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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 國立臺南大學 

地    址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聯絡電話 06-2133111#238 

組織 

 

 
 

員工人數 392 人 

實驗用化

學品 

乙醚、正己烷、硫酸、丙酮、錳及其化合物、乙酸乙酯、三氯甲烷、

甲醇、氯化鐵、異丙醇、四氫呋喃、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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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業環境中有害因子要認定其存在及危害程度，若憑藉人類本能感官之判斷

不但不可靠，且易受麻醉作用、感官疲勞或其他個人身體的健康狀況而失去作用，

故常需使用各種精密儀器、設備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而經由採樣分析或監測等結

果，進而評估有害因子之危害性程度，並採取預防及管制(改善)措施。 

作業環境監測，不只是消極的用於瞭解勞工每日所接受的暴露劑量或長期可能累

積的危害或者透過樣品的分析協助我們對環境存在的危害因子有進一步的認知，

而且更應積極的將監測結果做為環境改善之參考依據，以達到預防危害之目的。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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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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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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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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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計畫確實執行，且實際需要

檢討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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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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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除了依據作業環境監測指引之要求項目外，訂定作業環

境監測目標及建立組織及成員之職責，也是計畫不可或缺的要項，因此本計畫

內容包括下列八項工作，分別為訂定作業環境監測目標、建立組織及成員之職

責、危害辨識及基本資料蒐集、訂定採樣策略(內含相似暴露族群的建立)、實

施作業環境監測(內含樣本分析)、監測結果之評估與運用處理(內含數據分析

與評估)、後續改善規劃及文件處理，各項工作的關係如圖 1所示，各項工作

內容將依序詳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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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作業環境監測目標 

員工參與 

 組織、成員及先期審查 
責任與義務 
先期審查 
溝通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文件化 
 

量測數據的評估與 
應用 

量測數據處理與應用 
內部稽核 
管理階層審查 

 

訂定與執行含採樣策略 
之計畫 

 
計畫規劃、建立與實施 
承攬 
 

 

改善措施 

矯正與預防措施 
持續改善 

 
P 

D C 

A 

作業環境 

監測管理 

ACT PLAN

NNN

NNN 

CHECK DO 

 

 

圖 1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架構圖 

 

本校由建制作業環境監測管理系統之經驗，將計畫建置分為 Plan、Do、Check、

Action 等流程（以下簡稱 P-D-C-A），進行推動工作，如圖 2 所示。 

 

 

 

 

 

 

圖 2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建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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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作業環境監測目標和政策 

確保勞工於工作中所遭受的化學性有害物暴露低於規定的容許標準值，並建立勞工暴露

時態以保障勞工長期工作所承受的累積暴露劑量，提供勞工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不致於超

過身體所能負荷的長期平均暴露劑量而導致任何健康危害，且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的相關

規定。 

在各實驗室進行相關作業時是否超過法令規範或對作業人員產生立即或潛在之危害，同

時運用現場製程操作之調查資料，評估作業人員實際暴露狀況，進而達成下列目標，符合職

業安全衛生法令的相關規定。判定實驗室相關化學物質存在情形，是否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

許暴露標準之規範。 

本校秉持安全衛生為管理階層的重責大任，我們深信員工是本校之最大資產，其重要性

不亞於品質與環境。基於此一認識，除要求將職安衛工作納入日常管理體系，並透過科學與

技術的作為，協助管理階層、激勵本校安全意識及全員參與，達到降低風險、減少職災的目

的。依此基本目的我們將政策文件化有效傳達全員及其他利害關係者，並承諾實施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與持續改善的決心如下： 

1. 政策聲明 

 遵守及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要求。 

 持續不斷改善工作環境，確保員工健康與安全。 

 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宣導。 

 推動風險管理，有效降低及控制安全衛生風險，以達零災害之最高目標。 

三、建立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本校作業環境監測工作的執行，由職安召集相關人員成立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小組，作業

環境監測工作進行前，相關細節必須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於事前規劃及驗收，採購人員進行

採樣工作委外遴選、發包。規劃計畫及執行現場採樣時，亦須請現場主管、工作人員及勞工

代表之參與才能分工完成。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小組組織及成員職責見表 1。 

 

 



5 

 

表 1 建立組織及各個成員職責之分工描述 

人員職稱 負責人姓名 工作任務 

雇主 黃宗顯 

1. 制定政策及目標，並擔負作業環測監

測品質之最終責任。 

2. 指定系所及人員進行監測計畫先期審

查，並諮詢勞工代表意見。 

3. 授權環安衛管理代表主持管理審查討

論之相關議題，並負有執行成效追蹤

考核之責。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張碩文(主管) 

陳姿霖(管理師) 

1. 執行先期審查並評估本校內危害、調

查作業特性、執行作業環境監測計

畫。 

2. 規劃採樣策略。 

3. 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協調與管理。 

4. 監測過程定期查核。 

5. 監測結果之評估與改進措施。 

6. 記錄保存。 

採購發包人員 事務組，環安組 
作業環境監測委外監測之採購、簽約與付

款。 

現場主管(人員)代表 受監測實驗室負責人 

1. 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需求。 

2. 提供現場相關作業資訊。 

3. 協助員工溝通說明。 

4. 協助改進措施。 

5. 參與監測計畫之先期審查。 

勞工代表 各系所人員 
1. 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需求。 

2. 監督與協助監測工作之執行。 

3. 參與監測計畫之先期審查。 

勞動部職安署會認可之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執業之工礦衛生技師) 

