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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法規 
前言 01 

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之相關法規 

勞動部相關法規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條：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教職員工、學生) 
      第32條：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34條：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安全衛生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 
   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 
   化學品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等 
   化學品使用管理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等 
   機械設備設置與檢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 

違反職安法第二十條第六項、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或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法規 
前言 01 

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之相關法規 

環境保護署相關法規 
    
   毒性化學物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辦法等 
 
   實驗室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 
 
   其他        ：水污染防治法等 



法規 
前言 01 

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之相關法規 

衛生福利部相關法規 
    
   傳染病防治法、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等 

原子能委員會相關法規 
    
   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等 



法規 
前言 01 

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之相關法規 

消防署相關法規 
   消防法、公共危隩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等 

其他相關法規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經濟部)、 
   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農委會)、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內政部) 等 

基本法 
   中華民國刑法、民法 



法規 
前言 01 

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 

教職員/學生應遵守之義務(權利)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國立東華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3小時(職安法第32條) 
-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之人員每3年至少3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18條) 
-實驗室新進人員應接受實驗室生物安全課程至少8小時(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21條) 
-輻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 
-在職相關教育訓練(依業務種類受訓) 
 
繳交新進員工/學生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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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法規是校園安全的最低標準 
應在合理可行範圍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法規 
前言 01 

海因里希法則(Heinrich's Law) 

由美國安全工程師海因里希提出的 
1：29：300法則 
 
當機械生產過程中，每發生330意外
事件中，有300起未產生人員傷害
(未遂事件)時，29件造成人員輕傷
事故，1件導致重傷、死亡及重大事
故。 
 
國際上又稱事故法則 

未遂事件 

輕傷事故 

重傷、死亡及重大事故 

300 

1 

??? 

1000 

29 

事故隱憂 

危隩行為 



法規 
前言 01 

Heinrich‘s骨牌理論模型 
• 個人因素 
   (對安全的態度、身心健康狀態、知識及能力) 
• 工作因素 
   (流程不良、設計/維護不良、品質不良或損耗) 
• 事故直接原因 
   (不安全的工作環境或不安全的行為導致) 
• 事故發生 
   (事件與意外災害) 
• 損失 
   (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意外事故為一連串事件，並在邏輯的秩序中發生，
不是偶然。 
 
前述五個因素密切相關，如同多米諾骨牌，前者傾
倒，後者隨受影響，亦表示只要消除其中之一因素，
則連鎖被破壞，事故過程被中止。 

事
故
發
生 

損
失 



法規 
前言 01 

• 符合法規 
• 事前預防 
• 保護他人 
• 防護自身安全 

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目的 



實驗室 
危害 

02 



實驗室危害 02 

發生災害事故的三要因 



實驗室危害 02 

• 物理性危害：噪音、輻射、異常溫度、電氣、
機械危害 

• 化學性危害：火災、爆炸 
• 生物性危害：感染、中毒、過敏 
• 人因性危害：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機能傷害 
• 心理性危害：過勞、壓力 

實驗室的潛在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定義：因物理能量引起，例如:噪音、輻射、異常

溫度、振動、照明、異常氣壓等造成人體的危害。 

物理性危害 



• 定義：泛指令人不悅或不愉快，可能導致聽覺危害與其他不
良生理或心理反應之聲音。 

• 來源：機械操作 
• 健康危害： 
  -聽力損失：暫時性與永久性 
  -生理及心理影響：血壓升高及心跳速率增加 

 

噪音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撞擊、衝擊性機械設備(衝擊性噪音) 
  -衝剪機械噪音瞬間可達110-130分貝。 
 
• 持續運轉的機械設備(持續性噪音)  
  -無塵室的大功率真空抽氣幫浦。 
  -隔音不良的冷氣空調主機(低頻噪音)。 

實驗室常見的噪音來源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定義：使用放射性元素、操作內含放射性元素之儀器或可產生游離輻射之設
備等。 

• 來源：X光機、螢光分析儀等 
• 健康危害： 
   -致癌、遺傳效應 
   -白內障、皮膚損傷、不孕 

輻射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定義：多屬能量小於10k電子伏特（keV）的電磁波，所具有的能量不足以使原子
產生離子或自由基。 

