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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高雄市醫療院所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會
（（（（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安全衛生設施觀摩說明介紹））））



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

一一一一.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GHS網站介紹網站介紹網站介紹網站介紹

二二二二.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

（（（（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

三三三三.中央供應中心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中央供應中心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中央供應中心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中央供應中心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

四四四四.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

（（（（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

五五五五.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第一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第一個單元

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新版危害圖式及GHS網站介紹網站介紹網站介紹網站介紹



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危害標示分類((((((((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CNS6864  Z5071)

已取消



GHS 標示之圖示參考(1/2)

火焰 驚嘆號 健康危害 

   

1. 易燃氣體 

2. 易燃氣膠 

3. 易燃液體 

4. 易燃固體 

5. 自反應物質 

6. 有機過氧化物 

7. 發火性液體 

8. 發火性固體 

9. 自熱物質 

10. 禁水性物質 

1. 急毒性物質第 4級 

2.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2

級 

3.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第 2級 

4. 皮膚過敏物質 

5.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物質～單一暴露第 3級 

1. 呼吸道過敏物質 

2.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3. 致癌物質 

4. 生殖毒性物質 

5.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第 1級～第

2級 

6.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7. 吸入性危害物質 

 



GHS 標示之圖示參考(2/2)

腐蝕 圓圈上一團火焰 炸彈爆炸 

   

1. 金屬腐蝕物 

2.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級 

3.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級 

1. 氧化性氣體 

2. 氧化性液體 

3. 氧化性固體 

1. 爆炸物 

2. 自反應物質Ａ型及Ｂ型 

3. 有機過氧化物Ａ型及Ｂ型 

氣體鋼瓶 環境 骷髏與兩根交叉骨 

   

加壓氣體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急毒性物質第 1級～第 3級 

 



危害圖式與明顯標示

一、 危害圖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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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
稱、地址及電話。

苯苯苯苯 BenzeneBenzeneBenzeneBenzene    

    
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主要成主要成主要成主要成

分分分分：：：：    

苯苯苯苯 BenzeneBenzeneBenzeneBenzene    

70707070w/w %w/w %w/w %w/w %    

    危害警告訊息危害警告訊息危害警告訊息危害警告訊息：：：：    

    高高高高度易度易度易度易燃液體和蒸氣燃液體和蒸氣燃液體和蒸氣燃液體和蒸氣    

吞食有害吞食有害吞食有害吞食有害    

造成皮膚造成皮膚造成皮膚造成皮膚刺刺刺刺激激激激    

造成眼睛造成眼睛造成眼睛造成眼睛刺刺刺刺激激激激    

可能造成遺傳性缺陷可能造成遺傳性缺陷可能造成遺傳性缺陷可能造成遺傳性缺陷    

可能致癌可能致癌可能致癌可能致癌    

懷疑對生育能懷疑對生育能懷疑對生育能懷疑對生育能力力力力或胎兒造成傷害或胎兒造成傷害或胎兒造成傷害或胎兒造成傷害    

長期長期長期長期暴露暴露暴露暴露會損害會損害會損害會損害神神神神經系統經系統經系統經系統    

對水生生物有害對水生生物有害對水生生物有害對水生生物有害    

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致命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致命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致命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    

    緊蓋容器緊蓋容器緊蓋容器緊蓋容器    

置容器於通風置容器於通風置容器於通風置容器於通風良良良良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好的地方    

遠遠遠遠離離離離引燃品引燃品引燃品引燃品－－－－禁止抽煙禁止抽煙禁止抽煙禁止抽煙    

若若若若與眼睛接觸與眼睛接觸與眼睛接觸與眼睛接觸，，，，立立立立刻以大刻以大刻以大刻以大量量量量的水洗滌後洽詢醫的水洗滌後洽詢醫的水洗滌後洽詢醫的水洗滌後洽詢醫療療療療    

