所，其現場濃度超過容許濃度

標準，絕對不能使用這些種類的口罩。 

 

若使用拋棄式防塵口罩，建議可使用摺疊式的口罩（如圖 6 所示），因

此類型口罩因為可以摺疊，所以脫下來時口罩內側不易接觸到鉛，口罩不易

受到污染。 

 
圖 6 摺疊式拋棄式防塵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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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護具選用紀錄 

選定呼吸防護具後，應確實將使用之防護具種類及使用地點或作業進行

記錄，或使用表 9 的格式規範需使用的人員及呼吸防護具的種類。 

表 9 呼吸防護具選用紀錄 

 XX（股）公司 下列人員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才可在有害物工作場所工作 

姓名 
可能暴露的 

有害物 

選定的呼吸防護具 

(廠牌/型號/大小/數量) 

更換 

頻率 

其他 

防護具 

     

 

（四）呼吸防護具使用與訓練 

1. 呼吸防護具佩戴 

正確的佩戴呼吸防護具，才可讓呼吸防護具發揮效用。對於每位新進員

工及現場作業員工，每年定期訓練其正確的呼吸防護具佩戴方法，並且確實

要求所有員工，皆以正確的方式佩戴呼吸防護具，防護具的佩戴方式將因所

選擇的防護具型式而稍有不同，各單位應依圖文對照的方式將防護具佩戴方

式清楚的表示，如佩戴方式範例如表 10 所示。每次佩戴呼吸防護具應該要

進行簡易的正負壓檢點以確定是否佩戴正確。 

 

 

表 10 呼吸防護具佩戴方式 

種類 圖例與說明 

防毒/防塵 

面罩 

【步驟 1】 

 

 

把頸帶之扣子扣上後套到頸部的地方。 

【步驟 2】 

 

 

 

將面具覆蓋到口部及

鼻部的位置後，再把頭

帶繞過頭部置於後腦

杓的地方。 

【步驟 3】 

 

 

 

將頭帶固定在後腦杓適當

位置，用雙手同時拉緊頭戴

讓臉部與面具完全密合。 

拋棄式口罩 

 

【步驟 1】 
 

把口罩放置手掌中，讓

金屬鼻夾位於指尖

處，且讓頭帶自然的垂

下  

【步驟 2】 
 

戴上口罩後，讓金屬鼻夾位

於鼻梁上，調整口罩緊貼面

部，先將上端的頭帶固定在

頭頂適當位置，調整頭戴確

定正確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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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圖例與說明 

 

【步驟 3】 
 

再將下端的頭帶拉過

頭頂置於頸部的地方。 

 

【步驟 4】 
 

再將金屬鼻夾向內按壓，直

到金屬鼻夾完全按壓成鼻

梁的形狀為止。 

 

2. 呼吸防護具正負壓檢點與密合度測試 

正負壓檢點的方法較為簡單，不需要任何儀器設備及試劑即可進行，因

此員工每次佩戴呼吸防護具時應確實要求立即利用簡單的正負壓檢點來檢

查，以簡易的方式來瞭解呼吸防護具是否有正確佩戴。在防毒/防塵面罩方面，

正壓檢點的方式，先將出氣閥以手掌或其他適當方式封閉後，再緩慢吐氣，

若面體內的壓力能達到並維持正壓，空氣無向外洩漏的現象，即表示面體與

臉頰密合良好；負壓檢點的方式，使用適當的方式阻斷進氣，再緩慢吸氣，

使得面體輕微凹陷，若在 10 秒鐘內面體仍保持輕微凹陷，且無空氣內洩的

跡象，即可判定該防護具通過檢點（如圖 7 所示）。在拋棄式防塵口罩方面，

正壓檢點的方式為先以正確的方式佩戴好口罩，用雙手罩住口罩，用力呼氣，

如果發現空氣從口罩鼻梁兩側或邊緣溢出，則必須從新調節鼻夾或頭帶的位

置。調整後再從新進行測試，直到空氣不會從口罩鼻梁兩側或邊緣溢出為止。

而負壓檢點的方式為用雙手罩住口罩，用力吸氣，看看口罩是否有稍微向內

凹陷，若是沒有向內凹陷，則必須從新調節口罩的位置，調整後再從新進行

測試，直到有向內稍微凹陷為止。拋棄式口罩正負壓檢點方式如圖 8 所示。 

 

