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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因子辨識實務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前言

3

什麼是「危害」 ？
係指潛在造成任何形式傷害的來源或情況，這

些傷害包括受傷或疾病、財產的損失、工作環

境的損害，或是這些後果同時發生。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相關法令規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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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

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查，其管理績效良好並經認可者

，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員、管理、自動檢查、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建置、績效認可、表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十六款內容可至「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

勞工
人數 管理計畫內容

<30人 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30~99人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

>100人 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風險評估之參考流程

5

㇐、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二、辨識危害及後果

三、確認現有防護措施

四、評估危害的風險

五、決定降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六、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風險評估基本原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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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識出所有的作業或工程
1. 事業單位應依安全衛生法規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相關規範等要求，建立、實施及維

持風險評估管理計畫或程序，以有效執行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的辨識、評估及控制。

2. 事業單位應依安全衛生法規要求、工作環境或作業（包含製程、活動或服務）的規模與

特性等因素，選擇適合的風險評估方法，並明確規範執行及檢討修正的時機。

3. 事業單位執行或檢討風險評估時，應有熟悉作業的員工參與。

4. 對於執行風險評估的人員應給予必要的教育訓練，提升其安全衛生知識及評估技能，必

要時應尋求外界專業機構的協助。

5. 風險評估的範圍應涵蓋事業單位所有的工作環境及作業，且須考量以往危害事件的經歷

。

6. 事業單位應依其製程、活動或服務的流程辨識出所有的相關作業或工程（以下簡稱為作

業）。

7. 前述的作業應涵蓋例行性及非例行性的作業，亦應包含組織控制下可能出現在事業單位

及其組織控制下之人員（如承攬人、供應商、訪客及其他利害相關者等）所執行的各項

作業。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風險評估基本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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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識危害及後果
1. 事業單位應事先依其工作環境或作業（製程、活動或服務）的危害特性，界定潛在危害

的分類或類型，作為危害辨識、統計分析及採取相關控制措施的參考。
2. 對所辨識出的作業，應蒐集相關資訊，作為風險評估的依據。
3. 事業單位應針對作業的危害源，辨識出所有的潛在危害、及其發生原因與合理且最嚴重

的後果。

（三）確認現有防護設施
1. 事業單位應依所辨識出的危害及後果，確認現有可有效預防或降低危害發生原因之可能

性及減輕後果嚴重度的防護設施。
2. 必要時，對所確認出的現有防護設施，得分為工程控制、管理控制及個人防護具等，以

利於後續的分析及應用。

（四）評估危害的風險
1. 風險為危害事件之嚴重度及發生可能性的組合，評估時不必過於強調須有精確數值的量

化分析，事業單位可自行設計簡單的風險等級判定基準，以相對風險等級方式，作為改
善優先順序的參考。

2. 事業單位對所辨識出的潛在危害，應依風險等級判定基準分別評估其風險等級。
3. 執行有害物和有害能源暴露之健康風險評估時，須參考作業環境測定及監測的結果。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風險評估基本原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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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辨識危害及後果

1. 事業單位應訂定不可接受風險的判定基準，作為優先決定採取降低風險控制措施的依據

。

2. 不可接受風險的判定基準並非持續固定不變，事業單位應依實際風險狀況及可用資源等

因素，適時調整不可接受風險判定基準值，以達持續改善的承諾。

3. 對於不可接受風險項目應依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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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有效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

4. 風險控制措施確認後，應指派相關人員負責規劃及實施，並定期追蹤其執行狀況。

（六） 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

1. 事業單位對預計採取降低風險的控制措施，應評估其控制後的殘餘風險，並於完成後，

檢討其適用性及有效性，以確認風險可被消減至預期成效。對於無法達到預期成效者，

應適時予以修正，必要時應採取其他有效的控制措施。

2. 事業單位對已執行或所採取之風險控制措施，應定期或不定期進行監督與量測，以確保

其遵循度及控制成效。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執行危害辨識可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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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執行危害辨認時，必須明確地辦認出危害型態，

我們可以由損失的四個來源（PEME）來加考量：

人員、設備、物質、環境。

2. 是否有引發傷害的因子？危害的根源是什麼？

3. 危害是如何發生的？可能受到影響或傷害是那些人

員？

4. 這些傷害後果會有多嚴重？(明顯得知不具傷害的危

害，可不必記載或作進㇐步的分析。)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人員危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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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什麼危害類型的接觸(Contact)引起人員受傷、職業病或工作壓力?

㇐般可將對人員的危害區分為下列十二類型：
 被撞(Strict-by, SB) ：正常移轉中物體、意外的起動與移動、移動中物體脫離正常軌跡、儲存

/堆積/放置
 撞及(Struck-Against, SA)：突出的物體、擁塞地區的工作
 被觸(Contacted-by, CBY) ：有害的物質、壓力設備失效
 觸及(Contact with, CW) ：電氣設備、灼熱物體
 被夾(Caught-Between ,CBE) ：移動中之設備/物體
 被抓(Caught-on , CO) ：固定或移動設備之突出物體
 陷入(Caught-in, CI) ：地面或地板的開口
 跌倒(Fall-Same-Level, S) ：地面濕滑、突出物
 墜落(Fall-To-Below, FB) ：梯子、施工架、台階
 用力過度(Over Exertion-Strain, O) ：搬運沉重物料、鬆開咬死物件
 暴露(Exposure, E) ：釋放之粉塵與蒸氣、噪音的危害、過度的溫度
 外物入眼(Foreign-Body-Eye, FBE) ：飄浮於空中的粒子、彈出物體
 不合適的動作：工作人員是否會有㇐些不合適的動作會危害到安全、品質或製程？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辨識基本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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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
 人員與設備作動中之本體或部件接觸所導致之切

傷、割傷、捲傷、壓傷、夾傷及撞傷等危害。

 設備產生之噪音與震動等能量所導致之危害。

 使用電力之設備故障或維護保養不良導致之感電

危害。

 壓力容器、鍋爐或化學品槽體設備操作或檢修不

當導致之火災、爆炸、缺氧及中毒等危害。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辨識基本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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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
 工作環境儲存、使用之原料(物料)、製程之半成品

、成品或衍生性產物等，是否含有可能造成火災

、爆炸、設備腐蝕之危險物；或可能造成缺氧、

中毒、皮膚腐蝕、吸入性危害(過敏或呼吸道損傷)

、生殖毒性、致癌之有害物。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辨識基本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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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特殊作業環境引發之危害，如高架作業、異常氣

壓、缺氧環境、高溫低溫環境、放射性物質場所

、噪音(振動)作業場所等

 工作環境之設施結構、位置、動線或人機介面設

計不良導致之跌倒、墜落、滾落、塌陷、物體飛

落、人因工程等危害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因子類型

14

危害類別 危害狀況 危害因子 健康效應

化學性危害

粒狀物質(粉塵、燻煙、霧
滴)