衣服一經污染衣服一經污染衣服一經污染衣服一經污染，，，，立立立立即脫掉即脫掉即脫掉即脫掉    

勿倒入排水溝勿倒入排水溝勿倒入排水溝勿倒入排水溝    

若若若若覺得覺得覺得覺得不不不不適適適適，，，，則洽詢醫則洽詢醫則洽詢醫則洽詢醫療療療療((((出示醫出示醫出示醫出示醫療療療療人員此標籤人員此標籤人員此標籤人員此標籤))))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暴露暴露暴露暴露於此物質於此物質於此物質於此物質－－－－需經特殊指示使用需經特殊指示使用需經特殊指示使用需經特殊指示使用    

    製造商或供應商製造商或供應商製造商或供應商製造商或供應商：：：：    (1)(1)(1)(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2)(2)(2)(2)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3)(3)(3)(3)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更更更更詳細的資詳細的資詳細的資詳細的資料料料料，，，，請請請請參參參參考物質安全資考物質安全資考物質安全資考物質安全資料料料料表表表表    

 

052-01 









第二個單元第二個單元第二個單元第二個單元
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補給室一立方米小氧氣鋼瓶庫房
（（（（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含小氧氣瓶水壓試驗及使用安全））））



我國自民國77年推動國內藥廠實施GMP以來，對於確保國產藥品品
質，已獲具體成效，復為提昇醫用氣體品質提昇醫用氣體品質提昇醫用氣體品質提昇醫用氣體品質，，，，進一步確保民眾使用進一步確保民眾使用進一步確保民眾使用進一步確保民眾使用
國產藥品之安全國產藥品之安全國產藥品之安全國產藥品之安全，參酌國際管理趨勢，制定符合國際化之管理策略
與法規，衛生署業經檢討，將醫用氣體納入藥品管理將醫用氣體納入藥品管理將醫用氣體納入藥品管理將醫用氣體納入藥品管理，期能提昇國
產藥品國際競爭力，開拓國產製劑國際市場。
為建立嚴謹有效率及契合國際管理模式之醫用氣體管理制度，並給
予產業界調整因應期，經衛生署邀集相關團體協商，對醫用氣體查
驗登記實施時程達成共識，並已於本（97）年1月10日完成公告
「列屬藥品管理之醫用氣體，申請衛生署藥品查驗登記注意事項」
（草案），該草案就醫療用之二氧化碳醫療用之二氧化碳醫療用之二氧化碳醫療用之二氧化碳（（（（CO2CO2CO2CO2）、）、）、）、 氧氣氧氣氧氣氧氣（（（（O2O2O2O2））））及氧及氧及氧及氧
化亞氮化亞氮化亞氮化亞氮（（（（N2ON2ON2ON2O））））等等等等3333品項品項品項品項，，，，予以納入予以納入予以納入予以納入「「「「醫用氣體醫用氣體醫用氣體醫用氣體」」」」藥品管理藥品管理藥品管理藥品管理；醫用氣
體產品已上市之製造、輸入業者，自公告日起至民國97年12月31日
止，應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40條規定，提出該3項醫用氣
體查驗登記申請；自自自自98989898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起日起日起日起，，，，醫用氣體需申請查驗登記後醫用氣體需申請查驗登記後醫用氣體需申請查驗登記後醫用氣體需申請查驗登記後，，，，
始准上市始准上市始准上市始准上市，違者，依藥事法第39 條規定加強查核並論處；及自99
年1月1日起，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或輸入醫用氣體藥品依違反藥事法
第82 條規定論處，販賣未經核准醫用氣體者，依違反藥事法第83 
條規定論處等措施。



氯氣氯氣氯氣氯氣



2016 2011

2012

20132014

2015



水壓識別環









真空包裝

到期年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這是這是這是這是98

年以前的鋼瓶年以前的鋼瓶年以前的鋼瓶年以前的鋼瓶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無真空無真空無真空無真空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無成分無成分無成分無成分
標示或出場批標示或出場批標示或出場批標示或出場批
號等號等號等號等