  

步驟一：用手蓋住出氣閥 步驟二：慢慢吐一口氣，感覺空氣是否由面體周圍洩

漏，若沒有，則表示通過正壓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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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用雙手分別蓋住濾毒罐 步驟二：用力吸一口氣，感覺面體是否有凹陷，若有，

則通過負壓檢點。 

圖 7 防毒/防塵面罩正負壓檢點 

 
圖 8 拋棄式防塵口罩正負壓檢點 

 

除了簡易的正負壓檢點之外，還需進行定性及定量密合度測試，其中定

性及定量密合度測試比起簡易的正負壓檢點更能夠檢測呼吸防護具是否有

正確佩戴，但定性及定量密合度測試需利用到較為複雜的檢測試劑及儀器工

具，因此檢測起來較為不便，不適合在每次佩戴好呼吸防護具後立即檢測；

密合度測試流程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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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呼吸防護具密合度測試流程 

 

 

呼吸防護具定性密合度測試是利用嗅覺的方式來測試是否有佩戴正確。

主要是利用香蕉油來進行測試，因香蕉油的嗅味閾值很低（約為 0.22 ppm），

且對於人體的危害性不高，因此拿來作為測試呼吸防護具定性密合度測的試

劑。 

（1）測試所需之器材 

A.試劑 

試劑功能 配置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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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劑功能 配置方法 備註 

A 儲備溶液 
800 ml 的蒸餾水中添加 1 ml 的

純香蕉油，保存期限 1 星期 
分別配製於 1

公升的容器中

並加蓋 

B 
嗅覺靈敏度測

試 

500 ml 的蒸餾水中添加 4 ml 的

A 溶液 

C 
嗅覺靈敏度測

試 
500 ml 的蒸餾水 

B.測試腔：0.2 立方公尺大 

（2）香蕉油密合度測試流程說明 

A.嗅覺靈敏度測試 

利用 B、C 測試溶液，測試前將 B、C 溶液搖晃均勻後，分別讓

受測者聞，若受測者無法立即判斷哪 1 瓶中含有香蕉油，則表示受測

者不可進行密合度測試。 

B. 密合度測試 

準備體積為 0.2 立方公尺之測試腔，測試腔設置好後，其架設之

高度需能與測試者頭頂距離 15公分的距離。在測試腔頂部裝設掛勾，

在受測者進入測試腔前，將 1 張紙巾（15 公分×15 公分）添加 0.75 ml

的純香蕉油，並將其掛在測試腔頂部的掛勾上靜置 2 分鐘，使測試腔

內香蕉油濃度達到平衡。讓通過嗅覺靈敏度測試的受測者佩戴好呼吸

防護具後，將頭伸到測試腔內，進行下列動作：正常呼吸、規律之深

呼吸、左右轉頭、上下點頭、大聲而緩慢的說話。 

若在過程中受測者有聞到香蕉油之味道，則表示呼吸防護具未密

合，受測者需重新調整呼吸防護具或選用其他的型式的呼吸防護具後，

再重新進行密合度測試直到找到適當的呼吸防護具為止。 

定性及定量密合度測試，每人每年至少定期進行 1 次檢測，但由於定量

密合度測試需使用專門的儀器來進行測試，可洽詢防護具供應商提供防護具

定量密合度測試的協助。平時可以正負壓檢點及定性密合度測試來檢查呼吸

防護具是否可有效使用即可，當定期進行密合度測試時，應確實將測試之結

果記錄於防護具密合度測試紀錄表中，格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防護具密合度測試紀錄表 

【定性密合度測試】 

姓名    

呼吸防護具

廠牌及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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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 
刺激煙：□通過  □不通過 

