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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107 年 9月 19日環安衛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

辦法規定訂定「銘傳大學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目的： 

    為掌握教職員工生作業環境實態及評估其暴露情形，所採取之規劃、採樣、監測及分析之

行為，藉由計畫的實施有效降低教職員工生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濃度及能量之暴露風險，提升教

職員工生的作業環境品質，達到全面風險控管。 

三、範圍： 

    本計畫適用於校內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所規範之內容（如附件一），經

調查及評估後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作業場所。 

四、組織成員及權責： 

    為達本計畫之有效性，本計畫由相關人員組成專責小組，成員包含：工作場所負責人、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工礦衛生技師、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及執行作業環境

監測相關工作，成員及權責如下表所示： 

     表一 專責小組成員、職稱及權責 

成員 校內職稱 權責 

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實施監測場

所之單位主管 

1. 監督作業環境監測工作之執行。 

2. 提供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 

依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設置之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 

環安衛中心職

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 

1. 擬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2. 評估校內危害並進行作業特性調查。 

3. 提出採樣規劃。 

4. 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協調及管理。 

5. 監測結果之評估與提議改進措施。 

6. 記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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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託之執業工

礦衛生技師 

工礦衛生技師 1.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2. 協助執行作業環境監測。 

工作場所作業主

管 

應實施監測場

所之管理人員 

1. 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需求。 

2. 提供現場相關資訊。 

3. 配合監測。 

4. 參與監測工作之執行。 

5. 針對監測結果採取改進措施。 

五、作業環境監測策略 

(一)、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藉由作業場所基本資料調查（如附件二）、工作場所作業

主管訪談、現場實地調查等方式，廣泛收集作業環境基本資料，內容應包含： 

1. 確認危害物及危害特性（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 

2. 確認作業型態，例行性作業（如日常操作），非例行性作業（如年度歲修、

儀器設備保養）。 

3. 確認作業時間（註：若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義之臨時性作業、

作業時間短暫、作業期間短暫者，且監測後確認未超出短時間容許濃度標準

或最高容許濃度標準者，得排除定期監測之規定）。 

4. 確認危害物的使用量。 

5. 確認毒理學資料及安全資料表。 

6. 確認作業形態。 

7. 確認危害物發生源。 

8. 確認危害防範措施（整體換氣、局部排氣、配戴個人防護具）。 

9. 確認作業人數、位置與作業時間。 

10. 確認醫務紀錄（如某疾病有集中趨勢，均發生於同一作業場所）。 

(二)、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應配合作業場所基本資料調查表來了解工作型態、危害種類、

暴露人數、暴露時間等資料，以系統化分析的方式將暴露情形相似之人員加以歸納在



3 
 

一起，必要時需到現場觀察、訪談，以利於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相似暴露族群建立後應評估暴露風險，依照人員健康風險的角度，利用暴露時間

之長短及化學品危害性來進行風險判定，依照風險程度高至低排定各相似暴露族群之

相對風險等級，以作為監測優先順序之參考，風險等級計算方式為： 

風險等級(R)=危害發生機率(P)×嚴重度(S)。 

危害發生機率(Probability of loss)主要依可能影響之人數、暴露時間及頻率綜合推

估而成，可參考表二進行評估。 

表二 危害發生機率分類表 

危害發生機率(P) 風險特性描述 

1 暴露人數大量/暴露時間長/暴露頻率高(經常超過每日

2/3工時以上) 

2 暴露人數中量/暴露時間適中/暴露頻率適中(時常佔每

日 2/3-1/3 工時) 

3 暴露人數少量/暴露時間短/暴露頻率低(偶爾低於每日

1/3 工時) 

嚴重度(Severity)依毒理學資料、安全資料表及其他科學報告的資料綜合推估而成，

可參考表三進行評估。 

表三 嚴重度分類表 

嚴重度(S) 風險特性描述 

A 嚴重且造成永久性的身體傷害、死亡 

B 嚴重但不會導致永久性身體傷害 

C 較輕微之影響 

風險等級(Risk)則是將表二及表三所得的危害發生機率與嚴重度綜合研討推估而

成，依照風險等級高至低作為監測優先順序之參考，風險等級評估結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 風險等級分類表 

風險等級 風險等級綜合研討結果 

高度 1A、2A、3A 

中度 1B、2B、1C 

輕度 3B、2C、3C 

(三)、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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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執行作業環境監測前，應考慮此次的採樣是否具代表性、採樣後的數據可否協

助評估或解決問題、採樣價格的合理性等，掌握上述資訊才能對整體監測品質有良好

的控制。 

綜觀作業場所危害資料收集結果、排定之相似暴露族群、暴露風險等級、暴露人

數等資料來決定監測點數，監測位置及監測點數應由專業人員判定而得。 

各相似暴露族群理論上皆應執行監測，以瞭解其實際暴露情形，惟為減少分析所

需之花費，均以高暴露之危險群作為優先監測者，通常依照工作者的反應或抱怨及相

似暴露族群之暴露風險等級來判定。 

採樣時應由勞動部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執行，並且會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及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實施，以確保採樣的正確性。 

(四)、 樣本分析： 

樣本分析方法依照有科學根據之標準分析方法執行，可參考勞動部作業環境空氣

中有害物質標準分析參考方法、Ma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s(OSHA)、Manual of 