普樂檢驗科技(股)公司 

1. 協助事業單位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採

樣策略之擬定。 

2. 受委託執行作業環境監測工作。 

3. 監測目標工作特性掌握。 

4. 提供專業職業衛生暴露評估或規劃。 

5. 參與監測計畫之先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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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害辨識與資料收集 

為了有效避免勞工暴露在危害的工作場所，必須先對實驗室危害場所進行危害辯識，並

進而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採樣策略的擬定之參考。在危害辯識方面，本校作業環境可能的

危害包括化學性及物理性，因此作業環境監測規劃工作若要順利進行，必須將校區區內各項

有用的資料事先整理，化學性危害因子之相關資料蒐集包括：1.製造流程說明、2.校區配置

圖、3.人員組織配置、4.作業內容調查、5.有害物資訊、6.歷年作業環境監測結果、7.歷年特

殊健康檢查結果重點式整理，有了這些基本資訊才能提出完善的採樣策略，各項資料整理如

下。 

(一) 製造流程說明： 

本單位均為實驗室，主要為學術試驗及研究使用。 

 
(二) 現場配置圖： 

要界定工作場所中各種危害物的分布區域，先要對校區實驗室的分布及配置有清楚的了

解，才能規劃相關的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因此配置圖是必須建立的基本資料之一(相關校區

實驗室配置圖如附件一)。 

(三) 作業內容調查： 

為了掌握暴露可能發生的時間點，故以實驗室作業區域了解各系所作業人員作業型態步

驟及暴露時間、暴露危害物、安全資料表(SDS)等情形，列出相似暴露群(SEG)，並以最高積

分暴露相似暴露群，作為採樣監測點之依據。調查內容包含：系所名稱、作業名稱、作業區

域、使用化學品、作業屬性及作業人數。 

1.危害物清查 

  清查實驗室所有作業項目，製程內容涉及使用原物料之危害因子填寫『危害因子作業清

查表』，藉此全盤掌握危害性化學品之有害物相關資訊，有助於評估各種有害物相對暴露程

度及提供監測分析方法之選擇，並作為執行作業環境監測採樣策略之依據。 

  依據『危害因子作業清查表』，彙整出法令規定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項目。 

(1)定義 

例行作業:如日常操作。 

非例行作業:年度歲修、機台保養。 

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作業，其作業期間不超過 3個月，且一年內不再重複。 

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勞工每日作業時間在一小時以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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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時間不超過一個月，且確知自該作業終了日起六個月，不再實施

該作業者。 

(2)實驗室資料調查 

了解各系所、各階層作業人員其作業型態、步驟流程及暴露時間、暴露危害物、SDS等

情形，藉由訪談觀察，並彙整成「作業內容調查表」(附件二)，如此才能判斷最高暴露群及

相似暴露群，以利掌握暴露之實態，已決定本次採樣規劃之策略依據。 

(四) 人員組織配置： 

由於作業環境監測主要目的為評估師生於作業環境的暴露實態，因此本校將以評估個人

採樣為主，區域測定為輔。為了有系統的掌握全校人員暴露的分布情形，在進行作業環境監

測規劃時，依據暴露型態之不同建立相似暴露群，因此對校內作業現場各類工作人員及其職

務進行調查後，製作人員組織圖，如此便可以全盤掌握所有人員，以提供各項後續採樣規劃

之參考。組織圖如圖 3所示。 

 

 

 

 

圖 3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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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害物的相關資訊： 

針對暴露之有害物，蒐集各項相關資訊，包括中英文名稱、 化學文摘設編號(CAS 

No)、物化特性、容許濃度、毒理描述、可分析檢測方法等，雖然各項資訊在安全資料表內

皆有提供，但為使資料更完整有用，故將各項有關的資料分類整理，如此方能掌握有害物相

關資訊，才能助於評估各種有害物之相對暴露程度及提供檢測分析方法的選擇、是否有容許

濃度標準，以及是否有相關毒理資訊，將於備註欄中加以註明，以利後續進行分類規劃時可

以較為簡便。整理結果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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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有害物相關資訊彙整(化學性) 
化學文摘

社編號

(CAS 

No.) 

中文名

稱 
英文名稱 GHS 危害分類 物理及化學特性 

容許濃度 

LD50(mg/kg) 

勞工作

業環境

容許暴

露標準 

勞工作

業環境

測定實

施辦法 

IARC 致

癌性分類 TWA STEL Ceiling 

60-29-7 乙醚 Ethyl ether 

易燃液體第 1 級、急毒性物

質第 4 級(吞食)、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第 3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B 級、吸入

性危害物質第 2 級 

外觀:澄清無色具

甜刺激味的液體 

蒸氣壓:422mmHg 

爆炸界

線:1.7%~36% 

密度:0.7135 

400ppm 500ppm - 

1215 

mg/kg(大鼠，

吞食) 

 

3：無法

判斷為人

體致癌性 

110-54-3 正己烷 n-Hexane 

易燃液體第 2 級、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第 2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生殖

毒性物質第 2 級、特定標的

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

第 2 級、吸入性危害物質第

1 級、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慢

毒性)第 2 級 

外觀:無色、澄清

液體 

蒸氣壓:124mmHg 

爆炸界

線:.1.1%~7.5% 

密度:0.66 

50ppm(皮) 75ppm(皮) - 

9100 mg/kg

（大鼠，腹腔

注射） 

  - 

7664-93-

9 
硫酸 sulfuric acid 

急毒性物質第 5 級、急毒性

物質第 2 級(吸入)、金屬腐

蝕物第 1 級、腐蝕/刺激皮膚

第 1 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

物質第 1 級 

外觀:無色/液體 

蒸氣壓:<0.3mmHg 

爆炸界限:-% 

密度:1.893 

1mg/m3 2mg/m3 - 

2,140 

mg/kg(大鼠、

吞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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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文摘

社編號

(CAS 

No.) 