香蕉油：□通過  □不通過 

主持測試者

  
 

測試人簽名

  
 

日期  

 

【定量密合度測試】 

姓名    

呼吸防護具

廠牌及型號 
 

測試結果 

測試項目 
呼吸防護具外

(粒子數/c.c) 

呼吸防護具內

(粒子數/c.c) 

密合

度 
是否通過 

自然呼吸     

溫和的轉動頭部     

綜合密合度  

主持測試者

  
 

測試人簽名

  
 

日期  

【註】不論使用那一個種類的濾毒罐，在定量密合度測試時需先換裝高效防塵濾材，也就是 N95 濾毒罐進

行測試、測驗通過後，勞工在工作現場可以使用同一廠牌的其他濾毒罐。 

3. 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為使作業員工能夠確實的對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方法有所瞭解，應定

期舉行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應包含工作過程中有害物或危害狀況之說明，防

護具選擇結果，防護具使用、保養、維護的方法，密合度測試的目的及作法，

及相關的管理規範，每年需固定進行 1 次以上的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教育

訓練，進行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教育訓練時，應將教育訓練實施之時間、

主題、內容、講師等項目確實記錄下來，且要求參與教育訓練之員工確實簽

名（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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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防護具教育訓練實施紀錄表 

舉辦單位  

課程主題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講師  

參與人員簽

名 

 

教育訓練教

材 

 

教育訓練照

片 

 

辦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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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呼吸防護具的使用期限 

對於呼吸防護具的使用期限方面，若使用拋棄式防塵口罩，則建議

應至少每日更換，若使用防塵面罩搭配粉塵過濾罐（防護鉛塵危害）時，

則建議除定期更換外，若佩戴的勞工感覺呼吸困難時，也應立即更換。

若使用防護硫酸的防毒面具與濾毒罐時，濾毒罐更換的時機除了可參考

不同廠牌的建議，如 3M 針對其所販售的濾毒罐，有專門的計算使用期限

網 站 （ 網 址 ：

http://solutions.3m.com/wps/portal/3M/en_US/PPESafetySolutions/PPESafet

y/Resources/Tools/RespGuide/），使用者可至網站上輸入相關的條件（如防

護的有害物種類、作業現場有害物濃度、溫度、濕度等條件），即可估算

該濾毒罐可使用的時間。除此之外，也可藉由管理之方法，對濾毒罐的

更換進行管理。管理之方法為將同一工作性質之員工使用濾毒罐的時間

記錄下來，若發現有人濾毒罐失效時，則與此人使用同等時間的濾毒罐

皆須一起更換，此種數據累積以後就可以知道同一作業區之人員使用的

濾毒罐可使用的時間，以後原則上只要依據該使用時間來進行管理，若

時間一到，不管佩戴者有沒有感覺到異味，皆須一起更換。而若在規定

的使用時間內有勞工反應有聞到有害物的味道，就必須立即更換濾毒

罐。 

 

（六）呼吸防護具的管理及保養 

1. 呼吸防護具的領用及更換 

呼吸防護具都有一定的使用期限，使用呼吸防護具時一定要注意：

『定期更換呼吸防護具或濾材，避免呼吸防護具失去效用。』為了讓員

工確實定期更換呼吸防護具，應在每次更換呼吸防護具時，對於更換防

護具的日期、部門、防護具廠牌、形式、數量等項目詳細記錄，同時在

一定的期限內更換濾材或防護具，確實保持良好防護效果，簡單的防護

具領用紀錄可參考表 13 所示。 

 

表 13 防護具領用紀錄 

日期 部門單位 
領用防護具. 