礦物粉塵、棉塵 塵肺症
化學物質 急慢性中毒、癌症等

氣體、液體 各種有害氣體與蒸氣、酸鹼 急性中毒、慢性中毒、灼傷、
癌症等

窒息 窒息性氣體 缺氧症、死亡

物理性危害

異常溫溼度 高溫或低溫 熱傷害、凍傷
異常氣壓 高壓 潛水伕病
噪音 可聽音域 聽力損失

振動 全身振動 頭痛疲勞
局部振動 白指病、頸肩傷害

非游離輻射

微波 白內障、體溫上升
紅外線 白內障
可見光(雷射) 網膜損傷、失明
紫外線 紅斑、角膜炎

游離輻射
X射線 X射線障礙
α射線、β射線、γ射線、質子射
線、中子射線

放射線障礙如白血病、惡性貧
血、皮膚炎、不孕等症狀

生物性危害
微生物 細菌、病毒、黴菌 感染、過敏
寄生蟲 鉤蟲 寄生
動物 嚙咬、傳染 腫痛、中毒、傳染性疾病

人因工程
姿勢 久立 足痛、靜脈瘤
姿勢 重複動作 腕道症候群
負荷 過重 疝氣、脊椎傷害

資料來源：勞研所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製造業常見危害因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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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開關箱未設置絕緣隔板電器開關箱未設置絕緣隔板

化學品存放或使用位置不理想化學品存放或使用位置不理想

電源或電氣設備置於潮濕區域電源或電氣設備置於潮濕區域

氣體鋼瓶未妥善固定氣體鋼瓶未妥善固定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製造業常見危害因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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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機未有連鎖裝置離心機未有連鎖裝置

2公尺以上作業區邊緣無防護2公尺以上作業區邊緣無防護

傳動輪(軸)等未設置護罩傳動輪(軸)等未設置護罩

1.5公尺以上作業區無安全上下設備1.5公尺以上作業區無安全上下設備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特定製程產業常見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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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逸散粉塵逸散

噪音危害噪音危害

有害化學氣體、蒸氣、濕熱環境有害化學氣體、蒸氣、濕熱環境

姿勢不良或高重複動作引起之
人因性危害

姿勢不良或高重複動作引起之
人因性危害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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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危害性化學品？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第2條：
1.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

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2.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

具有健康危害者。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辨識實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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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物

進入人
體途徑

沸點反應
性

職業
衛生

1
認識姓名……
物質名稱
SDS

2
認識特徵……
物理性質
化學性質
容許濃度
健康危害

3
瞭解性格……
急性慢性
進入途徑
毒理特性
劑量反應
標的器官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辨識實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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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0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

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1

23

安全資料表應清楚記錄以下16項資訊

(09) 物理及化學性質
(10) 安定性與反應性
(11) 毒性資料
(12) 生態資料
(13) 廢棄物處置方法
(14) 運送資料
(15) 法規資料
(16) 其他資料

(01) 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02) 危害辨識資料
(03) 成分辨識資料
(04) 急救措施
(05) 滅火措施
(06) 洩漏處理方法
(0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08) 暴露預防措施

 安全資料表每三年檢討㇐次，紀錄應保存三年
 應放在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辨識實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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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名稱簡寫 地址 電話 使用地點
(作業區) 作業說明 每月平均數

量    (公斤)
每週作業時

間(小時) 使用管理者

1 純物質範例：
硫酸  (cp級) 硫酸 7664-93-9 ■有  □無 ○○ 依該公司供應商資

訊填入

依該公司
供應商資

訊填入
□□作業區

例如溶
解、配藥 例如2.88 30 李OO

三㇠醇胺85% 102-71-6

二㇠醇胺15% 111-42-2

4 冰醋酸 冰醋酸 參考SDS
三、 ■有  □無

例如：協
明

依該公司供應商資
訊填入

依該公司
供應商資

訊填入
混料作業區 例如溶

解、配藥 例如5000 45 張OO

5 以下類推 □有□
無

6 □有□
無

7 □有□
無

8 □有□
無

供應商或製造商 使用資料
化學品

CAS  No..

主要成分(混合
物成分不只㇐

個)

GHS
SDS

混合物範例：
三㇠醇胺2

項次或
SDS

控管編號

物品名稱/化學
品名稱

○○ 依該公司供應商資
訊填入

依該公司
供應商資

訊填入

□□作業
區

例如溶
解、配藥

■有□
無

例如5.42 20 李OO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內容建議至少包含：化學品名稱、主要成分、

CAS.NO、製造(輸入或供應)商、化學品使用量、儲存地點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辨識實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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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標示應包含內容：
㇐、危害圖式。
二、內容：
（㇐）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

應者之名稱、地址及
電話。

容器之容積
100mL以下
只須標示此
三項

火焰 圓圈上㇐團火焰 炸彈爆炸

腐蝕 氣體鋼瓶 骷髏與交叉骨

驚嘆號 環境汙染 健康危害

危害圖示種類(共9類)危害圖示種類(共9類)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辨識實務(5/5)

23

下列情形之㇐者，得於明顯
之處，設置標示：
㇐. 裝同㇐種危害性化學品之數個容

器，置放於同㇐處所。
二. 導管或配管系統。
三. 反應器、蒸餾塔、吸收塔、析出

器、混合器、沈澱分離器、熱交
換器、計量槽或儲槽等化學設備
。

四. 冷卻裝置、攪拌裝置或壓縮裝置
等設備。

五. 輸送裝置。

工作場所化學品危害告示(範例)工作場所化學品危害告示(範例)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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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評估概念

如何判斷危害程度？透過風險

㇐個會造成人員傷害或經濟損失的危害 事件之

量 度 ； 包 括 潛 在 危 害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Likelihood) 與 該 事 件 發 生 後 的 嚴 重 性

(Magnitude)兩項因素，它是兩者相乘後的綜

合性指標。

風險 = 可能性(機率/頻率) X 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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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評估類型

定性
依主觀認定方法判斷危害之顯著程度。

定性範例：飲料很甜、不甜

定量
藉由計算或量測取得數值以決定風險程度。

定量範例：飲料含糖量50g/L

半定量
將危害本身既有之各項特性量尺化，並綜合各項量化指標以評定危害風

險等級。

半定量範例：飲料無糖、微糖、半糖、全糖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毒物學概念(1/4)

27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毒理學之父Paracelsus先生（1493-1541）有㇐句名言：

「所有化學物質都有毒，世界上沒有不毒的化學物質。」

「但依使用劑量的多寡，可區分為毒物或藥物。」

當我們詢問㇐種物質有沒有毒的時候，「劑量」是決定
答案的關鍵。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毒物學概念(2/4)

28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毒理學

劑量

急性

慢性

可逆

不可逆

致癌

個體差異

風險
暴露途徑

相加作用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毒物學概念(3/4)