中文名

稱 
英文名稱 GHS 危害分類 物理及化學特性 

容許濃度 

LD50(mg/kg) 

勞工作

業環境

容許暴

露標準 

勞工作

業環境

測定實

施辦法 

IARC 致

癌性分類 TWA STEL Ceiling 

67-64-1 丙酮 Acetone 

易燃液體第 2 級、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第 3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吸入

性危害物質第 2 級 

外觀:無色/液體 

蒸氣壓:180mmHg 

爆炸界

限:2.5~12.8% 

密度:0.791 

200ppm 250ppm - 

5800 

mg/kg(大鼠，

吞食) 

  - 

7439-96-

5 
錳 Manghaese 

易燃固體第 2 級、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第 3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B 級、生殖

毒性物質第 1 級、特定標的

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

第 1 級 

外觀:灰色無味固

體 

蒸氣壓:近乎 0 

爆炸界線:- 

密度:7.2 

1 mg/m3 2 mg/m3 - 
9000mg/kg(大

鼠，吞食) 
  - 

141-78-6 
乙酸乙

酯 
Ethyl acetate 

易燃液體第 2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 

外觀:無色/液體 

蒸氣壓:73mmHg 

爆炸界

限:2.1~11.5% 

密度:0.902 

400ppm 500ppm - 
5600mg/kg(大

鼠，吞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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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文摘

社編號

(CAS 

No.) 

中文名

稱 
英文名稱 GHS 危害分類 物理及化學特性 

容許濃度 

LD50(mg/kg) 

勞工作

業環境

容許暴

露標準 

勞工作

業環境

測定實

施辦法 

IARC 致

癌性分類 TWA STEL Ceiling 

67-66-3 
三氯甲

烷 
Trichloromethane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2

級、生殖毒性物質第 2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重複暴露第 2 級、水環境之

危害物質(慢毒性)第 2 級；

級獨秀物質第 3 級(吞食)、

急毒性物質第 4 級(吸入)、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2 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致癌物質第 2 級 

外觀:透明無色具

甜味液體 

蒸氣

壓:159.6mmHg 

爆炸界線:/ 

密度:1.484 

- - 49mg/m3 

300 mg/kg

（大鼠、吞

食） 

  
2B：可能

人體致癌 

67-56-1 甲醇 Methyl alcohol 

易燃液體第 2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生殖

毒性物質第 2 級、標的器官

系統性物質~重複暴露第 1

級、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物質~單一暴露第一級 

外觀:無色/液體 

蒸氣壓:160mmHg 

爆炸界

限:6.0~36.5% 

密度:0.79 

200ppm 250ppm - 

5,628 

mg/kg(大鼠，

吞食) 

  - 

7705-08-

0 
氯化鐵 Ferric chloride 

急毒性物質第 4 級（吞

食）、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 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

質第 1 級 

外觀:棕色、黑色

或綠色固體 

蒸氣壓:- 

爆炸界線:- 

密度:2.9 

- - - - - - - 

67-63-0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易燃液體第 2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急毒

性物質第 5 級(吞食)、腐蝕/

刺激皮膚物質第 3 級 

外觀:無色/液體 

蒸氣壓:33mmHg 

爆炸界

限:2.0~12% 

密度:0.785 

400ppm 500ppm - 
4710mg/kg(大

鼠，吞食) 
  

3：無法

判斷為人

體致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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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文摘

社編號

(CAS 

No.) 

中文名

稱 
英文名稱 GHS 危害分類 物理及化學特性 

容許濃度 

LD50(mg/kg) 

勞工作

業環境

容許暴

露標準 

勞工作

業環境

測定實

施辦法 

IARC 致

癌性分類 TWA STEL Ceiling 

109-99-9 
四氫呋

喃 
Tetrahydrofuran 

易燃液體第 2 級、急毒性物

質第 4 級(吞食)、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第 2 級、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 

外觀:無色、澄清

液體 

蒸氣

壓:131.5mmHg 

爆炸界

線:1.8%~11.8% 

密度:0.8892 

200ppm 250ppm - 

1650 

mg/kg(大鼠，

吞食) 

  - 

108-88-3 甲苯 Toluene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重複暴露第 2 級、吸入性危

害物質第 1 級、水環境之危

害物質(慢毒性)第 3 級、易

燃液體第 2 級、急毒性物質

第 4 級(吞食)、嚴重損傷/刺

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腐蝕/

刺激皮膚物質第 2 級、生殖

毒性物質第 2 級 

外觀:無色澄清液

體 

蒸氣壓:22mmHg 

爆炸界

線:1.2%~7.1% 

密度:0.86 

100ppm(皮) 125ppm(皮) - 

<870 mg/kg

（大鼠，吞

食） 

  

3：無法

判斷為人

體致癌性 

 

備註 1:表列危害性化學品之 GHS 分類圖表及分級管理紀錄留存公司相關文件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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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歷年作業環境資料： 

將歷年的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報告中須留意的測定點或人員(測定結果顯示濃度偏高)重點

式的列出，並說明量測點的狀況，包含生產線是否正常，局部排氣裝置是否正常運轉，歷年

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整理結果如表 3所示。 

表 3歷年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整理 

資料來源 量測結果 量測點描述 
量測點狀況 

說明 
改善對策 

108 上半年度
監測資料 

化學性：全數合格 

依該日製程
所暴露有害
物質進行環
境監測 

如報告書附件 

(1)定期實施作業環境
監測 
(2)人員教育訓練 
(3)配戴個人防護用具 
(4)實施工程改善 

108 下半年度
監測資料 

化學性：全數合格 

依該日製程
所暴露有害
物質進行環
境監測 

如報告書附件 

(1)定期實施作業環境
監測 
(2)人員教育訓練 
(3)配戴個人防護用具 
(4)實施工程改善 

 

