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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設備安全管理 
在職教育訓練 

CO2鋼瓶洩漏 

高壓液化槽車氣爆 

課程大綱： 

壹、前言 

貳、危險性設備 

参、檢查之種類及危險性機械與設備之定

義(含管理) 

肆、結論 

 

../../在職訓練/在職規則.ppt
file:///E:/Users/asus/Desktop/化學CSB  105.06.26/歷年化學災害事故(CSB調查).pptx
file:///E:/北檢職災實例/CO2鋼瓶洩漏.avi
高壓液化槽車氣爆.avi
Gas Cylinder Explode! -氣瓶爆炸！.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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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源 之 依 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第4項 

第一項所稱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種類、應具之

容量與其製程、竣工、使用、變更或其他檢查之程

序、項目、標準及檢查合格許可有效使用期限等事

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4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之操作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 

壹、前言 

防災檢查重點項目執行注意事項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 

貳、危險性設備 

鍋爐 

壓力容器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台塑伊利諾州氯乙烯爆炸CSB調查報告20040423 

高壓氣體容器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設備 

巴黎田納西鍋爐爆炸 

bp事故調查 

裝卸液化石油氣火災事故 

近日職災(1050518) 

無控制化學反應危害 氮氣窒息的危害 

file:///D:/林明煇/970520/本機磁碟 (D)/linmin960310/教材副檔/林明煇 ppt.teach/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危險性機械設備1000502/職業安全衛生法(林明煇)1031205(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新北市勞工局).ppt#34. PowerPoint 簡報
../營造作業安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991130(4)/防災檢查重點項目執行注意事項990602.doc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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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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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docx
file:///E:/Users/asus/Desktop/化學CSB  105.06.26/歷年化學災害事故(CSB調查).pptx
鍋爐安全管理(自動檢查1030520).ppt
第一種壓力容器安全管理.ppt
../../高壓特(容)操作/高壓氣體概論990712.ppt
台塑伊利諾州氯乙烯爆炸CSB調查報告20040423.flv
台塑伊利諾州氯乙烯爆炸CSB調查報告20040423.flv
台塑伊利諾州氯乙烯爆炸CSB調查報告20040423.flv
台塑伊利諾州氯乙烯爆炸CSB調查報告20040423.flv
裝卸料作業安全.ppt
巴黎田納西鍋爐爆炸Paris Tennessee Boiler Explosion - YouTube.flv
../../../../../../../../2005年3月BP德州煉油廠火災爆炸.mp4
../../職災事故/1-05裝卸液化石油氣火災事故案例/裝卸液化石油氣火災事故.mpg
file:///D:/林明煇/970520/本機磁碟 (D)/linmin960310/教材副檔/林明煇 ppt.teach/高壓特(容)操作/高壓氣體容器事故預防與處置1020719.ppt#2. 投影片 2
../../../../../../近日職災檔案990706/近日職災(1050518) - 危險性設備.ppt
../../高壓特(容)操作/無控制化學反應危害/無控制化學反應危害.wmv
../../高壓特(容)操作/氮氣窒息的危害/CSB 安全影片 氮氣窒息的危害.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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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power plant蒸汽發電廠 

汽輪機 

鍋爐附屬設備106.07.09/鍋爐附屬裝置2018.06.07.pptx
Steam power plant蒸汽發電廠.mp4
65 MW Steam Turbine - 65 MW汽輪機.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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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輪機發電廠 

25 T h Boiler Installation鍋爐安裝 

( Steam turbine Power Plant )（蒸汽輪機發電廠）.mp4
25 T h Boiler Installation鍋爐安裝.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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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發器 

冷卻器 

MVR Evaporator蒸發器.mp4
🔧Chillers - Condensers冷卻器.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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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MW Combined Cycle Power Plant
聯合循環發電廠 

Water Chiller Carrier冷水機 

302 MW Combined Cycle Power Plant聯合循環發電廠.mp4
Water Chiller Carrier冷水機.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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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3D蒸汽機頭 

祛水器(浮筒式)分解操作動畫 

Plant 3D Steam Header 工廠3D蒸汽機頭.mp4
祛水器(浮筒式)分解操作動畫.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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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TRAP蒸汽祛水器 

蒸汽疏水閥工作原理 

STEAM TRAP蒸汽祛水器.mp4
SMART Venturi Steam Trap Working Principles蒸汽疏水閥工作原理.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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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蒸氣壓縮機 

工業冷水機組系統 

Mechanical Vapour Re-compressor by A.D. Agarwal機械蒸氣壓縮機.mp4
industrial chiller system工業冷水機組系統.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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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交換器管理 

Heat Exchanger 換熱器 

HEAT EXCHANGER MANAGEMENT AT A GLANCE熱交換器管理.mp4
Heat Exchanger (Animation Design)換熱器（動畫設計）.mp4