29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動物實驗

急性毒性研究之做法：

將動物分成數組-每組動物數量相同(10-50隻)

其中㇐組為控制組

其餘各組暴露於㇐系列由高至低之不同劑量下

觀察 14天，紀錄各組死亡數目

劑量效應曲線圖(dose response curve)，
用以表示劑量與所產生之效應間的關係

癱瘓

閾值



㇐、危害因子辨識實務 毒物學概念(4/4)

30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不同物質的L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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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工作場所容許暴露標準(1/3)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二條
雇主應確保勞工作業場所之危害暴露低於附表㇐或附表二之規定。附表㇐中未列有容
許濃度值之有害物經測出者，視為超過標準。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容許濃度如下：

㇐.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L-TWA)：除附表㇐符號欄註有「高」字外之濃度，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般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以下，不致有不良反應者。

二.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L-STEL)：附表㇐符號欄未註有「高」字及附表二之
容許濃度乘以下表變量係數所得之濃度，為㇐般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以下任何
十五分鐘，不致有不可忍受之刺激、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麻醉昏暈作用、
事故增加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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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工作場所容許暴露標準(2/3)

容許濃度 變量係數 備註

未滿 1 3 氣狀物濃度以ppm為主

粒狀物以mg/m3為主1以上,未滿10 2

10以上,未滿100 1.5

100以上,未滿1000 1.25

1000以上 1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L-STEL)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L-TWA) * 變量係數

範例：

甲苯之PEL-TWA為 100 ppm，PEL-STEL = 100 * 1.25，
即為 12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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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工作場所容許暴露標準(3/3)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八條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濃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 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平均濃度不得超過相當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二. 任何㇐次連續十五分鐘內之時量平均濃度不得超過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
濃度。

三. 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最高容許濃度。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相關法規(1/3)

34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

1.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

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2. 前項之評估方法、分級管理程序與採行措施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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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
1.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勞工之

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2. 前項之容許暴露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並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構分析之監測項目，得僱用合格監測
人員辦理之。

4. 雇主對於前項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
關。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實施查核。

5. 前二項之作業場所指定、監測計畫與監測結果揭示、通報、監測機構
與監測人員資格條件、認可、撤銷與廢止、查核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相關法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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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罰則

 §42 罰鍰30-100萬

• §12-4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通報資料查核結果不實。

 §43 罰鍰3-30萬

• §11-1未實施危害性化學品風險評估，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 §12-1危害暴露高於標準值。

• §12-3未訂定監測計畫、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
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45 罰鍰3-15萬

• §12-4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未通報，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相關法規(3/3)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方法(1/3)

37

具GHS健康危害化學品
適用法條：職安法第11條

適用具GHS健康危害化學物
質(約19,000種)

適用評估方法：
 半定量暴露危害評估(控制區帶)

 定量暴露危害評估(模式分析)

 定量暴露危害評估(作業環境監測)

具GHS健康危害
化學品

(19,000種以上)

具容許暴露標準
化學品
(491種)

應實施環境監測
化學品
(91種)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 蔡朋枝教授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方法(2/3)

38

具GHS健康危害
化學品

(19,000種以上)

具容許暴露標準
化學品
(491種)

應實施環境監測
化學品
(91種)

具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
適用法條：職安法第12條第1項

適用容許暴露標準之化學品
(491種)

適用評估方法：
 定量暴露危害評估(模式分析)

 定量暴露危害評估(作業環境監測)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 蔡朋枝教授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方法(3/3)

39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 蔡朋枝教授

應實施監測化學品
適用法條：職安法第12條第3項

適用公告需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者

適用評估方法：
 定量暴露危害評估(作業環境監測)

具GHS健康危害
化學品

(19,000種以上)

具容許暴露標準
化學品
(491種)

應實施環境監測
化學品
(9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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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事業單位關心或常提出的問題：
1. 作業環境監測是甚麼？為甚麼要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2. 有哪些東西需要列入環測項目？

3. 要找誰來做環測？

4. 監測的頻率、點位、時間該如何規劃？

5. 監測結果超過法定容許濃度該怎麼辦？

6. 其他如：我用的原料都無毒，㇐定要測嗎？

我都有找環保公司來檢測煙囪排氣，不能用這個代替嗎？

我可以自己買儀器測嗎？

族繁不及備載..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常見提問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1/6)

41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名詞定義
1. 作業環境監測：指為掌握勞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勞工暴露狀況，所採取之規

劃、採樣、測定及分析之行為。

2.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執行作業
環境監測業務之機構（以下簡稱監測機構）。

3. 臨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間不超過三個月，且㇐年內不
再重複者。

4. 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勞工每日作業時間在㇐小時以內者。

5. 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期間不超過㇐個月，且確知自該作業終了日起六個月，
不再實施該作業者。

6. 第三者認證機構：指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聯盟相互認可協議，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認證機構。

7. 認證實驗室：指經第三者認證機構認證合格，於有效限期內，辦理作業環境監
測樣本化驗分析之機構。



因子
類型 作業場所定義 應監測項目 測定頻率

物
理
性

勞工噪音暴露工作日8小時日時量平均音壓級85分貝以上
之作業場所 噪音劑量 每6個月1次以上

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八條第㇐款所列之作業
場所 綜合溫度熱指數 每3個月1次以上

化
學
性

設有中央管理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二氧化碳 每6個月1次以上

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款之坑內作業
場所 粉塵及二氧化碳 每6個月1次以上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 粉塵 每6個月1次以上

製造、處置或使用職安法公告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 有機溶劑 每6個月1次以上

製造、處置或使用職安法公告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 特定化學物質 每6個月1次以上

接近煉焦爐或於其上方從事煉焦作業之場所 苯之煉焦爐生成物 每6個月1次以上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鉛 每年1次以上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四烷基鉛 每年1次以上

上述作業場所，雇主於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料及設備時，應評估其勞工暴露
之風險，有增加暴露風險之虞 者，應即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42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2/6)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3/6)

43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十條
1.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性、監測目的及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規劃採樣策略，並訂定含採樣策略之作業環境監測
計畫（以下簡稱監測計畫），確實執行，並依實際需要檢討更新。

2. 前項監測計畫，雇主應於作業勞工顯而易見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方式
揭示之，必要時應向勞工代表說明。

3. 雇主於實施監測十五日前，應將監測計畫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路登錄
系統及格式，實施通報。但依前條規定辦理之作業環境監測者，得於實施
後七日內通報(指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料及設備時)。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4/6)

44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十條之㇐
前條監測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1. 危害辨識及資料收集。

2. 相似暴露族群之建立。

3. 採樣策略之規劃及執行。

4. 樣本分析。

5. 數據分析及評估。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5/6)

4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1. 雇主依前二條訂定監測計畫，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應會同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及勞工代表實施。

2. 前項監測結果應依附表三記錄，並保存三年。但屬附表四所列化學物質者
，應保存三十年；粉塵之監測紀錄應保存十年。

3. 第㇐項之監測結果，雇主應於作業勞工顯而易見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
方式揭示之，必要時應向勞工代表說明。