五、採樣策略規劃與執行 

  為確實了解並掌握各個製程單元及人員可能的暴露特性，以清楚鑑認出應評估的作

業及物種，並規劃出欲進行測定的人員，因而訂定完善的採樣策略。在擬定採樣策略

時，最重要的是採樣點的選定，同時採樣應選用之方法及採樣進行時需注意的事項也

要了解，才能對整體作業環境監測的品質有良好的控制。 

    1.建立採樣策略 

  為了解實驗室內所有可能造成暴露之虞工作人員的暴露實態(exposure profile)，

運用相似暴露族群的概念是最簡便的方法。在擬定策略之前，先利用校內之基本資料，

將實驗室內的工作人員依暴露狀況劃分為數個相似暴露群(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再依據每年作業環境監測的經費，有計畫性的逐步逐次進行評估或量測，以了解

全校勞工之暴露實態。採樣策略整體規劃執行流程如圖 4所示，主要的工作項目將區分

分成危害鑑認、初步危害分析及採樣點規劃三大項，各項工作執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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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採樣策略規劃之流程圖 

工作項目一：危害鑑認 

Step1:建立 SEG架構 

Step2:定義 SEG 

Step3:作業危害特性調查 

工作項目二：初步危害分析 

Step1:初步危害分析-列表 

Step2:初步危害分析-評分 

Step3:初步危害分析-排序 

工作項目三：採樣點規劃 

依下列四項綜合規劃 
1. 屬於法令要求項目 
2.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其健康管理屬第四級管理以上

者 
3. 風險等級較高者 
4. 安委會會議依前次檢測結果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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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害鑑別 

  對於常態性作業的所有人員依其作業型態之不同，初步區分為不同的相似暴露群後，

再進行危害鑑認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建立場內相似暴露族群。 

Step1:建立 SEG架構圖 

  建立相似暴露群之目的，就是利用系統性的方法，以少數人之測定結果推估到實驗室

內所有之暴露情況，因此對所有人員將依作業區域、作業名稱及所可能暴露之物質先進行分

群，由此可推估這同一群人的暴露情況是類似的，故可藉由個人或是少數人的量測結果來代

表同一群內每一個人的暴露狀況。其劃分結果如下表 4所示。 

表 4 相似暴露群分項表 

SEG代號 實驗室編號 實驗室名稱 

1 ZE205 太陽光電實驗室 

2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 

3 ZE105 生物科技學系實驗室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 

5 ZE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驗室 

7 C102-2 生殖醫學實驗室 

8 C506B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源實驗室 

9 C109 形態生理實驗室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用實驗室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 

12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 

13 C103 分子內分泌實驗室 

14 H108 版畫教室 

15 C405 材料合成實驗 

- 文薈樓 B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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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定義 SEG 

  依據 SEG 架構圖，將相似暴露的人員歸納在一起，決定監測點及相似暴露群(SEG)彙整

表，說明如表 5。 

 

表 5 SEG內容說明 

SEG 代號 實驗室編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1 ZE205 太陽光電實驗室 

乙醚 

正己烷 

硫酸 

2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 
丙酮 

錳及其化合物 

3 ZE105 生物科技學系實驗室 
丙酮 

錳及其化合物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 乙酸乙酯 

5 ZE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 三氯甲烷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驗室 甲醇 

7 C102-2 生殖醫學實驗室 
甲醇 

異丙醇 

8 C506B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源實驗室 
甲醇 

硫酸 

9 C109 形態生理實驗室 
四氫呋喃 

三氯甲烷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用實驗室 丙酮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 甲醇 

12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 甲苯 

13 C103 分子內分泌實驗室 甲醇 

14 H108 版畫教室 氯化鐵 

15 C405 材料合成實驗 硫酸 

 
Step3：作業危害特性調查 

  將上述每一個相似暴露族群的暴露情形進行調查，包含每個相似暴露群所使用的化學

品、控制措施及使用等危害特性，如『作業內容調查表』(附件二)，調查結果內容併入後續

暴露評估表。 

(二)暴露風險評估 

  當各個暴露族群的危害鑑認完成後，接下來就是了解各個暴露族群在實驗室內的相對

危害風險，才能有效規畫合宜的採樣點。初步危害分析是用風險的觀念，另一個是暴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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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嚴重度，最後為使初步危害分析評估的結果更為可信，當評估過程至中的資料正確性不是

非常肯定，則在評估過程中會給予一個不確定度(可視為安全因子)的因子，使初步危害分析

結果更具意義。 

決定環境監測點數之選擇，透過四個階段：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條中容許濃度暴露標準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中

所規定須監測之項目為第一優先選擇；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其歷年健康檢查結果屬四級

管理以上之勞工；依據半定量風險管理模式評估之高風險作業項目；管理審查會議依前

次檢測結果決議事項。 

進行初步危害分析步驟如下: 

 

 

Step1：初步危害分析-列表 

  將危害鑑認所定義的 SEG 以可能的暴露危害物展開，並依照化學物質本身毒性高低(也

就是所謂的健康危害物指數(HRR))；以及暴露程度的嚴重性(評估因子可從物理狀態(蒸氣

壓)、使用量、使用時間、控制措施等項目綜合評斷)，最後加上不確定度等資訊來共同進行

等級評比，因此須先將上述評估項目進行列表。 

 