11 

鍋爐內部取景動作 

AUTO DRAIN自動排水 

CALDERA vista interna en operacion鍋爐內部取景動作.mp4
AUTO DRAIN自動排水.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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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強制循環蒸發器 

Animation Falling Film Evaporator 
降膜蒸發器 

Animation Forced Circulation evaporator動畫強制循環蒸發器.mp4
Animation Falling Film Evaporator動畫降膜蒸發器.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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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熱器空氣水 

 

蒸汽機車鍋爐工作動畫 

Heat exchanger Air Water換熱器空氣水.mp4
鍋爐106.07.07/蒸氣鍋爐.pptx
Animation of How a Steam Locomotive's Boiler Works蒸汽機車鍋爐工作動畫.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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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爐動畫 

消防管鍋爐動畫 

Fire boiler animation火鍋爐動畫.mp4
Fire tube boiler animation消防管鍋爐動畫.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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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管式蒸汽鍋爐 

燃氣燃油蒸汽熱水電廠鍋爐出售製造商 

Fire Tube Steam Boiler SG Series - BONO ENERGIA火管式蒸汽鍋爐.mp4
Gas oil fired steam hot water power plant boiler for sale manufacturer燃氣燃油蒸汽熱水電廠鍋爐出售製造商.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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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輪機如何工作 

蒸汽鍋爐工作模式項目 

How does a Steam Turbine Work蒸汽輪機如何工作.mp4
PROJECT ON WORKING MODEL OF STEAM BOILER蒸汽鍋爐工作模式項目.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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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鍋爐工作 

固體燃料鍋爐演示 

SBK- STEAM BOILER WORKING蒸汽鍋爐工作.mp4
Solid-Fuel Boiler Presentation CGI animationSolid-固體燃料鍋爐演示CGI動畫.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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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生產 

臥式三通油或氣蒸汽鍋爐 

Steam Production蒸汽生產.mp4
WNS Horizontal Three Pass Oil or Gas Steam Boilers-Romiter Machinery臥式三通油或氣蒸汽鍋爐 - 羅曼機械.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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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檢 查 之 種 類 

   熔接檢查            構造檢查 

 

   竣工檢查            定期檢查 

 

   重新檢查            型式檢查 

 

   使用檢查            變更檢查 

鍋爐之定義  

蒸汽鍋爐:係指以火焰、燃燒氣體、其他
高溫氣體或以電熱加熱於水或熱媒，使發
生超過大氣壓之壓力蒸汽，供給他用之裝
置及其附屬過熱器與節煤器 

 

熱水鍋爐:係指以火焰、燃燒氣體、其他
高溫氣體或以電熱加熱於有壓力之水或熱
媒，供給他用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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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機車鍋爐工作動畫 

火鍋爐動畫 

Animation of How a Steam Locomotive's Boiler Works蒸汽機車鍋爐工作動畫.mp4
Fire boiler animation火鍋爐動畫.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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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鍋爐動畫 

火管式蒸汽鍋爐 

Fire tube boiler animation消防管鍋爐動畫.mp4
Fire Tube Steam Boiler SG Series - BONO ENERGIA火管式蒸汽鍋爐.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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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燃油蒸汽熱水電廠鍋爐出售製造商 

蒸汽輪機如何工作 

Gas oil fired steam hot water power plant boiler for sale manufacturer燃氣燃油蒸汽熱水電廠鍋爐出售製造商.mp4
How does a Steam Turbine Work蒸汽輪機如何工作.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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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鍋爐工作模式項目 

蒸汽鍋爐工作 

PROJECT ON WORKING MODEL OF STEAM BOILER蒸汽鍋爐工作模式項目.mp4
SBK- STEAM BOILER WORKING蒸汽鍋爐工作.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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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燃料鍋爐演示 

蒸汽生產 

Solid-Fuel Boiler Presentation CGI animationSolid-固體燃料鍋爐演示CGI動畫.mp4
Steam Production蒸汽生產.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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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式三通油或氣蒸汽鍋爐 

第一種壓力容器 

接受外來之蒸汽或其他熱媒或使在容器內產生蒸氣
加熱固體或液體之容器，且容器內之壓力超過大氣
壓者 

因容器內之化學反應、核子反應或其因他反應而產
生蒸氣之容器，且容器內之壓力超過大氣壓者 

為分離容器內之液體成份而加熱該液體，使產生蒸
氣之容器，且容器內之壓力超過大氣壓者 

保存溫度超過其在大氣壓下沸點之液體之容器  

参、檢查之種類及危險性機械與設備之定義

(含管理) 

WNS Horizontal Three Pass Oil or Gas Steam Boilers-Romiter Machinery臥式三通油或氣蒸汽鍋爐 - 羅曼機械.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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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壓 氣 體 