種類 
數量 

領用人簽

章 

預定更換

日期 
備註 

       

       

       

 

2. 防毒/防塵面罩的檢查清潔及保存 

為保持防毒/防塵面罩的功能正常，必須經常進行保養及維護，包含：

檢查各零件是否損壞或缺少、清潔受污染的防毒/防塵面罩及儲存在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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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所等 3 項工作，各項工作的進行方式可以由呼吸防護具供應商提供，

但需要參考實際狀況，修正為最適合廠內的操作規範，並在教育訓練時

加強實際操作的課程，以確保每位需要使用呼吸防護具的人員皆能具備

保養維護的能力。 

（1）檢查各零件是否損壞或缺少 

防毒/防塵面罩可以簡單的用目視檢查各部份是否污染或損壞(例

如：面罩本體破損、材質劣化、呼氣閥、吸氣閥損壞、面鏡破損等)，

無論那一個部份受損就必須立即更換或修復，而各種更換的備品，必

須由呼吸防護具原廠提供，進行維修時需由專業的人員進行修復，每

次維修後必須測試性能後方能再次使用。為了使檢查項目確實執行，

可以製作表單提醒使用者檢查步驟。 

（2）利用濃度為 0.3％的稀硝酸清潔受污染的防毒/防塵面罩 

防毒/防塵面罩必須定期清潔，其目的是避免使用時產生皮膚刺激

反應，或避免使有害物質經由污染附著於防毒/防塵面罩內部導致使用

者吸入體內，尤其是鉛塵不易用肉眼可看見，若沒有確實清潔防毒/防

塵面罩，反而可能在佩戴的過程中，誤食鉛塵而不自知。在鉛作業現

場所使用的防毒/防塵面罩，建議都應使用濃度為 0.3％的稀硝酸進行清

潔，清潔步驟簡單說明如下： 

A. 拆除所有閥片及濾毒罐。 

B. 以濃度為 0.3％的稀硝酸並使用毛刷清潔面體各部位。 

C. 以清水沖洗。 

D. 以中性清潔劑，清洗面體各部位，必要時使用毛刷刷洗。 

E. 以清水沖洗。 

F. 將已清洗的面體自然晾乾。 

G. 檢查清洗後的各零件及本體，確定無損壞。 

H. 組裝呼吸防護具。 

I.將呼吸防護具裝入乾淨的塑膠封口袋內，儲放於規定地點。 

防毒/防塵面罩的清潔方法應於教育訓練時實際操作，使每一位使

用者瞭解如何清潔屬於自己的呼吸防護具，除此之外，也應定期使用

鉛塵顯影劑（於後續章節中介紹）檢測勞工的呼吸防護具是否有清潔

乾淨。 

（3）存放在適當的場所 

呼吸防護具的收納方式也是一項重點，有的事業單位請勞工自行

收納，如此勞工很可能會將呼吸防護具隨意放置在工作場所、休息室、

個人置物櫃或是隨身攜帶，如此一來呼吸防護具可能受到污染，也可

能污染到乾淨的物品（如休息室的桌子、乾淨的衣物），有的事業單位

有設置防護具放置櫃，卻因為疏於管理，勞工可能將所有的防護具（如

手套、圍裙、袖籠、帽子、呼吸防護具、安全鞋等）都放在一起，這

樣一來呼吸防護具一定會受到污染，再加上若沒有定期以稀硝酸清潔

防護具收納櫃，這樣污染的情形更嚴重，反而失去防護具原有佩戴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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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放置呼吸防護具較適宜的方式，建議可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於牆面上設置掛勾並加以編號，平時短暫時間的休息時，可讓勞工將

呼吸防護具暫時懸掛在掛勾上，而清潔過後的呼吸防護具則可另外懸

掛在另一面牆上或是放置在乾淨的呼吸防護具專用收納櫃中（如圖 10

所示）。 

 

 

圖 10 呼吸防護具放置處 

 