Step2：初步危害分析-評分 

【化學性】 

將工作項目分別鑑定後可能的相似暴露群所暴露的危害物種類，依照健康危害指數

(HHR)、物理狀態(蒸氣壓)、使用量、使用時間、控制措施及不確定度分別評分，各項因子

的評分如表 7、8所示。 

 依據初步危害分析所得之相對危害性為健康危害等級(HHR)、暴露危害等級(ER)、不確

定度(UR)三項得分相乘所得到的乘積。計算公式為:相對危害性=HHR × ER × UR。HHR值可

以直接參照表 6所列的之級距，而 ER值則為暴露危害各項因子評比(參照表 7 所示的級距)

後之幾何平均值，計算公式為 ER=(物理狀態(蒸氣壓) ×使用量×使用時間×控制措施)1/4。 

 若是 ER值所需評比之參數資訊獲得有困難，如缺少蒸氣壓資料或者是使用量無法評

估，則僅以現有之資料來評比，但因為缺少評比參數將導致資料的可信度降低，因此可以

UR 值來修正，評比方式參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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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暴露危害（ER）各項因子危害指數評比 

等級項目 蒸氣壓(mmHg@25oC) 使用量 時間(小時) 工程控制 

6 ≧6000 ≧1000L ≧2000kg ≧35 無任何防護 

5 ≧1000 to <6000 ≧500 to <1000 L ≧1000 to <2000 kg ≧30 to <35 僅個人防護具 

4 ≧500 to <1000 ≧300 to <500 L ≧100 to <1000 kg ≧20 to <30 整體換氣 

3 ≧100 to <500 ≧100 to <300 L ≧10 to <100 kg ≧10 to <20 局部排氣 

2 ≧1 to <100 ≧10 to <100 L ≧1 to <10 kg ≧0 to <10 單層密閉措施 

1 <1 <10 L <1 kg - 
二次密閉設施

與其它他防護 

 

表 8不確定（UR）各項因子危害指數評比 

UR 等級 評分依據 

5 ER評比項目缺 4項目 

4 ER評比項目缺 3項目 

3 ER評比項目缺 2項目 

2 ER評比項目缺 1項目 

1 ER評比項目全齊 

ER 值計算以蒸氣壓、使用量、使用時間、控制措施四項乘積開四次根號計算，若缺一項則

開三次根號，若缺二項則開二次根號，若缺三次則不需開根號。 

表 6健康危害指數（HHR）評比 

評分 
職業暴露標準 急毒性指標 致癌分類 

（TLV-TWA，ppm） LD50（mg/kg） LC50（mg/L） （IARC） （ACGIH） 

5 <1 ≦25 ≦0.25 1 A1 

4 ≧1 to <10 >25 to ≦200 >0.25 to ≦1 2A A2 

3 ≧10 to <100 >200 to ≦2,000 >1 to ≦5 2B A3 

2 ≧100 to <1000 
>2,000 to ≦

5,000 
>5 to ≦25 3 A4 

1 ≧1000 >5,000 >25 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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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初步危害分析-評分 

  利用步驟 2對各相似暴露群進行化學性因子相對危害風險評估結果如附件三半定量暴露

風險評估表所示。 

  將上述所得到的危害等級及暴露等級風險機率綜合研討，可以獲得工作場所內各種危害

因子監測之優先順序。 

(三)採樣規劃與執行 

1.採樣點規劃 

依實驗室作業區域了解人員之作業型態步驟及暴露時間、暴露之危害因子、法令規定、

健康管理分級及審查會議決議等情形，藉由訪視觀察、蒐集實驗室內基本資料及工作型態，

列出相似暴露群(SEG)以最高暴露人員，再依據每年作業環境監測的經費，有計畫性地逐步

逐次進行暴露評估或量測，以了解全校勞工之暴露實態，依據實驗室內作業型態及暴露狀況

列入監測項目如表 10。 

2.法令要求之監測項目 

本校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中第七條、第八條及第

九條所規定之監測項目，為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之優先考量項目外，並納入『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及『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內容條文規範，將監測項目分為『勞工作業場

所容許暴露標準』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中應定期監測之項目併入本次作業環境

監測計畫中一同規劃實施，其作業區危害因子清單調查如下表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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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危害因子作業清查表 

SEG

代號 

實驗室

編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作業型態 

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 

勞工作業

場所容許

暴露標準 

1 ZE205 太陽光電實驗室 

乙醚 非例行性  

正己烷 非例行性  

硫酸 非例行性  

2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錳及其化合物 非例行性  

3 ZE105 生物科技學系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錳及其化合物 非例行性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 乙酸乙酯 非例行性  

5 ZE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7 C102-2 生殖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異丙醇 非例行性  

8 C506B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源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硫酸 非例行性  

9 C109 形態生理實驗室 
四氫呋喃 非例行性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用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2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 甲苯 非例行性  

13 C103 分子內分泌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4 H108 版畫教室 氯化鐵 非例行性 - - 

15 C405 材料合成實驗 硫酸 非例行性   

 

本校在經濟考量因素下，以法令要求必須監測的項目為優先考量，同時考量相對危害性

較高的製程或者程序，健康管理屬第四級管理以上之勞工或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決議事項列

入監測族群，一併進行量測；如屬於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作業期間短暫，且勞工不

致暴露於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有害物之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

濃度之虞者，原則上仍列入採樣點規劃中，採樣方法選擇上，依循法令規範，實施作業環境

監測時應以個人採樣為優先，故各監測點採樣方式皆以現場勞工戴佩為優先選擇，或欲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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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實驗室內之環境濃度值，作為日後環境改善之參考依據，故增列採取區域採樣之項目，本