W92 98.9.15
05物體
倒塌

21右
足

911氧
氧鋼
瓶

欲推十二導程心欲推十二導程心欲推十二導程心欲推十二導程心
電圖車時電圖車時電圖車時電圖車時，，，，與小與小與小與小
氧氧鋼瓶車輪卡氧氧鋼瓶車輪卡氧氧鋼瓶車輪卡氧氧鋼瓶車輪卡
住住住住，，，，造成小氧氧造成小氧氧造成小氧氧造成小氧氧
鋼 瓶 推 車 倒 下鋼 瓶 推 車 倒 下鋼 瓶 推 車 倒 下鋼 瓶 推 車 倒 下
來來來來，，，，右足受傷右足受傷右足受傷右足受傷。。。。

10
日

0980915

















































鋼瓶儲存鋼瓶儲存鋼瓶儲存鋼瓶儲存、、、、搬運及使用注意事項搬運及使用注意事項搬運及使用注意事項搬運及使用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容器不得設置容器不得設置容器不得設置容器不得設置、、、、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儲藏或放置於下列場所儲藏或放置於下列場所儲藏或放置於下列場所儲藏或放置於下列場所：：：：
（（（（一一一一））））通風或換氣不充分之場所通風或換氣不充分之場所通風或換氣不充分之場所通風或換氣不充分之場所。。。。
（（（（二二二二））））使用煙火之場所或其附近使用煙火之場所或其附近使用煙火之場所或其附近使用煙火之場所或其附近。。。。
（（（（三三三三））））製造或處置火藥類製造或處置火藥類製造或處置火藥類製造或處置火藥類、、、、爆炸性物質爆炸性物質爆炸性物質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或多量之易燃著火性物質或多量之易燃著火性物質或多量之易燃著火性物質或多量之易燃

性物質之場所或其附近性物質之場所或其附近性物質之場所或其附近性物質之場所或其附近。。。。
二二二二、、、、保持容器之溫度於攝氏四十度以下保持容器之溫度於攝氏四十度以下保持容器之溫度於攝氏四十度以下保持容器之溫度於攝氏四十度以下。。。。
三三三三、、、、容器應直立穩妥放置容器應直立穩妥放置容器應直立穩妥放置容器應直立穩妥放置，，，，防止傾倒危險防止傾倒危險防止傾倒危險防止傾倒危險，，，，並不得撞擊並不得撞擊並不得撞擊並不得撞擊。。。。
四四四四、、、、容器使用時容器使用時容器使用時容器使用時，，，，應留置專用板手於容器閥柄上應留置專用板手於容器閥柄上應留置專用板手於容器閥柄上應留置專用板手於容器閥柄上，，，，以備緊急時遮斷以備緊急時遮斷以備緊急時遮斷以備緊急時遮斷

氣源氣源氣源氣源。。。。
五五五五、、、、搬運容器時應裝妥護蓋搬運容器時應裝妥護蓋搬運容器時應裝妥護蓋搬運容器時應裝妥護蓋。。。。
六六六六、、、、容器閥容器閥容器閥容器閥、、、、接頭接頭接頭接頭、、、、調整器調整器調整器調整器、、、、配管口應清除油類及塵埃配管口應清除油類及塵埃配管口應清除油類及塵埃配管口應清除油類及塵埃。。。。
七七七七、、、、應輕緩開閉容器閥應輕緩開閉容器閥應輕緩開閉容器閥應輕緩開閉容器閥。。。。
八八八八、、、、應清楚分開使用中與非使用中之容器應清楚分開使用中與非使用中之容器應清楚分開使用中與非使用中之容器應清楚分開使用中與非使用中之容器。。。。
九九九九、、、、容器容器容器容器、、、、閥及管線等不得接觸電焊器閥及管線等不得接觸電焊器閥及管線等不得接觸電焊器閥及管線等不得接觸電焊器、、、、電路電路電路電路、、、、電源電源電源電源、、、、火源火源火源火源。。。。
十十十十、、、、搬運容器時搬運容器時搬運容器時搬運容器時，，，，應禁止在地面滾動或撞擊應禁止在地面滾動或撞擊應禁止在地面滾動或撞擊應禁止在地面滾動或撞擊。。。。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自車上卸下容器時自車上卸下容器時自車上卸下容器時自車上卸下容器時，，，，應有防止衝擊之裝置應有防止衝擊之裝置應有防止衝擊之裝置應有防止衝擊之裝置。。。。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自容器閥上卸下調整器前自容器閥上卸下調整器前自容器閥上卸下調整器前自容器閥上卸下調整器前，，，，應先關閉容器閥應先關閉容器閥應先關閉容器閥應先關閉容器閥，，，，並釋放調整器並釋放調整器並釋放調整器並釋放調整器