（七）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定期評估 

若製程有變更、使用之原物料有改變時，或人員職務有調動或有新

進員工，都需要重新對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重新再評估及修正，

定期評估可以用集體討論或填報評估表的方式進行，建議之評估表為表

14。 

表 14 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計畫定期評估表 

主評者：參與評估人員： 

評估日期： 
備註 

評估項目： 結果 

1.是否依計畫執行各項工作 是否 說明改善： 

計畫修正： 

員工意見反

應： 

2.計畫是否已納入所有人員 是否 

3.計畫內容是否須更新？ 是否 

4.是否有員工反應意見？ 是否 

5.計畫內容是否窒礙難行 是否 

6.詢問員工，是否有呼吸防護具使用上的問題 是否 

7.公司所制定的呼吸防護具使用計畫是否和實際

操作情況吻合 
是否 

8.最近 1 年內公司製程或環境是否有變化，若有

變化是否修正呼吸防護具使用計畫 

是否 

9.呼吸防護具種類是否可保護工作人員 是否 

10.工作人員在最近 1 年內是否有證明適合使用呼

吸防護具的健康評估 

是否 

11.工作人員在最近 1 年是否有密合度測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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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評者：參與評估人員： 

評估日期： 
備註 

評估項目： 結果 

12.呼吸防護具是否依規定進行檢查並做更新維

護(實際檢查呼吸防護具，是否有不合格或已損

壞的呼吸防護具仍被使用) 

是否 

13.呼吸防護具的存放地點是否適當，是否有被污

染 

是否 

14.工作人員在最近 1 年內是否有再教育 是否 

15.濾材或濾毒罐是否有適當的標示，可瞭解已使

用時間並定期更改 

是否 

16.各項文件(例如訓練、密合度測試、健康檢查)

是否存檔 
是否 

17.呼吸防護具使用注意事項是否製作海報並張

貼  

是否 

 

（八）紀錄保存 

呼吸防護具使用管理計畫中的各項表單及紀錄必須妥善保存，最好

和每年的呼吸防護具使用計畫更新版本一同放置於同一資料夾內，並以

書面或電子格式保存，如某些資料必須分開保存，則需填寫如表 15 的紀

錄保存表以註明保存地點。 

表 15 呼吸防護具使用管理各項紀錄保存表 

記錄項目 保存地點 

健康評量結果  

教育訓練紀錄  

防護具計畫及各種標準操作步驟  

有害物種類  

現場作業環境濃度評估  

鑑認結果說明  

防護具選擇原則及結果  

密合度測試結果  

防護具使用計畫定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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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蝦紅素及飲食衛教宣導對代謝症候群勞工的健康效益之影響 
1林岱誼、1郭蕙蘭、2郭堉圻 

1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碩士班 
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生理學)博士 

前言： 

「健康即是財富」不僅適用於個人更適用於企業，員工的健康是企業

最珍貴的資產；健康的員工方能為企業帶來高生產率及利潤。現代人由於

工作壓力、飲食不均衡、缺乏規律運動等不良的生活習慣，導致肥胖、血

壓高、血糖高、血脂高等複合型健康警訊，而在傳統產業的勞工罹患代謝

症候群員工亦不在少數。因此，教育員工重視飲食健康及規律運動，遠離

代謝症候群對健康的威脅，如此才是促進員工健康的不二法門。 

本活動藉增補｢雨生紅球藻萃取的蝦紅素（每日 8mg）｣及飲食衛教宣

導，提醒員工注意日常生活的保健常識，並重視代謝症候群的健康危害，

進而主動改善生活型態、達維護健康之目標。 

本研究由傳統產業歷年健康檢查資料，篩選高血糖、高血脂或高血壓

的員工，招募自願參加者 6 人，於活動前、增補蝦紅素及飲食衛教 4 週、8

週、12 週與停用蝦紅素 4 週後，分別測量受試者血壓及採集空腹血液樣本，

分析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

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三酸甘油酯（triacylglycerol）、

血糖（blood glucose）、醣化血色素（HbA1c）、血尿酸（uric acid）等生

理數值變化，探討增補蝦紅素及健康飲食習慣對代謝症候群的效益。 

上述試驗結果發現，受試者於增補蝦紅素及飲食衛教 4 週後，顯著調

節收縮壓、舒張壓（p＜ .05），活動增補 8 週後血中總膽固醇、醣化血色

素顯著低於活動增補前（p＜ .05），且高密度脂蛋白顯著高於活動增補前

（p＜ .05）。值得注意的是受試者停止營養補充品 4 週後，仍維持其健康

效益，各項檢測值與增補期間的效果相同。 

本研究結果增補蝦紅素有益於抑制生活習慣有關的疾病，同時證明適度的

飲食衛教有益於預防代謝症候群，良好的活動設計具備健康促進之潛在應

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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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員工的身高、體重及腰圍  抽血檢測血中血脂、血糖及腎功能 