• 來源： 
   -紫外線：紫外線殺菌燈 
   -紅外線：紅外線烘乾設備、烤箱 
   -微波：開放式微波加熱設備 
   -雷射：雷射光學設備 
• 健康危害：熱危害(皮膚、眼睛等) 

非游離輻射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來源： 
   -接觸加熱過之器皿 
   -液態氮之使用(沸點-196℃，即使短暫接觸皮膚與眼睛亦可能造成凍傷或失明) 
   -冷凍櫃之使用 
• 健康危害：燙傷與凍傷 
• 預防方式：視危害狀況，配戴適當等級的耐高溫手套或耐低溫手套，防護眼鏡等 

其他防護具 

異常溫度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定義：人體或設備因接觸到電流，或電流產生的高溫而導致的傷害。 

電器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不安全的電器設備 



• 實驗室常見的電器危害： 
   -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源，形成電氣回路而引起的災害。 
   -電弧灼傷：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接地、閃絡現象皆可 
              能產生電弧而使人體遭受灼傷 
   -電器火災：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短路、接觸不良等產生高溫高熱而引起 
• 預防方式    
   -開關帶電部分隔離保護，使人員不易碰觸 
   -實驗室應定期檢查電路配置 

電器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生活中常見的電器危害： 
   -延長線無法負荷過大電流 
   -一組插座迴路使用多個電器設備 
   -錯誤使用使電線劣化及接觸不良 
• 預防方式    
   -發熱之電熱設備及延長線材周圍勿放置易燃物 
   -避免使用多個耗電量大的電器設備 
   -插頭、插座有破損應更換 
   -電氣設備灰塵厚積易發生漏電或短路，若發生火花將引起燃燒或爆炸 
   -選擇之延長線應採用具安全開關之樣式   

電器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定義：由於機械元件、工具或工件的
機械運動形成的捲入點或操作點，或
固體、液體噴射所造成的危害。 
 

• 常見的危害形式： 
    -刺割傷害   -摩擦傷害 
    -夾壓傷害   -剪切傷害 
    -撞擊傷害   -肌肉扭傷 
 
•   機械的安全防護 
    -機械安全設計 
    -機械安全護罩(開口式、全罩式、柵   
     欄式) 
    -機械安全裝置(自動操作式、機械式、 
     感應式) 

機械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有害性：因人體吸入、食入、皮膚噴濺或經由其他途徑與化學物質接觸，而導
致的中毒或腐蝕等類型的傷害。 

• 危隩性：由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化學反應中放出的能量，所引起的災害，例
如：火災與爆炸事故。 

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物可影響人類健康或是造成不舒適具潛在高風隩
者。 

• 來源: 針扎、操作生物體樣本時失誤使病原體氣懸化而吸入、遭攜帶病原體的
實驗動物咬傷或抓傷等。 

• 生物性危害類別： 
   -感染 
   -過敏 
   -中毒 

生物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所致(例如：流行性感冒、痲疹、
肺結核)  
 

•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覆暴露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
所致(例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 
 

• 中毒(Poisoning)：暴露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素(細菌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
菌毒素)所致(例如：發燒、發冷、肺功能受損) 

生物性危害類別 

生物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 瞭解環境的特性與人的能力及限制。 
• 透過環境與工具的改善，提升工作的效率、安全與舒適。 

人因工程定義 

人因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Fit the machine to the person! 
讓機械環境適合人。 



• 人機介面不良：機器設備使用介面設計不良，導致失誤率增加或身體傷害的發
生。 

   -電腦使用 
• 肌肉骨骼傷害：長時間、重複性與不自然的動作所引起的肌肉骨骼傷害，好發

於上半身 
   -下背痛、腕隧道症候群、肌腱炎、網球肘。 
• 人為失誤：因為人的情緒、注意力、疲勞程度等因素造成的失誤-感染 
   -誤動作或破壞防呆裝置 

人因性危害 

人因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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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驗室前應注意事項 
公用實驗室 
-遵守老師及助教指導及規範 
-瞭解規範內涵 
-培養發現、評估與控制危害的能力 
 
研究室/實驗室 
-遵守老師及學長姐的指導及規範 
-瞭解實驗室規矩和實驗步驟安全操作流程 
-學會先實驗風隩評估及如何查安全資料表(SDS) 
 
實驗過程應避免嘻笑，玩耍而造成疏忽、漏失執行步驟! 
 