Analytical Methods 2nd edition and 3nd edition(NIOSH)、其他外國政府公布之採樣分析

方法或其他與分析化學、工業衛生有關之文獻資料作為分析方法。若某一危害物質同

時有多種可參考的分析方法，選擇時需考量方法的準確度、精確度、靈敏度等因素，

從中選擇最適合可行的方法為之。 

(五)、 數據分析及評估： 

    數據分析結果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相關規

定加以管制。當某ㄧ相似暴露族群之暴露實態超過二分之ㄧ容許暴露標準值，則該族

群所包含的人員其暴露視為不可接受，必須採行必要的工程管理、行政管理或健康管

理等方式加以改善。當某ㄧ相似暴露族群之暴露實態已確認低於法定容許暴露標準值，

則該族群之暴露視為可接受，但仍需提供個人防護具，以達全面防止職業災害之發

生。 

六、計畫定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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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環境監測完成後，專責小組應每年自我查核現行計畫是否需要修正或不足之處。檢討

查核要項包含： 

1. 作業環境監測目的。 

2. 基本資料收集。 

3. 作業環境監測流程。 

4. 作業環境監測執行。 

5. 數據處理、保存及後續改善。 

6. 其他與作業環境監測相關事項。 

七、經費： 

    由環安衛中心年度預算「桃園校區環安相關檢測費用」項下執行。 

八、記錄保存：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ㄧ般監測記錄應保存三年，但聯苯胺及其鹽

類、４-胺基聯苯及其鹽類、β-萘胺及其鹽類、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α-萘胺及其鹽類、鄰-二

甲基聯苯胺及其鹽類、二甲氧基聯苯胺及其鹽類、鈹及其化合物、次乙亞胺、氯乙烯、苯、石

綿、鉻酸及其鹽類、砷及其化合物、重鉻酸及其鹽類、煤焦油、鎳及其化合物、硫酸、三氯乙

烯、四氯乙烯之監測紀錄應保存三十年；粉塵之監測紀錄應保存十年。 

九、附則： 

    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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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應實施監測之項目及頻率 

危害特性 場所 監測項目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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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下列坑內作業場所 

1. 礦場地下礦物之試掘、採掘場所。 

2. 隧道掘削之建設工程之場所。 

3. 前二項已完工可通行之地下通道。 

粉塵、二氧化

碳 

6個月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

場所 

粉塵 6個月 

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

施辦法附表一所列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 

附表一所列

有機溶劑 

6個月 

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

施辦法附表二所列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

場所 

附表二所列

特定化學物

質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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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鉛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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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 

物理性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音響級八十五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噪音 6個月 

下列作業場所，其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

綜合溫度熱指數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值

以上者， 

1. 於鍋爐房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 

2. 處理灼熱鋼鐵或其他金屬塊之壓軋

及鍛造之作業場所。 

3. 鑄造間內處理熔融鋼鐵或其他金屬

之作業場所。 

4. 處理鋼鐵或其他金屬類物料之加熱

或熔煉之作業場所。 

5. 處理搪瓷、 玻璃及高溫熔料或操作

電石熔爐之作業場所。 

6. 於蒸汽機車、輪船機房從事工作之作

業場所。 

7. 從事蒸氣操作、燒窯等之作業場所。 

綜合溫度熱

指數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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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作業環境監測基本資料調查表 

物

質

名

稱 

作業區

域 

(實驗室

名稱)  

作業名稱 

(包含課程名稱) 

作業屬性及時間 作業型態 每次使

用量

(單位) 

危害預防措

施 

  作業名稱: 

    

_________________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 

□例行性 

□非例行性 

 

作業時間: 

__________次/年 

 

________小時/次 

□溶劑 

□緩衝液 

□萃取  

□化合反應 

□其它       

 □整體換氣 

□局部排氣 

□個人防護

具 

  作業名稱: 

    

_________________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 

□例行性 

□非例行性 

 

作業時間: 

__________次/年 

 

________小時/次 

□溶劑 

□緩衝液 

□萃取  

□化合反應 

□其它       

 □整體換氣 

□局部排氣 

□個人防護

具 

 

 

 

 

 

      

自行添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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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作業環境監測流程重點說明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重點 說明 

環安衛中心 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

畫 

1. 環安衛中心依法制定本計畫，相關資料每年檢討一

次適用性。 

2. 作業環境監測啟動時機: 

(1). 依職安衛法令規定，每年或每半年至少一次。 

(2). 於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時，

且牽涉法令規定之項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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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決議事

項。 

環安衛中心、

應實施監測場

所之相關單位 

作業環境監測項目先

期審查 

1. 環安衛中心每年應參酌下列事項，並諮詢工作場所

作業主管，進行先期審查： 

(1). 確認相關法規及標準之要求。 

(2). 分析歷年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及勞工健康檢查資

料。 

(3). 辨識目前或預期作業場所中存在之危害及風

險。 

2. 確認作業環境監測應實施項目 

環安衛中心 尋求合格檢測公司 尋求勞動部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環安衛中心 監測計畫通報主管機

關及實施 

1. 實施監測十五日前，環安衛中心應將監測計畫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路登錄系統及格式實施通報。 

2.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應會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及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實施。 

環安衛中心 公告檢測結果及報備 環安衛中心應公告檢測結果使教職員工生週知，必要時

應針對結果解釋說明，並將檢測結果通報至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系統。 

環安衛中心、

應實施監測場

所之相關單位 

檢測結果異常改善 檢測結果未符合標準時，環安衛中心應開立「銘傳大學

環安中心環境管理系統異常處理單」要求相關單位配合

改善，採取必要之矯正措施。 

環安衛中心 記錄保存 ㄧ般監測結果保存三年。但若為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

辦法第 12條附表四所列化學物質者，應保存三十年；

粉塵之監測記錄應保存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