 
 

量測血壓 營養師針對員工個別需求給予營養

衛教 

  
飲食衛生教育訓練 觀察指導員工選菜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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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公尺煙囪作業平台樓梯口增設防墜鍊條 
吳羅誠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主要危害辨識：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120公尺煙囪作業平台樓梯口增設防墜鍊條 

改善前狀況說明：作業平台樓梯口增設防墜鍊條(兩處) 

改善後狀況說明：增加兩處鏈條並用醒著顏色增加警示效果 

成果及效益：有效隔絕開口過大人員墬落工具散落之風險 

結論： 

臺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為行政院八十年核定「台灣地區垃圾資源回收

（焚化）廠興建工程計畫」二十一座大型焚化廠之一，由前台灣省政府環

境保護處負責發包興建，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開工，八十四年五月竣工，

並自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正式移交臺中市政府接管，用地面積為 4.4 公

頃，總工程經費約新台幣 38 億元，為中部地區首座大型焚化廠自八十六年

五月一日起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操作營運管理。 

   垃圾之完全焚化將清運來的家庭垃圾在攝氏 850～1050 度高溫下完全

焚化變為灰燼，灰燼的體積只達原處理垃圾的十分之一、重量達原處理垃

圾的五分之一，可延長衛生掩埋場使用年煙囪排放為公害之防治最重要指

標，以達到嚴格管控排放標準。 

   120 公尺煙囪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外殼，內具 3 支鋼製煙管，高度 120 公

尺，該煙囪具有公害之防治焚化產生之煙塵除去係採用高性能之袋式集塵

器，以達到嚴格管控排放標準，並利用半乾式洗煙設備將垃圾焚化爐所發

生之氯化氫或硫氧化物除去。 

   因日常巡檢煙囪 40 公尺處高之作業平台設置多項檢測設備，常有人員

於該處進行保養、檢修、檢測等作業，該區域空間狹小，常站立於樓梯口

附近作業，然而樓梯口現況並無任何防墜阻隔裝置恐有不慎發生墜落危

害。 

   經風險分析評估後於煙囪作業平台，樓梯口處增設防墜鍊條，並以醒

目警示顏色增加防墜鍊條功能，可達到防墜功效，提升職場安全工作環境

安全，避免人員意外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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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作業施工安全改善實例探討 
洪啟鏞 

現況說明： 

近年來每年約有 40名勞工因從事屋頂作業因不慎墜落而導致死亡之職

災。有幾項重要因素值得探討，屋頂作業多為臨時性或非經常性的修補、

增加設備安裝或廠房新建施工，事業單位常為圖一時之方便而未依規定採

取或要求承攬商相關安全防護與墜落災害預防措施，再加以層層轉包之分

包商作業勞工本身便宜行事、安全設備未設置及危害意識不足，致使近年

來屋頂作業發生職業災害時有所聞。此為投入輔導改善資源之主要原因。 

本文就實施臨場輔導結果，擇要提供部分工程改善實例： 

 

一、規劃設計階段採用安全工法 

1.將採光浪板採用 FRP材質之浪型版或將採光浪板改裝設在牆面版之位置。

(詳圖一) 

2.修繕採光浪板時在採光浪板下方增加不銹鋼材質之鋼絲網。(詳圖二) 

 

二、提供勞工安全之上下設備： 

1. 利用工廠既有之樓梯或護籠式爬梯(詳圖三)、新建廠房鋼構組配時須設

置護籠式爬梯(詳圖四)或使用高空工作車組裝鋼構。 

2. 架設施工架或移動梯，施工架需依規定搭設及與結構體繫固或外加外伸

撐座，移動梯需與屋面版繫固及突出 60公分(詳圖五、六)，新建廠房舖

設彩色鋼板時架設移動式施工架或外牆施工架。(詳圖七) 