進一步培養辨識危害、評估危害與控制危害(使用個人防護具)的能力→全面提升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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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選擇、配戴流程與注意事項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確認個人防護具之使用時機 
 
•根據危害類型，選擇適當種類之防護具 
 
•根據危害等級，選擇具足夠防護效能之防護具 
 –選擇有認證之防護具 
 
•依自身體型特質，選擇尺寸、版型適當之防護具 
 
•正確地穿戴與卸除 
 
•正確地保養、測試、維修與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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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個人防護具與概念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進入實驗室基本且必要的安全衛生防護裝備： 
 
1.安全眼鏡及實驗衣 

(http://www.ecm.auckland.ac.nz/safety/saf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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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個人防護具與概念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進入實驗室基本且必要的安全衛生防護裝備： 
 
2.包腳鞋(腳趾不可露出) 

(http://www.ecm.auckland.ac.nz/safety/saf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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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與臉的保護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試想當時如果沒有這些保護裝置 

            •後果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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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與臉的保護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實驗室中會對眼睛或臉部造成傷害的因素： 

危害種類 相關作業 

衝擊 切削、研磨、險刻等會產生體積較大且具 
有較大動能的飛行物體或碎片 

熱 高溫爐、鎔鑄、焊接等會產生高溫的作業 

化學物質 化學品或檢體的操作 

粉塵 木工作業 

光 焊接、熔切、操作雷射等 



0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案例1 
 
彰化師範大學 
強酸廢液噴濺傷害事故 



0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案例2 
 
中興大學 
化學反應爆炸傷害事故 



0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04 

進入實驗室前，要注意的事情 

瞭解國內相關法規 進實驗室前，為何要接受教育訓練? 

瞭解學校衛生管理體系 實驗室發生事故時，跟誰通知? 

瞭解實驗室特性與環境 那些設備與程序可預防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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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提供教育訓練是學校的責任 
教職員/學生應遵守之義務(權利)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國立東華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3小時(職安法第32條) 
-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之人員每3年至少3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18條) 
-實驗室新進人員應接受實驗室生物安全課程至少8小時(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21條) 
-輻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 
 
在職相關教育訓練 
 
國立東華大學實(試)驗室工作須知 (簽名留存)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國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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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實(試)驗室工作須知 (簽名留存)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校內規定 



04 

法規是校園安全的最低標準 
應在合理可行範圍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 



0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校內組織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本校為總務處環保組(常見稱呼有環安
中心、環保室等) 
  
-實驗室作業人員需瞭解該單位的名稱、
校園位置、聯絡方式、業務內容等。 
 
 -實驗室作業人員請依各校體系向該校負
責實驗室安全衛生行政程序人員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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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實驗室安全衛生有關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 
-生物安全會 
-輻射防護委員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校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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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常見有「校級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與「個別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此處為前者。 
 
•通常可於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的網站查閱到。 
 
•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為校內各科系通用事項: 
 –如事業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權責、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教育及訓練、急救及搶救、事故 
   通報及報告，發生事故的罰鍰、罰則等事項。 
 
•閱讀守則內容可瞭解校內共通事項的內容，如發生事故時的緊急通報程序等。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學校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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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其他相關的行政程序 
•例如「毒性化學物質請購流程與使用規範」、「先驅化學品使用與申報規範」、「實驗室廢棄物 
  儲存清運流程等」與「實驗室自動檢查辦法等」等。 
 
•進行實驗前應先瞭解學校對哪些物質訂有何種規範，以便在實際進行實驗時遵循而不致有漏失或 
  錯誤。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學校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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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危害辨識、評估與控制 
•對實驗室內之危害進行辨識、評估與控制，並設定緊急應變程序，以預防災害發生，及在姿害發 
  生時可將傷害降至最低程度。 
 