˙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之 
壓縮氣體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時之壓力可達每平
方公分十公斤以上之壓縮氣體，但不含壓縮乙炔氣 

˙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之壓
縮乙炔氣或溫度在攝氏十五度時之壓力可達每平方
公分二公斤以上之壓縮乙炔氣 

˙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以上之液
化氣體或壓力達每平方公分二公斤時之溫度在攝氏
三十五度以下之液化氣體 

˙除前款規定者外，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時，壓力超過
每平方公分零公斤以上之液化氣體中之液化氰化氫、
液化溴化甲烷、液化環氧乙烷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液化氣體  

鍋爐之容量 

最高使用壓力（表壓力，以下同）超過1kg/cm2，或傳熱面積
超過1m2（裝有內徑25mm以上開放於大氣中之蒸汽管之蒸汽鍋
爐、或在蒸汽部裝有內徑25mm以上之U型豎立管，其水頭壓
力超過5m之蒸汽鍋爐，為傳熱面積超過3.5m2），或胴體內徑
超過300mm，長度超過600mm之蒸汽鍋爐 

水頭壓力超過10m，或傳熱面積超過8m2，且液體使用溫度超
過其在一大氣壓之沸點之熱媒鍋爐以外之熱水鍋爐 

水頭壓力超過10m，或傳熱面積超過8m2之熱媒鍋爐 

鍋爐中屬貫流式者，其最高使用壓力超過10kg/cm2（包括具
有內徑超過150mm之圓筒形集管器，或剖面積超過177cm2之方
形集管器之多管式貫流鍋爐），或其傳熱面積超過10m2者
（包括具有汽水分離器者，其汽水分離器之內徑超過300mm，

或其內容積超過0.07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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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壓力容器之容量 

最高使用壓力超過1kg/cm2，且內容積超
過0.2m3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最高使用壓力超過1kg/cm2，且胴體內徑
超過500mm，長度超過1000mm之第一種壓
力容器 

以「kg/cm2」單位所表示之最高使用壓力
數值與以「m3」單位所表示之內容積數值
之積，超過0.2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容量 
係指供高壓氣體之製造（含與製造相關之儲存）設備及其
支持構造物（供進行反應、分離、精鍊、蒸餾等製程之塔
槽類者，以其最高位正切線至最低位正切線間之長度在5m
以上之塔，或儲存能力在300m3或3ton以上之儲槽為一體之
部分為限），其容器以「kg/cm2」單位所表示之設計壓力
數值與以「m3」單位所表示之內容積數值之積，超過0.04
者。但下列容器，不在此限： 

  泵、壓縮機、蓄壓機等相關之容器 

  緩衝器及其他緩衝裝置相關之容器 

  流量計、液面計及其他計測機器、濾器相關之容器 

  使用於空調設備之容器 

  溫度在攝氏35℃時，表壓力在50kg/cm2以下之空氣壓縮裝
置之容器 

  高壓氣體容器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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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容器之容量 

係指供灌裝高壓氣體之容器中，相對於地
面可移動，其內容積在500公升以上者，
但下列容器，不在此限： 

 於未密閉狀態下使用之容器 

 溫度在35℃時，表壓力在50kg/cm2以下
之空氣壓縮裝置之容器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最高使用壓力之定義  

˙蒸汽鍋爐或壓力容器在指定溫度下，其構造
上最高容許使用之壓力 

  

˙熱水鍋爐在指定溫度下，其構造上最高容許
使用之水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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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員資格及作業限制 

˙鍋爐及壓力容器之操作管理，應設置專任
操作人員，每人以操作一座為原則。但經勞
動檢查機構認無礙管理維護及安全操作者，
不在此限，並不得使其從事與操作無關之工
作，俾保持設備正常運轉 

˙操作人員應由經鍋爐或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訓練合格或技能檢定合格者擔任 

˙同一作業場所或同一機組設置之鍋爐或壓
力容器，其操作人員如有二人以上者，雇主
應指定一人為主管，擔任指揮、監督鍋爐或
壓力容器操作有關工作 

設備內部作業安全 
˙勞工進入設備內部，從事之清掃、修理、保
養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將鍋爐、壓力容器或煙道適當冷卻 

 ˙實施內部之通風換氣 

 ˙在內部使用之移動電線，應為可撓性雙重
絕緣電纜或具同等以上絕緣效力及強度者；
移動電燈應裝設適當護罩 

 ˙與其他使用中之鍋爐或壓力容器有管連通
者，應確實隔斷或阻斷 

 ˙設置監視人員，保持連絡，如有災害發生
之虞者，即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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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 爐 房 之 設 置 