 

三、設置安全通道 

1.以彩色鋼板全面覆蓋施工區域之採光浪板(詳圖八) 

2.在易踏穿屋面板鋪設 30公分以上之踏板(詳圖九) 

 

四、架設安全母索 

1.在太子樓側裝設永久性安全母索(詳圖十) 

2.利用修繕屋頂發包時將屋頂安全母索一併發包(詳圖十一) 

 

五、架設安全網 

1.在屋面板下方架設安全網，安全網編繩固定點要在 75 公分以下(詳圖十

二) 

 

六、建築物四周搭設施工架 

1.四周搭設之施工架要高於屋面簷口 90公分以上(詳圖十三) 

2.新建廠房屋頂四周增設 90公分以上之永久性之護欄(詳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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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實例圖 

 
圖一：將採光浪板採用 FRP 材質之浪型板或將採光浪板改裝設在牆面板之

位置 

 
圖二：修繕採光浪板時在採光浪板下方增加不銹鋼材質之鋼絲網。 

 
圖三：利用工廠既有之護籠式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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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新建廠房鋼構組配時須設置護籠式爬梯 

 
圖五：施工架需依規定搭設及與結構體繫固或外加外伸撐座 

 
圖六：移動梯需與屋面版繫固及突出 60公分並使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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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新建廠房舖設彩色鋼板時架設移動式施工架或外牆施工架 

 
圖八：以彩色鋼板全面覆蓋施工區域之採光浪板 

 
圖九：在易踏穿屋面板鋪設 30公分以上之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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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在太子樓側裝設永久性安全母索 

 
圖十一：利用修繕屋頂發包時將屋頂安全母索一併發包 

 
圖十二：在屋面板下方架設安全網，安全網邊繩固定點要在 75公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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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四周搭設之施工架要高於屋面簷口 90公分以上 

 
圖十四：新建廠房屋頂四周增設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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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預防措施 

陳明松 

保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感電事故經過說明: 

    甲員中午休息前因更換濾心，發現手動洗淨機下有積水，便拿衛生

紙擦拭機台下的地面,因蹲下擦拭重心不穩右手緊急扳住手動洗淨機，不

小心將手伸入開關後之電源，造成右手母指有電源擊穿之傷口。如附件 

事故分析： 

(1)直接原因：手伸入機台內開關後接觸電源，造成右手母指有電源擊

穿之傷口。 

(2)間接原因： 

2-1不安全行為： 

(a) 更換濾心時未依規定關閉電源。 

(b) 用衛生紙清洗地板積水。 

(c) 將手伸入機台內誤觸開關後方電源連接點。 

     2-2不安全環境： 

(a) 機台開關未全面防護，防止人員不當接觸電源。 

(b)機台未加裝漏電斷電器。 

基本原因： 

1.開關設計不良。 

 2.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 

 3.未落實採購管理。 

 4.教育訓練不夠。 

 5.防護器具不足。 

 6.管理要求不確實。 

 7.未遵守工作守則規定。 

災害防止對策 

1.修改畚機台所有開關，改為全密閉式，避免人員有機會接觸電源。 

2.機台加裝漏電斷路器。 

3.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4.確實要求員工遵守工作守則及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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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1.洗淨機之按鈕 

                    
2.被電源擊穿之右手母指傷口處 

          
3.改善後: 

1. 連接電源處更改為隱藏式,將電線包覆在裡面. 