•閱讀實驗室的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遵守其中規定。 
 
•瞭解所使用的原料材料、機械設備，流程與實驗室環境之危害特性，評估其安全健康風隩，採取 
  適當的危害控制措施。 
 
•依實驗室特性評估可能的災類類型，設定緊急應變程序，準備所需之應變與急救器材，並演練緊 
  急應變程序。 
 
•不同類型實驗室的危害預防措施差異頗大。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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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的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依各實驗室本身的工作性質與內容所訂定。 
 
•實驗室人員必須熟讀內容並確實遵守。 
 
•由於學校實驗的類型與內容往往隨時間改變，若發現守則內容已不符所需，請協同實驗室管理人  
  員修訂守則內容。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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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校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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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 
• 危害物質(化學品) 
  -瞭解危害特性、危隩性與有害性(毒性)高低、傳輸途徑、相關防護設備等級與種類等資訊 
   (資訊來源：容器標示、安全資料表(SDS)等) 
   
  -確認環境設備符合要求、採取正確的實驗步驟。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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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化學品-閱讀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 使用前要認識所使用、身旁周遭的各種化學品的危害特性。 
 
 
• 使用前必須閱讀與瞭解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與所附的安全資料表。 
 
 
• 對於毒性或危害特性仍缺乏資訊的化學品，尤其不可掉以輕心。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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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 SDS) 
 
十六項應揭露資訊 
1.物品與廠商資料 
2.危害辨識資料 
3.成分辨識資料：(CAS NO.) 
4.急救措施 
5.滅火措施 
6.洩漏處理方法 
7.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8.暴露預防措施 
9.物理和化學性質：(個人防護具的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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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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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相關規範與法規緣由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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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所規定之危隩物與有害物必須附有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請勿向不提供標示與物質安全表的廠商購買化學品，以免觸法。 

•危害通識名詞 
 –危隩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易形成高熱、高壓或易引起火災、爆炸之物質-能量釋放)。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腐蝕、刺激、毒性與致癌等物質-毒性釋放)。 
 
•依法化學品製造商、供應商必須為具危害特性之化學品提供危害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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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容器標示 

•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包括兩部分： 
  -危害圖示 
  -內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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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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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15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應依
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
性，適時更新， 並至少每3年檢討一
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
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3年。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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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危害分類圖示：應使用黑色象徵符號+白色背景，紅框足寬，以便醒目。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04 

化學品管理 
•購買化學品前注意事項 
  -應先清查單位內實驗室化學品清單 
  -避免過量購買 
  -查閱相關法規，確認欲購買的化學品是否為法規列管物質，如： 
   ex：毒性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甲類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 
  -瞭解、遵守法規列管物質的特殊購買、使用規定 
 
•本校實驗室使用毒化物三氯甲烷(chloroform)、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formamide)因密度較高，   
  易超過法規標準(分級運作量：50公斤)，請各實驗室購買前述化學品務必洽詢本校環保組。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預防及控制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運作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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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 
•建立化學品清單(使用記錄) 
  -化學品的購買、使用、儲存位置、廢棄或用盡均應立即、確實的登錄於清單中，並定期盤點 
  -可有效掌握實驗室現有的藥品種類與存量 
  -避免購買過量、過期、需要時尋找不到等狀況 
•化學品應盡量集中保管，避免零散放置 
•儲存時化學品依相容性分類放置 
•化學品櫃應上鎖、或以圍欄固定以免震動而使藥瓶跌落 
•揮發性易燃藥品應置於合格之抽氣櫃中(不可將實驗用化學排煙櫃當作化學品貯存場所) 
•腐蝕性藥品櫃應有托盤裝置，或者以耐蝕塑膠盆分別隔離放置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預防及控制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
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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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 
•定期檢查化學品標示狀況，如有缺失、破損須立刻補齊修復 
 