4. 雇主應於採樣或測定後四十五日內完成監測結果報告，通報至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系統。所通報之資料，主管機關得作為研究及分析之用。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重點(6/6)

46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第十㇐條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應設置或委託監測機構辦理。但監測項目屬物理性
因子或得以直讀式儀器有效監測之下列化學性因子者，得僱用㇠級以上之監測
人員或委由執業之工礦衛生技師辦理：

1. 二氧化碳。

2. 二硫化碳。

3.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4. 次㇠亞胺。

5. 二異氰酸甲苯。

6. 硫化氫。

7.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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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規劃內容概要(1/2)

參考勞動部公告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通報參考格式：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二、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 物理性危害因子：噪音、綜合溫度熱指數。
(二) 化學性危害因子：

１、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清單。
２、化學品主要運作區域或部門。
３、化學品名稱、主要成分（CAS No）。
４、基本物化特性。
５、 GHS 危害分類。
６、其他健康危害。

三、相似暴露族群（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之建立：
(㇐) 部門／製程／工作區名稱。
(二) 製程／工作區工作人數。
(三) 製程／工作流程說明。
(四) 化學品使用情形（運作量、運作方式、人員配置及位置）。
(五) 現場危害控制方式。



48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監測規劃內容概要(2/2)

參考勞動部公告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通報參考格式：
四、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
(二) 監測處所。
(三) 樣本數目。
(四)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
(五)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五、樣本分析：
(㇐) 物理性因子分析項目。
(二) 化學性因子得以直讀式儀器有效監測項目。
(三)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六、數據分析及評估：
(㇐) 統計分析。
(二) 歷次監測結果比較。
(三) 監測成效評估。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危害資料蒐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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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類型 中小型傳統製造業常見作業區域或類型 可能潛藏危害

物
理
性

沖壓、裁切、研磨、粉碎、拋光、振動篩分、使用手工具或空氣噴槍等 噪音

熔煉、澆鑄、燒結、煉焦、熱處理、加熱成型、烘烤、烘乾、染整作業等 熱危害

化
學
性

噴塗、塗膠、貼膠、印刷、化工產品製造(塗料、顏料、染料及合成樹脂等) 有機溶劑(或其揮發蒸氣)

表面處理業製程常見之電鍍、酸洗、脫脂、氧化還原等處理
特定化學物質

(無機酸、鉻酸及其鹽類、
錳化合物、氰化物等)

紡織、染整及化工業等酸鹼調整製程 特定化學物質
(無機酸類、氨)

粉狀原料計量、投料、混合、鑄造造模、清砂、洗砂、漏砂、噴砂、研磨、
拋光、粉碎等 粉塵

鋼鐵業煉焦爐或於其上方從事煉焦作業之場所 苯、甲苯、二甲苯等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鉛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四烷基鉛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作業環境危害資料蒐集(2/2)

以橡膠業為例
1. 常見物理性危害因子包含：噪音、熱環境(高溫作業)
2. 常見化學性危害因子包含：粉塵(碳黑、白煙及其他礦物)、有機溶劑(正己

烷、正庚烷、甲苯、二甲苯、丁酮、㇠酸㇠酯、㇠酸丁酯…等)

設備高速運轉、摩擦或撞擊
之作業易導致噪音

投料區粉塵逸散 部分原料包含有機溶劑

加硫、成型等作業區域可能
有濕熱環境危害

原料包含多種粉料及礦物 噴塗作業使用大量有機溶劑

50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調查(有機&特化)

1. 蒐集廠內各原料、藥品及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SDS)，目的為瞭解其組
成成分(EX：成型機使用離型劑、脫模劑)

2. 將所有調查得之化學物質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使用
區域及每日使用時間等資訊彙整成清冊(可依製程或使用設備區分)

3. 將清冊內化學品對照「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標準」等法規公告項目，若屬公告有機溶劑或特定化學物質，
即必須每半年進行㇐次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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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粉塵監測規劃原則(1/2)

52

1. 可參考「粉塵危害預防標準」附表
㇐所列之「粉塵作業(甲欄)」，
「特定粉塵發生源(㇠欄)」則為法
定需每半年進行粉塵監測場所範例
如右表

2. 製造業常見粉塵作業包含粉狀原料
計量、投料、混合、鑄造造模、拆
模、清砂、洗砂、漏砂、噴砂、研
磨、拋光、粉碎、破碎等

3. 若不確定是否為粉塵作業，除對照
SDS確認使用之原料是否具危害性
外，只要作業場所粉塵逸散嚴重
(煙霧迷漫、㇐呼吸就想咳嗽)，即
建議至少進行㇐次粉塵監測以評估
其危害程度。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粉塵監測規劃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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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內所規定之容許濃度均為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二. 可呼吸性粉塵係指可透過離心式等分粒裝置所測得之粒徑者。

三. 總粉塵係指未使用分粒裝置所測得之粒徑者。

四. 結晶型游離二氧化矽係指石英、方矽石、鱗矽石及矽藻土。

五. 石綿粉塵係指纖維⾧度在五微米以上，⾧寬比在三以上之粉塵

粉塵種類 概述
容許濃度

符號
可呼吸性粉塵 總粉塵

第㇐種粉塵
含結晶型游離二氧
化矽10％以上之礦
物性粉塵

10mg/m3

%SiO2+2
30mg/m3

%SiO2+2

第二種粉塵
含結晶型游離二氧
化矽未滿10％之礦
物性粉塵

1 mg/m3 4 mg/m3

第三種粉塵 石綿纖維 0.15 f/cc 0.15 f/cc 瘤

第四種粉塵 厭惡性粉塵 5 mg/m3 10 mg/m3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物理性危害規劃

噪音劑量監測規劃原則
1. 可透過直讀式噪音計進行瞬間音壓量測，若瞬間音壓超過85dBA，且

噪音源屬連續性，建議規劃進行噪音劑量監測。

2. 若有衝擊性噪音(如沖床)，建議規劃進行作業人員之噪音計量監測。

3. 其他只要覺得吵、有疑慮的作業區域，均可於首次作業環境監測時安
排，以確認是否屬於噪音作業場所。

54

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規劃原則
1. 作業場所內具有明確熱源(鍋爐、熔爐、加熱設備等)。

2. 綜合溫度熱指數之量測方式以區域採樣為主，但量測點位盡可能符合
該作業區勞工最經常作業位置。

3. 其他經勞工反應有悶熱、濕熱、通風不良之位置，均可至少量測㇐次
綜合溫度熱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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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採樣點位選擇與點數規劃(1/2)

以觀察法為例-SEG劃分：
1. 繪製廠內平面配置圖，調查各作業區之製程類別、可能暴露之危害、暴露時間與

程度、以及控制措施有無等條件
2. 透過前述調查之資訊，將條件相近之測定區域/勞工劃分為相似暴露族群(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