之氣體之氣體之氣體之氣體，，，，且操作人員應避開容器閥出口且操作人員應避開容器閥出口且操作人員應避開容器閥出口且操作人員應避開容器閥出口。。。。



氧氣鋼瓶之特殊規則：
1勿將油或油脂接觸到氧氣瓶、鋼瓶
閥、調節器、壓力錶或配件。

2勿用板手或其他工具敲打鋼瓶閥或
開關，務必交由醫工人員處理。

3不可用氧氣代替壓縮空氣，作為壓
力媒介物吹通阻塞之管線。

4.鋼瓶搬運使用專用手推車等，並務
求安穩直立，勿傾倒橫倒。







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之防爆性能構造。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之防爆性能構造。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條

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
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
之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



第三個單元第三個單元第三個單元第三個單元
中央供應中心中央供應中心中央供應中心中央供應中心
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場所





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滅菌鍋操作守則滅菌鍋操作守則滅菌鍋操作守則滅菌鍋操作守則



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18張張張張ㄧㄧㄧㄧ壓壓壓壓（（（（滅菌鍋滅菌鍋滅菌鍋滅菌鍋））））操作人員合格證書操作人員合格證書操作人員合格證書操作人員合格證書



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右邊牆上，，，，ㄧㄧㄧㄧ壓壓壓壓（（（（滅菌鍋滅菌鍋滅菌鍋滅菌鍋））））檢查合格證檢查合格證檢查合格證檢查合格證











抽氣排風自動控制系統抽氣排風自動控制系統抽氣排風自動控制系統抽氣排風自動控制系統（（（（設定容許濃度設定容許濃度設定容許濃度設定容許濃度値値値値及觸控式面板及觸控式面板及觸控式面板及觸控式面板））））































第四個單元第四個單元第四個單元第四個單元
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
（（（（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冷卻水塔導風筒及減少振動的彈簧））））