•先進先出，先購買者先使用 
 
•配製試藥(名稱、濃度等)應避免過量 
 
•實驗完全結束後(如.畢業)，將所使用、分裝的所有化學品清除、標示、交接清楚，絕不可遺留未
知的化學品。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預防及控制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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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 

•法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前述環境、機械與設備的相關檢查事項，學校於自動檢查計畫中，訂有各式自動
檢查表與檢點表 
 –實驗室環境、小型高溫高壓滅菌鍋、離心機、化學排氣櫃的自動檢查表 
 –相關資料與表單，通常公告於各級環安單位網頁 
 
•請實驗室人員依自動檢查計畫所規定的項目與期間，對環境、機械設備進行檢查
與檢點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04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國立東華大學自動檢查計畫 

國立東華大學實驗室安全衛
生自動檢查記錄表 

國立東華大學實驗(試)場所
每月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紀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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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安全 

•瞭解危害特性、致病力高低(Risk group)、傳播途徑、相關防護設備等級與種類
等資訊 
 –資訊來源：傳染病防治法、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
要點、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生物安全資料表等。 
 
•確認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符合要求、採取正確的實驗步驟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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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Risk Group, RG) 

•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二級以上危隩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應經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始得為之。 
  -第一級：大腸桿菌K12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
療可能者。 
  -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三級以上危隩群微生物或管制性生物毒素，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設置單位並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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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容器之自主檢查 

•壓力容器（例:高溫高壓滅菌鍋、空氣壓縮機空氣槽） 
基本注意事項： 
  -外殼與內面有無損傷、變形。 
  -容器門、迫緊裝置運作有無異常。  
  -安全閥、壓力表與其他安全裝置之性能有無異常。 
  -壓力表及溫度計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損傷。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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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容器(例：氣體鋼瓶) 

•氣體鋼瓶注意事項： 
  -高壓氣體鋼瓶有無橫置之固定 
  -各種錶壓是否正常 
  -鋼瓶儲存間是否有易燃物 
  -各種鋼瓶成分是否標示清楚 
  -檢查接頭部份有無溢洩 
  -鋼瓶儲存間之溫度是否超過40°C 
  -管線是否定期檢點 
  -管線是否標示 
  -是否設有偵測器(警報裝置) 
  -偵測器是否定期檢驗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扳手不可置於鋼瓶開關上 
鋼瓶需固定 

備用、空瓶應裝上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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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氮使用須知 

實驗室常使用液態氮作為反應及設備降溫之媒介。 
 
使用液態氮之儀器設備置於空氣不流通之休息室內，並將液態氮暫存槽放置於空氣不流
通之休息室內。 
 
應設有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實驗室安全衛生應注
意事項-瞭解實驗室 



緊急事故 
應變處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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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上課時間:請同時通知環保組 

•通報相關單位進行必要處置 
 
•查詢相關資料，例如安全資料表(SDS) 
 
•使用相關設備(正確穿著個人防護具後，使用吸液棉等)，初步排除狀況 
 
•夜間/假日發生意外事故請通知警衛室(6119)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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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時或緊急救護:請撥119 

•緊急滅火支援(消防車) 
 
•緊急救護支援(救護車) 
 
•電話線上指導(CPR操作線上指導) 
 
•為有效滅火，請於第一時間通知消防隊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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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上班時間請通知衛生保健組
(健康中心) 

•化學品噴濺：使用緊急沖淋裝置沖淋15分鐘 
 
•機械傷害：緊急包紮，協助送醫 
 
•無呼吸心跳：找到校園AED使用急救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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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相關人員:實驗室負責人或緊急連絡人 

•通知負責人抵達現場，並告知現場狀況 
 
•確認現場物品(儀器、通風櫃等)是否影響搶救 
 
•確認開門鑰匙可及時破門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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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通報程序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國立東華大學實(試)驗室工作須知  



結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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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本學年度進入實驗場所新生 

•安全是最重要的!!! 
 
•費心才可以有所警覺：不要怕麻煩，作好安全衛生工作 
 
•希望可以發會各位經驗及專長，保護自己與其他同學，預防事故發生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Thanks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