SEG02

SEG03-2

SEG01

SEG03-1

SEG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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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採樣點位選擇與點數規劃(2/2)

以觀察法為例-測定點位及點數規劃：
1. 各相似暴露族群建議至少需包含個人及區域採樣各㇐點，並依該族群範圍酌予增

加測定點數
2. 各相似暴露族群量測點位/人員挑選，以越能實際反映該作業勞工常態暴露情形者

為優先，或以接觸危害物與其發生源時間最⾧者優先(EX：混練機操作員採樣順序
大於設備檢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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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監測機構查詢

1. 使用瀏覽器搜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平台」，網址如下：
https://oemd.osha.gov.tw/exposure/content/masterpage/Index.aspx

2. 點選網頁上方深藍色按鈕之「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即可查詢目
前全台可執行環測機構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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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監測機構選擇依據

1. 是否有專屬分析實
驗室(分析工作相對
較為快速及穩定)

2. 認可項目及類別是
否包含事業單位全
部要監測項目

3. 認可有效期限(注意
到期日及是否已展
延)

4. 測定機構所在地(關
係到測定機構報價)

5. 是否具備合格之監
測人員

1

2

3

5

4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現場採樣執行方法與設備簡介(1/2)

直讀式儀器監測
氣體直讀式儀器係指能於短時間之內直接顯示待測物讀值之儀器，部分
設備更結合了氣體採樣與分析兩種功能，具有可即時監測、快速、輕巧
易攜帶、操作簡單與可進行⾧時間的連續監測之優點。適用於室內空氣
品質、室外各式環境之空氣評估使用。

59

化學性：僅適用於工作場所瞬間狀態評
估或監測部分法規指定之項目

物理性：可即時評估物理性危害，亦可
監測時量平均值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現場採樣執行方法與設備簡介(2/2)

採樣分析方法簡介
1. 大部分監測項目至少需量測6hr以上，建議以⾧時間量測項目先行採樣，完成

後再進行直讀式儀器量測。

2. 危害性化學品、粉塵等採樣器主要透過抽氣泵浦連接各類採樣介質管(匣)，將
作業現場空氣抽引至泵浦內，使待測項目附著於採樣介質管(匣)內，完成採樣
後將介質管(匣)妥善密封後送樣分析。

3. 物理性採樣則將聲能、熱能轉換為訊號儲存至採樣器內，待採樣結束後計算
出相關指數(噪音劑量&綜合溫度熱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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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靠近呼
吸帶越具
代表性



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現場採樣執行注意事項

1. 執行監測當日，受測區域之作業或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2. 各測定項目是否皆包含區域及個人採樣(綜合溫度熱指數除外)？

3. 個人採樣之採樣器配戴方式是否正確合理？區域採樣之採樣器擺放位
置是否合理？

4. 採樣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影響測定結果之異常情形？(EX：個人採樣配
戴者隨意棄置採樣器、區域採樣器受到撞擊或溶劑噴濺等)

個人採樣器正確配戴方式 較不妥之配戴方式

取樣口靠近人員呼吸帶 噪音計靠近耳部周邊 採樣管未收妥 取樣口遠離呼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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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直讀式儀器量測(照度)

照度計量測方法：
 受光器(白色球面)

部分盡量與人員
作業面同高度，
並保持水平放置

 受光器與光源間
應避免有障礙物
阻擋光線

以照度計量測改善區域之照度，並對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3條
之照度表，EX：機械及鍋爐房之全面照明須至少100米燭光(lux)以上。

照度值讀取方法：
 量測前須設定照

度量測範圍(㇐般
為0~2,000 lux)

 以正確方式量測
時，帶儀器面板
顯示讀值無大幅
變動時即可紀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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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環測結果報告解讀(1/2)

化學性危害測定結果：
測定報告所顯示之「監測結果空氣中濃度」即為最終測定結果，將各測定項
目濃度對照「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附表㇐(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
或附表二(粉塵)，即可得知是否符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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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環測結果報告解讀(2/2)

噪音測定結果：
依測定報告顯示之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TWA)進行判斷，若TWA超過 85
dBA，代表該作業區域屬噪音作業區。

綜合溫度熱指數測定結果：
依測定報告顯示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值(WBGT) 對照「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
標準」第5條內容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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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環境監測結果分級管理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八條第二項
雇主應就前項暴露評估結果，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評估：

㇐. 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之者，至少每三年評估㇐次。

二. 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但高於或等於其二分之㇐者，至少每年評估㇐次。

三. 暴露濃度高於或等於容許暴露標準者，至少每三個月評估㇐次。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條第二項
雇主對於前二條化學品之暴露評估結果，應依下列風險等級，分別採取控制或管理措
施：

㇐. 第㇐級管理：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者，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
或管理措施外，製程或作業內容變更時，並採行適當之變更管理措施。

二. 第二級管理：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但高於或等於其二分之㇐者，應就製程
設備、作業程序或作業方法實施檢點，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三. 第三級管理：暴露濃度高於或等於容許暴露標準者，應即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
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確保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

※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法規定應定期監測項目主，依該辦法規定頻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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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環境監測結果統計分析

若㇐個相似暴露群有10人，㇐年365天，3650種狀况
測定2次，每次㇐點，可以瞭解暴露實態(勞工暴露狀况)?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奕孝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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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評估方法與執行實務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管理實施流程

收集化學品相關資訊，建立清單收集化學品相關資訊，建立清單

建立相似暴露族群建立相似暴露族群

收集化學品相關資訊，建立清單收集化學品相關資訊，建立清單

無容許暴露標準無容許暴露標準

實施半定量評估實施半定量評估

進行分級管理進行分級管理

每3年評估㇐次每3年評估㇐次

有容許暴露標準，是否屬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之化學品

有容許暴露標準，是否屬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之化學品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 100人
勞工人數 ≧ 500人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 100人
勞工人數 ≧ 500人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直讀式儀器
或定量暴露推估模式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直讀式儀器
或定量暴露推估模式

分級管理分級管理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進行分級管理進行分級管理

暴露濃度
<1/2PEL
暴露濃度
<1/2PEL

1/2 PEL≦
暴露濃度

<PEL

1/2 PEL≦
暴露濃度

<PEL

暴露濃度
≧PEL

暴露濃度
≧PEL

第㇐級
管理

第㇐級
管理

第二級
管理

第二級
管理

第三級
管理

第三級
管理

每3年評
估㇐次

每3年評
估㇐次

每年評
估㇐次
每年評
估㇐次

每3個月
評估㇐次
每3個月
評估㇐次

暴露濃度
<1/2PEL
暴露濃度
<1/2PEL

1/2 PEL≦
暴露濃度

<PEL

1/2 PEL≦
暴露濃度

<PEL

暴露濃度
≧PEL

暴露濃度
≧PEL

第㇐級
管理

第㇐級
管理

第二級
管理

第二級
管理

第三級
管理

第三級
管理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
法規定頻率監測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管理辦
法規定頻率監測