次採樣點規劃如下表 10： 

 

表 10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採樣策略彙整表(化學性) 

SEG 代

號 

實驗室編

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作業型態 數量 採樣方式 

1 ZE205 太陽光電實驗室 

乙醚 非例行性 1 區域 

正己烷 非例行性 1 區域 

硫酸 非例行性 1 區域 

2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1 區域 

錳及其化合物 非例行性 1 區域 

3 ZE105 生物科技學系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1 區域 

錳化合物 非例行性 1 區域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

驗室 
乙酸乙酯 非例行性 1 區域 

5 ZE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1 區域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7 C102-2 生殖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異丙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8 C506B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源實

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硫酸 非例行性 1 區域 

9 C109 形態生理實驗室 
四氫呋喃 非例行性 1 區域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1 區域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用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1 區域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植物組織培

養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12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 甲苯 非例行性 1 區域 

13 C103 分子內分泌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1 區域 

14 H108 版畫教室 氯化鐵 非例行性 1 區域 

15 C405 材料合成實驗 硫酸 非例行性 1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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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樣方法之選定 

本校進行作業環境監測之物種所使用之採樣分析方法，依照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

方法來進行，如表 11所示。 

表 11勞動部職安署公告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採樣項目 
參考採樣分析

方法編號 

採樣流速

(ml/min) 
採樣介質 容許暴露標準 

乙醚 CLA1206 20-200ml/min SKC 226-01 活性碳管 400ppm 

正己烷 CLA1905 20-200ml/min SKC 2266-01 活性碳管 50ppm 

硫酸 CLA2901 200-500ml/min SKC226-10-03 矽膠管 1mg/m
3
 

丙酮 CLA1215 10-200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200ppm 

錳 CLA2303 1000~3000ml/min MCE濾紙 1mg/ m3 

乙酸乙酯 CLA1214 10-200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400ppm 

三氯甲烷 CLA1902 10-200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49mg/m3 

甲醇 CLA1207 20-200ml/min SKC226-51 矽膠管 200ppm 

氯化鐵 CLA2901 200～500 mL/min SKC226-10-03 矽膠管 - 

異丙醇 CLA1904 10-200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400ppm 

四氫呋喃 NIOSH1609 10-200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200ppm 

甲苯 CLA1903 20-200 ml/min SKC226-01 活性碳管 100ppm 

二氧化碳 直讀式 - - 5000ppm 

 

3.執行採樣之注意事項: 

擬定之作業環境監測規劃均委由具有勞動部職安署認可之合格採樣人員進行各項工作，

並將採集之樣品委託合格的實驗室進行分析。實際執行採樣時應充分確認各項採樣參數皆依

照上述規劃進行，並進行現場觀察，以便掌握採樣狀況，現場觀察的項目如：採樣時勞工的

作業狀況、勞工是否配戴防護具等，並要求採樣人員應在採樣過程中檢查採樣設備之運轉是

否正常、勞工配戴方式是否正常等查核動作，以作為未來測定結果解釋的參考。 

(1)監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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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為確保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具有足夠資源及能力執行本計畫，委託之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並要求送樣分析之職業衛生實驗室分析亦需通過為中央主管機關之

認可，相關委託內容及要求將依本校請購程序辦理。 

b.於實施前七日通知受測系所及人員進行檢測工作協調，並告知現場單位主管採樣當天

需大於操作量之八成。 

c.於實施前三日要求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或者執業之工礦衛生技師事務所提供監測機構認

可函或執業證明文件，以作為現場採樣查核之依據。 

d.依本校承攬管理規定或程序對監測機構或執業技師等入校監測人員實施危害告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入校申請、管制區域出入管制、保密協議等程序。 

e.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 15 日應至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申報。 

(2)監測中: 

a.擬定的作業環測規劃進行監測時應由具備有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義之資格人員

親自執行作業環境監測業務(必要時得要求出具證照證明文件)。 

b.過程中，應充分確認各項採樣參數是否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建議方法，並對採樣

現場進行觀察並記錄，以便掌握採樣狀況，現場觀察的項目如：採樣時勞工的作業狀況、現

場生產狀況是否正常、通風設備是否正常運轉以及勞工是否配戴防護具等，以作為未來監測

結果解釋的參考(請參閱表 12)。 

(3)監測後: 

a.監測後 45 日內依規定至職安署勞動部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申報監測結果，依本監

測計畫規範實施數據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公告週知，且依據監測結果實施工程改善或者行政健

康管理等程序。 

表 12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現場採樣查核紀錄表 

查  核  項  目 是 否 備註 

是否由合格的人員執行採樣    

採樣方式、器材及時間是否符合規定    

採樣器是否放置於作業環境之適當位置    

協同受測人員勞工的個人採樣器是否正確佩戴    

採樣器材於採樣前、後是否都有校正    

採樣樣本是否正確保存    

紀錄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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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採樣分析結果評估與處理 

 (一)確認各個相似暴露族群的暴露實態 

  由於樣本數多寡將嚴重影響統計結果之準確性，對於每個相似暴露群究竟需要多少  

的樣本數才符合統計學上的要求，必須加以規範。若該相似暴露群之平均暴露濃度顯

示超過容許濃度 (屬於極為確定之暴露狀態)，則將相似暴露群只要 6-10 個測定值即

可，若該相似暴露群之平均暴露值是介於 10%~100%容許濃度標準，屬於較不確定的暴

露狀態，因此需要較多樣本，才足以達到 95%信賴水準。至於實際所需樣本數，則需依

每個相似暴露群濃度的幾何標準偏差值變異的大小及實測值與容許濃度標準之比值而

有所不同，對照表 13 所示。 

 