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生化科有機溶劑實驗室

參觀項目參觀項目參觀項目參觀項目：：：：

1.有機溶劑廢溶液收集桶有機溶劑廢溶液收集桶有機溶劑廢溶液收集桶有機溶劑廢溶液收集桶

2.有機溶劑洩漏吸收棉有機溶劑洩漏吸收棉有機溶劑洩漏吸收棉有機溶劑洩漏吸收棉、、、、防護器材櫃防護器材櫃防護器材櫃防護器材櫃

3.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



我們對實驗是的要求我們對實驗是的要求我們對實驗是的要求我們對實驗是的要求

門禁管制門禁管制門禁管制門禁管制

不能聞到化學味不能聞到化學味不能聞到化學味不能聞到化學味

少量取用且緊閉瓶蓋少量取用且緊閉瓶蓋少量取用且緊閉瓶蓋少量取用且緊閉瓶蓋

要有儲存櫃要有儲存櫃要有儲存櫃要有儲存櫃

人員要有專業結業證書人員要有專業結業證書人員要有專業結業證書人員要有專業結業證書

定期環測定期環測定期環測定期環測

不斷的檢查及稽核改善不斷的檢查及稽核改善不斷的檢查及稽核改善不斷的檢查及稽核改善







1.可重複使用可重複使用可重複使用可重複使用

2.不起化學反應不起化學反應不起化學反應不起化學反應

3.容容容容器不腐蝕洩漏器不腐蝕洩漏器不腐蝕洩漏器不腐蝕洩漏

4.沒有異味沒有異味沒有異味沒有異味

5.整齊美觀整齊美觀整齊美觀整齊美觀

6.操作簡便操作簡便操作簡便操作簡便















第五個單元第五個單元第五個單元第五個單元
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藥劑部乙醇庫房



藥劑部酒精庫房藥劑部酒精庫房藥劑部酒精庫房藥劑部酒精庫房

參觀項目參觀項目參觀項目參觀項目：：：：

1.有機溶劑各類看板有機溶劑各類看板有機溶劑各類看板有機溶劑各類看板（（（（證書證書證書證書.危害圖式等危害圖式等危害圖式等危害圖式等））））

2.防爆燈防爆燈防爆燈防爆燈.防爆插座防爆插座防爆插座防爆插座.排氣口排氣口排氣口排氣口

3.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有機溶溶劑儲存櫃





















856374特定化學物質

複訓率(％)複訓(張)證書(張)

001粉塵

002鉛

858397有機溶劑

有害物作業主管(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100.1.31））））



計計計計83人人人人，，，，尚有尚有尚有尚有14人未人未人未人未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85％％％％

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

97張張張張有機溶劑合格證書有機溶劑合格證書有機溶劑合格證書有機溶劑合格證書

有機溶劑有機溶劑有機溶劑有機溶劑(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100.1.31)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有害作業主管須接受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每三
年至少六小時。)



計計計計63人人人人，，，，尚有尚有尚有尚有11人人人人
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

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85％％％％

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已完成複訓者

74張張張張特化合格證書特化合格證書特化合格證書特化合格證書

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100.1.31)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有害作業主管須接受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每三
年至少六小時。)



證書(張) 複訓(張) 複訓率(％)

鍋爐 9 0 0

第一種壓力容器 81 62 77

高壓特 4 4 100

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合格證書



全院共全院共全院共全院共23座高壓滅菌鍋座高壓滅菌鍋座高壓滅菌鍋座高壓滅菌鍋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81張張張張

已完成複訓者 計計計計62人人人人，，，，尚有尚有尚有尚有19

人未完成人未完成人未完成人未完成

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複訓率77％％％％

第一種壓力容器第一種壓力容器第一種壓力容器第一種壓力容器(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統計至100.1.31)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須接受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投入 深入

付出 傑出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最最最最 好好好好

只只只只 有有有有 更更更更 好好好好



第六個單元第六個單元第六個單元第六個單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ㄧㄧㄧㄧ、、、、醫療保健服務業勞安人員工作性醫療保健服務業勞安人員工作性醫療保健服務業勞安人員工作性醫療保健服務業勞安人員工作性

質十分特殊質十分特殊質十分特殊質十分特殊，，，，與工廠不同與工廠不同與工廠不同與工廠不同。。。。
二二二二、、、、絕大部分醫院不重視勞安單位及絕大部分醫院不重視勞安單位及絕大部分醫院不重視勞安單位及絕大部分醫院不重視勞安單位及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造成勞安單位人少事多造成勞安單位人少事多造成勞安單位人少事多造成勞安單位人少事多。。。。
三三三三、、、、準備醫院評鑑準備醫院評鑑準備醫院評鑑準備醫院評鑑，，，，佔去不少從事勞佔去不少從事勞佔去不少從事勞佔去不少從事勞