否 是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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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相關法令規章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 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 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

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 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

危害…(等十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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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工程控制措施概述

危害
辨識

風險
評估

控制
改善

消除

取代

隔離

工程控制

行政管理

個人防護具

安全裝置

通風控制

噪音防制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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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工程控制措施概述

有害物依健康風險分類示意

危害低等 危害中低等 危害中等 危害最高

整體換氣

局部排氣

過濾循環

密閉作業

優先採用順序為密閉設備優先、局部排氣系統其次、整體換氣裝置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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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換氣原理簡介

高壓 低壓空氣流向

兩點間有壓力差

常用壓力：
• 絕對壓力（≧0、psi）
• 錶壓力（扣除大氣壓力）
• 相對壓力（正負壓）

通風分類：
• 靜壓（SP、Ps）
• 動壓（VP、Pv）
• 全壓（TP、Pt）
• 常用單位：Pa、mmH2O、

inH2O、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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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換氣設計概念簡介(1/2)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建平 博士

正負壓

氣流
路徑

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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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換氣設計概念簡介(2/2)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建平 博士

正壓
供氣 > 排氣

(供=排+溢出)
常見範例：無塵室

負壓
供氣 < 排氣

(供+滲入=排)
常見範例：負壓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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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類型簡介

有害物、粉塵暴露工作環境潮濕悶熱

整體通風

自
然
換
氣
通
風

機
械
動
力
換
氣

局
部
位
置
送
風

熱
源
包
覆
阻
隔

增加換
氣頻率
降低現
場溫度

局部控制

局
部
排
氣
系
統

整體通風

自
然
換
氣
通
風

機
械
動
力
換
氣

密
閉
設
備

局部控制

局
部
排
氣
系
統

作
業
人
員
降
溫

熱
源
收
集
移
除

減
少
熱
源
逸
散

增加換
氣頻率
稀釋有
害物粉
塵濃度

有害物
粉塵阻
絕或控
制排除

面臨問題

控制方式

改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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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類型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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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選用規劃步驟

確
認
通
風
問
題
類
型

評
估
現
有
通
風
狀
況

通
風
系
統
改
善/

規
劃
建
議

保
養
維
護
建
議

發煙管測試

氣體偵測器量測IR量測

風速計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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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簡介(1/2)

整體換氣裝置
• 整體換氣主要是藉由動力供給空氣至作業環境中，以便將有

害物稀釋，利用氣流將有害物由作業環境中排除之方法。依
據動力來源，可分為自然通風與機械換氣兩種。

• 自然通風主要是利用天然風力，以溫度差或壓力差造成氣體
流動現象，而達到換氣之目的，㇐般稱為溫差排氣或熱對流
換氣。

• 機械換氣是利用機械動力如風扇、抽風機等，達到空氣流動
及稀釋空氣中有害物濃度之目的。

• 以換氣效率而言，機械換氣優於自然通風，因為機械換氣有
人為操作之換氣設備，較能提供必要之換氣量，以便充分換
氣；自然通風常需靠溫度差等自然環境因素，而不是人力可
完全控制的動力，常常無法提供足夠之換氣量達到稀釋空氣
有害物濃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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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簡介(2/2)

自然通風類型

機械通風類型
圖片來源：臺灣科技大學 黃榮芳 教授

圖片來源：臺灣科技大學 黃榮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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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設置注意事項(1/3)

㇐般常見之整體換氣裝置型式有完全排氣方式、完全供氣方式
及供氣、排氣併用方式。在裝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應達必要之換氣量：必要之換氣量會因通風目的而有所差異，如
排除有害物或有機蒸氣、控制作業場所溫度、排除呼吸等所產生
之二氧化碳或是防止火災爆炸等皆須不同換氣量。

2.應控制有害物濃度在容許濃度或管理濃度以下。
3.排氣機、送風機或導管之開口應儘量接近危害發生源。
4.排氣及供氣要不受阻礙且能保持有效運轉。
5.依危害性化學品特性使其換氣均勻。
6.補充空氣，視作業環境需要調整溫度及濕度。
7.避免讓排出之污染空氣回流至作業場所。
8.高毒性、高污染性作業應與其他作業場所有效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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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設置注意事項(2/3)

整體換氣之空氣流動順序(設計)：
設置整體換氣裝置，新鮮空氣應先流經作業人員呼
吸域，再經污染源，然後排出於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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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設置注意事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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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常見整體換氣措施

太子樓 排風扇

僅側邊窗戶 通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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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整體換氣設置注意事項

採用整體換氣時，應儘可能優先考慮自然通風設計，
以節省能源與投資成本。如果自然通風達不到職業
衛生標準，或因生產製程要求，無法直接採用自然
通風換氣時，則應可慮採用機械通風，或自然通風
與機械通風並存的通風換氣方式處理。

動力式壓風扇設置參考示意圖動力式壓風扇設置參考示意圖自然式通風設置參考示意圖自然式通風設置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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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控制措施簡介(1/2)

局部排氣系統
• 局部排氣系統係利用氣罩儘可能包圍污染源、機械、器具或其全部設備。

產生吸氣氣流，導引污染源附近之空氣進入裝置內，以捕集污染物之設
備。

• 局部排氣系統，其主要由下列四要素所構成：

1)氣罩：是包圍污染物的圍壁，可增加捕獲在空氣中的污染物。

2)導管：是污染物的輸送管路，由主導館與岐導管所構成，將污染的空
氣運送到空氣淨化裝置或排氣機的管道。

3)空氣清淨裝置：是在空氣流被排放或排放到環境(外部空氣)之前從空
氣流中除去污染物之裝置。

4)排氣機：是局部排氣系統主要動力來源，將來自氣罩的空氣抽吸到管
道中並從作業場所中移除空氣。排氣機必須克服系統中的摩擦，進氣
口和配件造成的所有損失、同時產生預期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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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控制措施簡介(2/2)

氣罩(機台)

導管
空氣清淨裝置

排氣機

煙囪

 缺點
• 設計安裝成本較高
• 需定期清理檢視維護

 注意事項
• 氣罩需接近發生源、盡量包圍
• 需有足夠的控制風速
• 以乾淨空氣流經作業人員之呼吸帶
• 排氣位置遠離進氣口

 優點
 立即捕集並排出污染
 高毒性污染物必須使用
 所有種類的污染都能捕集
 只需較少補充空氣
 耗能較少

圖片來源：Controlling airborne contaminants at work: 
A guide to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LEV)，HSE



87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設計注意事項

局部排氣系統的設計非常重要，必須配合特定的生產過程和使用中
的化學或可能之污染物特定設計。
㇐般而言，設計程序包含以下事項：
1)設備機台相關資料收集與整理，包含逸散位置、設備機台尺寸、