表 13 各相似暴露群建立暴露實態所需樣本數對照表 

 

 

 

 

 

 

 

 

    (二)若相似暴露群所暴露的物種(有機溶劑)非單一種而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有機溶劑，則

考量其相加效應，評估方式則是以下列計算式為之: 

 

 

 

 

    其中 C1，C2，C3…Cn為經由前段敘述評估後各相似暴露群所暴露之單一有害物之暴露

值，T1，T2，T3…Tn為相對應各有害物之法定容許濃度，經由作用相同之多種有害物之加

權評估後，其數值必須要小於等於 1才屬合法。 

    (三)以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做為後續測定及環境控制之依據 

  作業環境監測資料是用來作為後續測定工作規劃及製程改善之依據。若經過計算後

各相似暴露群之暴露實態確認已超出容許濃度標準值，則該相似暴露群所包含的人員

實測值/OEL

比例
變異性小

(GSD*=1.5) GSD=2 (GSD=2.5) GSD=3 (GSD=3.5)

0.75 25 82 164 266 384

0.5 7 21 41 67 96

0.25 3 10 19 30 43

0.1 2 6 13 21 30

*GSD = 幾何標準差(geometric standard deviation)

樣本數 (n)

變異性中 變異性大實測值/OEL

比例
變異性小

(GSD*=1.5) GSD=2 (GSD=2.5) GSD=3 (GSD=3.5)

0.75 25 82 164 266 384

0.5 7 21 41 67 96

0.25 3 10 19 30 43

0.1 2 6 13 21 30

*GSD = 幾何標準差(geometric standard deviation)

樣本數 (n)

變異性中 變異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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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暴露狀況視為不可接受，必須進行必要的工程、管理或工作方式等控制以降低暴露

值，控制方式可對排氣設施進行效能加強，或是減少該暴露群於該作業區之工作時間

等，但在各項環境改善工作進行過程中，仍必須教導相關人員須以個人防護用具進行

防護。至於環境改善工作完成後，仍必須再次評估並確定該相似暴露群之暴露實態低

於容許濃度，此時方能結束測定工作。 

  當某一個相似暴露群的暴露實態已確認低於容許濃度標準值，則該族群之暴露狀況

視為可接受，建議在不減少樣本數的前提下，改進行其他尚未建立完整暴露實態之相

似暴露群之測定，而該暴露狀況可接受之相似暴露群是否須再進行測定， 則視其暴露

狀況改變實再進行評估。 

 (四)通知勞工量測結果並進行相關措施 

  在接獲測定結果後，須以書面公佈(或電子佈告) 方式通知勞工其暴露之狀況。當

測定結果顯示勞工之暴露濃度超過容許濃度標準時，除了需個別以書面(或電子佈告)

方式通知勞工之外，還要特別說明已採取或將採取之控制措施，更進一步確實教導勞

工正確之作業方法及防護具佩帶與管理方式，使得那些高暴露之勞工能在相關控制措

施保護下進行環境改善直到改善工作完成。 

(五)收集歷年的監測數據，分析並統計，探討監測數據分佈情形，是否逐漸升高的趨

勢，倘若有變化過大的數據，則應檢討該數據是否具代表性及有效性。 

七、持續檢討改進事項 

  為檢討作業環境監測規劃與執行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各相關系所人員可針對整個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之過程進行評估，除了讓校內各相關系所人員了解整體作業環境監測

的結果以外，並可透過各系所的參與提出全面性的改善對策。自評表如表 14所示。除

此之外，未來若製程、作業時間及頻率、使用化學品種類、或是工程控制措施等因子

有改變，而影響到 SEG 的劃分或初步危害分析的評比，則再重新檢討及修正作業環境

監測計畫內容，訂定符合現況的採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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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作業環境監測執行成效自評表 

項目 內容 
是否符合規定 

查核結果記錄 
是 否 不完全 

一、作業環境

監測起始 

1.是否有具體化及文件化的目標     

2.各工作項目及權責是否明確並指派專人指導     

3.各項工作規劃執行人員是否是合格的作業環

境監測人員 

    

4.委託測定時的各項合約是否依規定進行審查     

二、基本資料

蒐集 

1.是否涵蓋所有的化學性危害因子     

2.是否涵蓋所有可能暴露的工作人員     

3.是否涵蓋所有的工作過程     

4.是否涵蓋所有的工作區域     

三、採樣策略

項目規劃 

1.是否已建立各種人員、過程或區域之危害性     

2.是否已界定各測定目標之測定危害因子、測

定方法及採樣或測定時間 

    

四、作業環境

監測執行 

1.是否由合格的作業環境監測人員執行測定或

採樣 

    

2.採樣方法、測定設備及採樣時間是否都符合

規定 

    

3.採樣或測定設備於採樣前後是否都有校正     

4.是否以勞動部職安署公告的建議方法進行測

定 

    

5.採得的樣本是否送認可之實驗室分析     

6.測定結果記錄是否包含下列內容：測定時間

(年、月、日、時)、測定方法、測定處所(含位

置圖)、測定條件、測定結果、測定人員姓名

(委託測定時須包含測定機構名稱)及依據測定

結果採取之必要防範措施事項 

    

五、數據處

理、保存及後

續改善 

1.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是否充分告知受測人員     

2.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是否依規定保存或維護     

3.是否依據作業環境監測結果規劃適宜的改善

措施 

    

4.是否進行環境監測資料統計分析推論     

查核日期： 

查核人：                                  審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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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件紀錄保存 