˙鍋爐房應設置二個以上之出入口。但無礙鍋爐操作人員緊
急避難者，不在此限 

˙鍋爐最頂端至鍋爐房頂部之天花板、樑、配管或其他鍋爐
上方構造物等，應維持一‧二公尺以上之淨距。但對於安
全閥等附屬品之檢查、調整或操作等無妨礙者，不在此限 

˙豎型鍋爐或鍋爐本體外側未加被覆物者，其外壁至牆壁、
配管或其他鍋爐側方構造物等之間，應維持四十五公分以
上之淨距。但胴體內徑在五百公厘以下，且長度在一千公
厘以下之鍋爐，其淨距可減至三十公分以上 

˙如未裝設非金屬不燃性材料被覆物厚度達十公分以上者，
其外側十五公分內，不得堆置可燃性物料 

˙於鍋爐房儲存燃料時，除固體燃料應距離鍋爐外側一‧二
公尺以上外，其他燃料應保持二公尺以上距離 

鍋 爐 房 管 理 
˙在作業場所明顯處設置禁止無關人員擅自進
入之標示 

˙禁止攜入與作業無關之危險物等 

˙置備水位計之玻璃管或玻璃板、各種填料、
修繕用工具及其他必備品，以備緊急修繕用 

˙應將鍋爐檢查合格證及鍋爐操作人員資格證
件影本揭示於明顯處所；如屬移動式鍋爐，
亦得將檢查合格證影本交鍋爐操作人員隨身
攜帶 

˙鍋爐胴體、燃燒室或煙道與鄰接爐磚間發生
裂縫時，應儘速予以適當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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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屬 品 之 管 理 

˙安全閥應調整於最高使用壓力以下吹洩。但設有二具以上安
全閥者，其中至少一具應調整於最高使用壓力以下吹洩，其
他安全閥可調整於超過最高使用壓力至最高使用壓力之一
‧○三倍以下吹洩；具有釋壓裝置之貫流鍋爐，得調整於最
高使用壓力之一‧一六倍以下吹洩。經檢查後，應予固定設
定壓力，不得變動 

˙過熱器使用之安全閥，應調整於鍋爐本體上之安全閥吹洩前
吹洩 

˙壓力表或水高計應保持在使用中不致劇烈振動，其內部應不
致凍結或溫度不致超過攝氏八十度，並應明顯標示最高使用
壓力之位置 

˙在玻璃水位計上或與其接近之位置，應適當標示蒸汽鍋爐之
常用水位 

作 業 監 視 

˙監視壓力、水位、燃燒狀態等運轉狀態，並
確認安全閥、壓力表及其他安全裝置無異狀 

˙避免急劇負荷變動之現象 

˙保持汽壓在最高使用壓力以下 

˙保持安全閥之功能正常 

˙每日檢點水位測定裝置之功能一次以上 

˙適當沖放鍋爐水，確保鍋爐水質 

˙保持給水裝置功能正常 

˙檢點及調整低水位燃燒遮斷裝置、火焰檢出
裝置及其他自動控制裝置，以保持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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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容器之使用 

確知容器之用途無誤者，方得使用 

高壓氣體容器應標明所裝氣體之品名，不
得任意罐裝或轉裝 

容器外表顏色，不得擅自變更或擦掉 

容器使用時應加固定 

容器搬動不得粗莽或使之衝擊 

焊接時不得在容器上試焊 

容器應妥善管理、整理 

高壓氣體容器之搬運 

溫度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場內移動儘量使用專用手推車等，務求安穩直立 

以手移動容器，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方直立移動 

容器吊起搬運不得直接用電磁鐵，吊鏈、繩子等直接吊運 

容器裝車或卸車，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才進行，卸車時必須使
用緩衝板如輪胎  

儘量避免與其他氣體混載，非混載不可時，應將容器之頭尾
反方向置放或隔置相當間隔 

載運可燃性氣體時，要置備滅火器，載運毒性氣體時，要置
備吸收劑、中和劑、防毒面具等 

盛裝容器之載運車輛，應有警戒標誌 

運送中遇有漏氣，應檢查露出部位，給予適當處理 

搬運中發現溫度異常高昇時，應立即灑水冷卻，必要時，並
應通知原製造廠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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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設備及其證照管理  
˙廢用 

  ˙廢用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時，應將檢查合格證繳回檢查機構 

  ˙報廢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雇主不得恢復使用 

˙停用 

  ˙雇主停用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時，如停用期間超過檢查合格證
有效期限者，應檢附該證影本向檢查機構報備 

˙轉讓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轉讓時，應由受讓人向當地檢查機構申請
換發檢查合格證 

˙合格證遺失或毀損 

  ˙檢查合格證遺失或毀損時，應填具檢查合格證補發申請書，
向原發證檢查機構申請補發或換發  

生產 安全 

工安金句：賺錢有數  性命要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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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安全要師傅 

用心才學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