逸散物質種類、逸散範圍、工作需求等。
2)氣罩型式與風量大小的選定。
3)排氣管路種類與管路材質的選定。
4)管路配置走向繪製。
5)各管段搬運速度選定。
6)各管段管徑選定。
7)各管段管件壓損估算。
8)空氣清淨裝置選用。
9)排氣風機選用。

通風系統
設計規劃



88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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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氣罩種類示意(1/3)

參考圖片來源：作業環境控制工程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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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種類示意(2/3)

• 側吸式：須搭配有害物擴散上升速度
• 下吸式：對傾向落下的有害物效果最佳
• 接收式：適合熱(浮力)上升的有害物及有運動慣性之污染物

參考圖片來源：作業環境控制工程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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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種類示意(3/3)

Push-pull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吹吸式通風系統)

參考來源：NIOSH通風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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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口風速

• 有兩根直徑都是D的管子，插在風機的出入口。在吸氣入口側，管口的平均吸氣風

速是V，但只要稍微離開管口，例如離開1D的距離，吸氣風速就銳減為0.1V。

• 至於在風機的噴射送風出口，直徑依然是D，平均噴射風速依然是V（因為風機出

入口直徑相同），但必須噴出去30到40倍直徑D的距離，噴射風速才會降0.1V。

• 噴流會跑多遠呢？理論上是無限遠，但實務上我們以0.3m/s為噴流的死亡距離。

這是因為，環境背景的雜亂風速分布中，凡是低於0.3m/s者，人都感覺不到。

圖片來源：台灣工業通風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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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選用注意事項

1.盡量避免使呼吸帶和有害
物存在範圍重疊

2.密閉作業優先考慮

3.其次考慮包圍式氣罩

4.氣流亭式氣罩

5.外裝式氣罩，最好另加其
他輔助控制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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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裝設注意事項

1. 氣罩應接近發生源
2. 必須有足夠的控制風速
3. 須設補氣裝置
4. 排氣口必須遠離進氣口
5. 消除氣動對排氣裝置之影響
6. 依作業方法及擴散狀況選擇適當之氣罩型式及大小
7. 須能控制有害物可能擴散之範圍
8. 導管應易清潔/保養/測定
9. 作業期間須有效運轉
10. 儘可能減少有害物之產生
11. 不可直接用導管吸引有害物
12.必要時氣罩可加凸緣
13.氣罩大小必須大於需求範圍
14. 風管內之輸送(或搬運)風速至少應在7m/sec以上，以10m/sec

較適當(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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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氣罩裝設注意事項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通風設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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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導管設計注意事項(1/3)

圖片來源：勞動部勞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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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導管設計注意事項(2/3)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通風設計教材

• 導管之材料與構造：導管之材料，如使用有機溶劑等無腐
蝕、磨耗問題者可使用鍍鋅鐵板；鹽酸、硫酸等強酸或三
氯㇠烯，四氯㇠烯等可游離或鹽酸之氯溶劑，則應使用不
銹鋼或硬質氯㇠烯板；苛性鈉等鹼性者應使用鋼板；鑄造
用砂等有摩擦之粒子或高溫氣體排氣則可使用黑琵鋼板等。

• 彎管、岐導管與導管接頭：彎管(導管彎曲之部分又稱肘
管)、岐導管、導管接頭(連接導管與排氣機、空氣清淨裝
置、為連接方形斷面導管與圓形斷面導管而變換斷面之部
分)等，應充分考慮氣流方向或流速不致有激烈發生變化，
採取平緩之設計，激烈之變化將容易導致壓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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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導管設計注意事項(3/3)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通風設計教材

哪個作法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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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排氣機設計考量

排氣機之型式常見的軸流式及離心式二大類型，在選擇
排氣機時應考量之事項包括：

(1)所需移走之空氣量。
(2)排氣機之靜壓。
(3)氣流之性質及污染物之污染程度。
(4)排氣機是直結式或皮帶傳動式。
(5)噪音之容許度。
(6)特殊考量因素：溫度、腐蝕性、可燃性、易爆、空

間等因素。
(7)其他考量因素：排氣機之轉速、效率、能量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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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維護相關規範(1/2)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0條(摘錄條例)
雇主對局部排氣系統、空氣清淨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應每年依下列
規定定期實施檢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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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
三.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四.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
五.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
六.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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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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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維護相關規範(2/2)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1條
雇主對設置於局部排氣系統內之空氣清淨裝置，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
期實施檢查㇐次：
㇐. 構造部分之磨損、腐蝕及其他損壞之狀況及程度。
二. 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狀況。
三. 濾布式除塵裝置者，有濾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之狀況。
四.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措施。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7條
雇主對局部排氣系統或除塵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理時，
應依下列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 導管或排氣機粉塵之聚積狀況。
二. 導管接合部分之狀況。
三. 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四.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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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效能檢驗方法(1/4)

皮氏管

風速計,
壓力計

風速計
探針

連接
軟管

皮氏管

風速計,
壓力計

風速計
探針

連接
軟管

風速計

量測風速
計算風量

發煙管

由煙霧的流向，
瞭解局排效能

檢知管/檢知器

量測作業環境
中有害物濃度

差壓計/皮式管

量測導管內壓力，
判斷局部排氣系統
是否有運轉異常

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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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效能檢驗方法(2/4)

• 包圍式、崗亭式氣罩（有害物發生源包圍在氣罩內）
於間隙、作業孔、氣罩開口面施放煙霧

• 外裝式、接收式氣罩（氣罩設置於有害物發生源外側）
於有害物發生源處施放煙霧

局部排氣系統效果不佳，煙霧
(有害物)無法有效被吸除

局部排氣系統效果佳，煙霧
(有害物)可有效被吸除

氣罩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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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效能檢驗方法(3/4)

測定位置

氣流方向
• 包圍式氣罩

• 於氣罩開口面量測
• 測定時開口面分割為16個以上

之方格
• 每個方格邊⾧需在15公分以下
• 風速計探針應垂直空氣流動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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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效能檢驗方法(4/4)

• 外裝式、接收式氣罩
• 量測有害物發生源離氣罩最遠點的風速
• 風速計探針應垂直空氣流動的方向

側向吸引式 上方吸引式 下方吸引式

測定位置

污染源

氣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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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管道壓力量測注意事項(1/3)

PRESSURE GAUGE

psi
𝑘𝑔/𝑐𝑚

0

2

4
6

8

10

30

60 90

120

150

管壁

壓力錶旋進靜壓孔時，不可凸出
管道內壁，也不要內縮太多

Pressure Measurement
壓力量測教學影片

取自勞動部職安署2021局部通風系統之檢測、維修保養講習會，黃榮芳

刻度記號
(可標示上限、正常、下限等位置)

7D以上

2-4D

靜壓動壓空氣清淨裝置

風機



107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管道壓力量測注意事項(2/3)