本校作業環境監測之所有文書資料均以文件化作系統管理，檢測之數據將委請監測公司

製作成電子檔格式供數據之處理及應用，所有的資料文件皆妥善保存，以便日後資料的查詢、

應用、經驗的傳承及政府機關檢查所需。文件保存記錄依據表 15所示。 

 
表 15文件保管紀錄 

文件名稱 文件編號 存放地點 
文件格式 

(電子/紙本) 
文件產出日期 保存期限 

監測計畫書申

報 
-- -- 紙本 

監測前 15日上

職安署勞動部公

佈之資訊系統申

報 

備註 1 

監測結果申報 -- -- 紙本 

監測後 45日內

上職安署勞動部

公佈之資訊系統

完成數據申報 

備註 1 

作業環境監測 -- -- 紙本 
收到作業環境監

測報告書日期 
備註 1 

備註 1:  

參考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監測記錄保存三年、特定化學物質(致癌性)至少保存三十

年；粉塵之監測紀錄應保存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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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時程 

 本校執行作業環境監測相關工作時程如下表 16所示： 

表 16 作業環境監測工作時程表 

工 作 項 目 時  程 備  註 

上半年環測規劃 2月 

確認現場狀況及需求，並擬

定本次採樣點、廠商聯繫、發

包 

監測計畫申報 3月(監測前 15日前完成) 
得委託辦理(需檢附委託紀

錄) 

執行上半年環測 4月 依擬定規劃執行採樣 

上半年環測報告 5月 
確認監測報告無誤，並依據

計劃書內容作後續處理 

監測結果申報 
監測後 45日內完成監測結果申

報 

得委託辦理(需檢附委託紀

錄) 

下半年環測規劃 8月 

確認現場狀況及需求，並擬

定本次採樣點、廠商聯繫、發

包 

監測計畫申報 9月(監測前 15日前完成) 
得委託辦理(需檢附委託紀

錄) 

執行下半年環測 10月 依擬定規劃執行採樣 

下半年環測報告 11月 
確認監測報告無誤，並依據

計劃書內容作後續處理 

監測結果申報 
監測後 45日內完成監測結果申

報 

得委託辦理(需檢附委託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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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平面圖 

 

H108:氯化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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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格致樓壹樓平面圖 

C109:四氫呋喃、硫

酸、三氯甲烷 

C103:甲醇 

C102:甲醇、異丙

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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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格致樓貳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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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格致樓參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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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格致樓肆樓平面圖 

 

C403:甲苯 C403: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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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府城校區-格致樓伍樓平面圖 

 
 

C513A:甲醇 C511C:丙酮 

C506B:甲醇、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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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榮譽校區平面圖 

ZE105:丙酮、錳及其化合物 

ZE106:三氯甲烷 

ZE205:乙醚、正己烷、硫酸 

ZFB01:丙酮、錳及其化合物 

ZE301-1:甲醇、氯化鐵 

ZE301-2: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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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內容調查表 

SEG代號 實驗室編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作業型態 控制設備 操作時間 暴露量 

1 ZE205 太陽光電實驗室 

乙醚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正己烷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硫酸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2 ZFB01 最佳化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錳及其化合物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3 ZE105 生物科技學系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錳及其化合物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 乙酸乙酯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5 ZE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7 C102-2 生殖醫學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異丙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8 C506B 奈米材料與再生能源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硫酸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9 C109 形態生理實驗室 
四氫呋喃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三氯甲烷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用實驗室 丙酮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2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 甲苯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3 C103 分子內分泌實驗室 甲醇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4 H108 版畫教室 氯化鐵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15 C405 材料合成實驗 硫酸 非例行性 局部排氣 <2HR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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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定量暴露風險評估表-化學性危害因子 

SEG

代號 

實驗室 

編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健康危

害等級

(HHR) 

使用量 

(kg/每週) 

使用

等級 

暴露時間 

(小時/每周) 

暴露

等級 

工程控制

(Control) 

控制

等級 

暴露危

害等級

【ER】 

UR 

暴露危

害評比

【EHR】 

1 ZE205 
太陽光電實

驗室 

乙醚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正己烷 3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0.90 

硫酸 5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8.17 

2 ZFB01 
最佳化實驗

室 

丙酮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錳及其化合物 4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4.54 

3 ZE105 
生物科技學

系實驗室 

丙酮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錳及其化合物 4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4.54 

4 ZE301-2 

微生物生技

產品開發實

驗室 

乙酸乙酯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3 10.90 

5 ZE106 
基因調控分

子醫學 
三氯甲烷 3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0.90 

6 ZE301-1 
生物醫學實

驗室 
甲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7 C102-2 
生殖醫學實

驗室 

甲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異丙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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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

代號 

實驗室 

編號 
實驗室名稱 化學品名稱 

健康危

害等級

(HHR) 

使用量 

(kg/每週) 

使用

等級 

暴露時間 

(小時/每周) 

暴露

等級 

工程控制

(Control) 

控制

等級 

暴露危

害等級

【ER】 

UR 

暴露危

害評比

【EHR】 

8 C506B 

奈米材料與

再生能源實

驗室 

甲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硫酸 5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8.17 

9 C109 
形態生理實

驗室 

四氫呋喃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三氯甲烷 3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0.90 

10 C511-C 
新材料與應

用實驗室 
丙酮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11 C513A 

植物分子兼

植物組織培

養實驗室 

甲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12 C403 
先進碳材實

驗室 
甲苯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13 C103 
分子內分泌

實驗室 
甲醇 2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7.27 

14 H108 版畫教室 氯化鐵 -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3 5.45 

15 C405 
材料合成實

驗 
硫酸 5 <1KG 1 <2HR 2 局部排氣 3 1.82 2 1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