2. 加裝漏電斷路器 

 
  

機 台 前

方按鈕 

按鈕後面

電源聯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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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技術於產業安全衛生管理之應用 
游銘展、游素禎 

現況說明：(略) 

主要危害辨識：安全衛生管理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射頻識識，為非近距離

接觸式自動辨別系統，優於傳統二維條碼感應，其原理為利用發送無線電

波植入或粘合於物件上的電子標籤(Tag)，以進行資料擷取、比對之作業。 

改善前狀況說明：人工作業耗時，容易產生錯誤。 

改善後狀況說明：如附圖 1-6。 

成果及效益：減少人工作業，提升工作效率。 

結論： 

  RFID 具有不怕油漬，灰塵、污染環境之特性，結合員工識別證件，可

運用於廠區、營造工地、3K製造環境中進行人員、門禁、安全設施之管理，

省略人員逐一比對、查驗的時間，再透過電整合即可快速、正確、有效地

提供最新異動、異常狀況，利於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進行分析與決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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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路燈感電預防措施 
游素瑛、游素禎 

現況說明：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3 條規定，對於潮溼場所，依於各該電

動機具之連結電路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

作之防止感電用漏電斷路器，然而近來在社會新聞版面上還是可以看到路

人碰觸路燈而導致感電危害案例，探究其原因，除未確實安裝外，大都與

路燈內電線未妥善絕緣有關。 

主要危害辨識：感電危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本廠區內路燈除依規定落實安裝漏電斷器外，考量戶外容易受雨水水

氣影響，造成誤動作，並另於漏電斷器上加裝透明防護外殼，以增進防護

效果。 

改善前狀況說明：如附圖1。 

改善後狀況說明：如附圖2-6。 

成果及效益：避免漏電及漏電斷路器誤動作。 

結論： 

  規劃安全衛生預防措施除符合最低法令規定外，亦應因考量環境限制

條件，妥為設計，才能達到最大防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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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常見生物病源體危害預防-以針扎預防為例 
陳英正、楊貴子、陳麗君、周裕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通訊作者 

現況說明： 

生物病原體危害是醫療院所主要的職業災害原因之一，其危害因子包

括細菌、病毒與寄生蟲等，主要傳播方式包括血液體液、空氣和動物咬傷

與接觸等。由於急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ARS）、禽流感及 H1N1 新型流感

等新興疾病的發生，使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漸漸受到重視，根據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調查發現，醫療院所人員遭受針扎或手術刀等尖

銳物刺傷之比率高達 87%，當這些針具或手術刀具沾染具有傳染性之生物病

原體時，遭針扎後之人員極有可能感染相關傳染疾病，因此，針扎預防就

顯得非常重要。 

主要危害辨識：生物病源體危害、 

改善計畫或方法介紹： 

由於使用藥物進行疾病治療不免就必須用到針具等，而注射藥物時又

因患者的體質不同或隨疾病的進展，患者血管位置的深淺也不盡相同，故

難以用工程改善方式來預防。因此，許多單位在針扎預防上多採取消極的

教育訓練及個人防護用具的使用。事實上分析針扎的原因，主要在針頭回

套，只要有效降低針頭回套機率，即可大大降低針扎事故的風險。 

隨著科技的進步，安全針具已發展問世，現在經過衛生福利部核可之

安全針具有 86種之多，安全針具的使用推廣，即可大大降低針頭回套機率，

進而降低針扎事故的風險。 

改善前狀況說明：使用傳統針具採血，並透過教育訓練教導同仁單手回套

方法。 

  
圖一、早期真空採血針頭 

改善後狀況說明：全院導入安全針具

使用。 

 

圖二、安全真空採血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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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安全真空採血針頭組合後 圖四、安全真空採血針頭用畢後 

 

 
圖五、廠商安全真空採血針頭使用教學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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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滑動式安全針頭使用前、中、後 

 

 
圖七、護蓋式安全針頭使用前、中、後 

 

 
圖八、安全蝴蝶針頭(利用彈簧，針頭使用完畢後，按壓針頭上方按鈕，針   

   頭即縮入回血腔內) 

 

成果及效益： 

  本單位在推行安全針具使用前每年每 100位同仁就有 2.81人遭受針扎，

迄今已降到每年每 100位同仁就有 2.16人遭受針扎，降幅達 23.1%。 

結論： 

  由本單位推行安全針具使用成果來看，使用安全針具對針扎預防是有

幫助的，各醫療院所應全面推行安全針具的使用，以降低針扎事故的發生。 
 

前 

中 

後 

前 
中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