接近正常

讀值降低

接近正常

(2)主管或支管堵塞

(3)風機性能劣化、排氣口或煙囪堵塞、或
管道接頭鬆動

(4)支管在Ｘ處堵塞

(1)空氣清淨裝置堵塞
讀值增加

讀值降低

讀值降低

讀值增加

Ｘ

取自勞動部職安署2021局部通風系統之檢測、維修保養講習會，黃榮芳



108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管道壓力量測注意事項(3/3)

接近正常

接近正常 讀值降低

讀值增加

接近正常

接近正常

(5) )支管在Ｘ處堵塞 (6)主管Ｘ處堵塞

(7)隨時簡易監控該氣罩吸氣速度是否下降 (8)空氣清淨裝置需清理

讀值減小

壓差增加超過臨界值

Ｘ

Ｘ

取自勞動部職安署2021局部通風系統之檢測、維修保養講習會，黃榮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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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局部排氣系統設計錯誤範例

風管繞折

風管斷裂路徑不佳

距危害源過遠

沒風門、測定
孔、清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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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案例(1/4)

事業單位別：表面處理業
待改善項目：電鍍作業區有害化學氣體蒸氣逸散嚴重
危害情形概述：表面處理業電鍍製程經常使用無機酸、鉻酸、鎳及錳等危

害性化學品，事業單位已設置局部排氣系統，但效能明顯
不足，現場化學品氣味強烈，勞工有較高健康風險

改善建議：採取密閉作業或設置局部排氣系統

原局部排氣系統效能不足 將作業區完整包覆以強化排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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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案例(2/4)

事業單位別：印染整理業
待改善項目：印花作業產生之有機溶劑危害
危害情形概述：作業原料內含有甲醇、異丁醇（第二種有機溶劑）

等化學物質，致使有機溶劑持續揮發有較高化學
品暴露健康風險

改善建議：採取密閉作業或設置局部排氣系統

原印花作業區無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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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案例(3/4)

事業單位別：印染整理業
待改善項目：整體廠房作業環境悶熱所產生之熱危害
危害情形概述：廠內貼合機為高溫熱源，其作業時持續對廠內空
氣加溫，造成整體廠房作業環境悶熱
改善建議：於屋頂增設負壓風扇，以每小時20次之換氣量進行整
體換氣（抽風量約32,000 CMH）。

僅採屋頂通風球進行整體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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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通風控制措施案例(4/4)

事業單位別：橡膠製品製造業
待改善項目：精煉作業區既有局部排氣系統老舊效能較為不足
危害情形概述：因排氣系統老舊，作業現場產生之粉塵與熱氣排除效果不佳
改善建議：重整局部排氣系統，並適度加強遮蔽與包覆，以強化排氣效能

原局部排氣系統效能不足 重整排氣系統並加強遮蔽與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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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噪音種類：
 機械振動噪音：主要由機械設備

作動時產生之週期性作用力和摩
擦擾動力所產生，如右圖1。

 流體流動產生之噪音：氣體或液
體之亂流、渦流、噴射流、共鳴、
氣蝕產生之噪音，如右圖2。

 燃燒產生之噪音：燃燒的過程中
產生之爆炸、排氣、爆震等現象
所產生之噪音。

 電磁場產生之噪音：電磁場中發
生的放電、電磁震盪、電流激增
等現象所產生之噪音。

局部排氣風管產生之氣流噪音局部排氣風管產生之氣流噪音

織布機作業產生之機械噪音織布機作業產生之機械噪音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危害控制措施簡介(1/2)



噪音的控制(工程)措施包含4個項目：
1. 聲音吸收
2. 聲音遮蔽
3. 減音器(silencer)
4. 振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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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音板材吸音板材 振動隔離裝置振動隔離裝置
聲音遮蔽(包圍)聲音遮蔽(包圍)

減音器減音器

資料來源：勞研所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危害控制措施簡介(2/2)



事業單位別：金屬表面處理業
待改善項目：製釘機產生之連續性噪音
危害情形概述：廠內製釘作業區約有40逾部製釘機，設備運轉產
生之連續性機械摩擦及振動噪音最高可達 110 dBA
改善建議：因採用全面性包圍困難，建議採用不鏽鋼製隔音箱進
行局部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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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製釘機無噪音控制措施原製釘機無噪音控制措施
隔音箱示意圖隔音箱示意圖

隔音箱體

隔音箱上蓋

隔音箱上蓋
可開啟以便

檢修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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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箱蓋上後可確實降低設備產生之噪音隔音箱蓋上後可確實降低設備產生之噪音

改善現況說明：因採用全面性包圍有困難，事業單位已優先將設
備中心處以不鏽鋼製隔音箱進行局部性包圍，實測後得知噪音值
可降低近 7 dBA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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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空氣動力閥件無噪音控制措施原空氣動力閥件無噪音控制措施

事業單位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待改善項目：空氣動力閥件產生之衝擊性噪音
危害情形概述：產品檢貨線升降設備之空氣動力閥件，因洩壓速
度較快產生而產生衝擊性噪音，最高音量可達 89 dBA
改善建議：建議針對空氣動力閥件增設減音器。

空氣動力閥件減音器示意圖空氣動力閥件減音器示意圖

圖片來源：網路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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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動力閥件增設減音器空氣動力閥件增設減音器

改善現況說明：事業單位已於空氣動力閥件處增設減音器，使空
氣動力閥內高壓氣體在噴出閥口前得以相對緩慢地膨脹，藉此降
低氣體噴出的速度，以降低瞬間音量。改善後現場量測噪音值已
降低約 6 dBA

空氣動力閥件增設減音器空氣動力閥件增設減音器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4/6)



事業單位別：鑄造業
待改善項目：噴砂機產生之衝擊性噪音
危害情形概述：加工件撞擊設備壁面及盛接盤表面之衝擊性噪音，
最高噪音值可超過 100 dBA
改善建議：建議設置移動式隔音屏進行部分噪音遮蔽，並將設備
壁面及盛接盤增加橡膠材質隔振墊減少衝擊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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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加工件撞擊設備壁面之噪音金屬加工件撞擊設備壁面之噪音 移動式隔音屏示意圖移動式隔音屏示意圖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5/6)



改善現況說明：因採用移動式隔音屏易影響人員作業動線，事業
單位已優先將加工件盛接盤部分增設橡膠材質隔振墊，隔振墊採
用多孔性材質亦具有吸音效果，後續將持續增加設備隔振措施

121

設備壁面與工件盛接盤應加減振墊設備壁面與工件盛接盤應加減振墊

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噪音為害控制措施案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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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控制措施與實務案例說明 結語

工程控制並無法將工作環境中的危害降至零，

必須透過落實完善的辨識與評估，瞭解危害程

度，再選用最合適的控制措施，並搭配個人防

護具與勞工健康檢查等措施，使得危害程度降

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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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專案資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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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專案資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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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專案資源(3/3)



簡報結束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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