安專業之時間安專業之時間安專業之時間安專業之時間。。。。日久日久日久日久，，，，會造成失會造成失會造成失會造成失
衡現象及工安潛在風險危機衡現象及工安潛在風險危機衡現象及工安潛在風險危機衡現象及工安潛在風險危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小醫院身兼數職小醫院身兼數職小醫院身兼數職小醫院身兼數職。。。。
四四四四、、、、工安人員專業不足工安人員專業不足工安人員專業不足工安人員專業不足。。。。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不能單打獨鬥不能單打獨鬥不能單打獨鬥不能單打獨鬥，，，，各做各的各做各的各做各的各做各的，，，，要合要合要合要合

作作作作，，，，要交流要交流要交流要交流（（（（定期觀摩交流定期觀摩交流定期觀摩交流定期觀摩交流）。）。）。）。

敬請批評指教！



條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一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一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一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一條

事業場所應有明確之境界線事業場所應有明確之境界線事業場所應有明確之境界線事業場所應有明確之境界線，，，，並於該場所外面設置容易辨識之並於該場所外面設置容易辨識之並於該場所外面設置容易辨識之並於該場所外面設置容易辨識之
警戒標示警戒標示警戒標示警戒標示。。。。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條

可燃性氣體儲槽應塗以紅色或在該可燃性氣體儲槽應塗以紅色或在該可燃性氣體儲槽應塗以紅色或在該可燃性氣體儲槽應塗以紅色或在該槽壁上明顯部分以紅字書明槽壁上明顯部分以紅字書明槽壁上明顯部分以紅字書明槽壁上明顯部分以紅字書明
該氣體名稱該氣體名稱該氣體名稱該氣體名稱。。。。



遠距離監視系統遠距離監視系統遠距離監視系統遠距離監視系統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七十六七十六七十六七十六條

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公尺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公尺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公尺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公尺或一公噸以上或一公噸以上或一公噸以上或一公噸以上之儲槽之儲槽之儲槽之儲槽，，，，應隨應隨應隨應隨
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如有沉陷現象時如有沉陷現象時如有沉陷現象時如有沉陷現象時，，，，應視其沉陷應視其沉陷應視其沉陷應視其沉陷
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四十五四十五四十五四十五條
高壓氣體設備，除配管、泵、壓縮機之部分外，其基礎不得有其基礎不得有其基礎不得有其基礎不得有
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儲存能力在一百立方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或一公噸以上之儲槽之支柱之儲槽之支柱之儲槽之支柱之儲槽之支柱(未置支柱之儲槽者為其底座未置支柱之儲槽者為其底座未置支柱之儲槽者為其底座未置支柱之儲槽者為其底座。。。。)

應置於同一基礎應置於同一基礎應置於同一基礎應置於同一基礎，，，，並緊密結合並緊密結合並緊密結合並緊密結合。。。。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三條

設置於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上之可燃性氣體設置於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上之可燃性氣體設置於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上之可燃性氣體設置於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上之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毒性氣體毒性氣體毒性氣體或或或或氧氣等之氧氣等之氧氣等之氧氣等之
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以輸出或接受液化之可燃性氣體以輸出或接受液化之可燃性氣體以輸出或接受液化之可燃性氣體以輸出或接受液化之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或毒性氣體或毒性氣體或毒性氣體或
氧氣之用者為限氧氣之用者為限氧氣之用者為限氧氣之用者為限；；；；包括儲槽與配管間之連接部分包括儲槽與配管間之連接部分包括儲槽與配管間之連接部分包括儲槽與配管間之連接部分。。。。))))，，，，應設置距離該應設置距離該應設置距離該應設置距離該
儲槽外側五公尺以上之處可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儲槽外側五公尺以上之處可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儲槽外側五公尺以上之處可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儲槽外側五公尺以上之處可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但僅用於接受液但僅用於接受液但僅用於接受液但僅用於接受液

態之可燃性氣體態之可燃性氣體態之可燃性氣體態之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或氧氣之配管者毒性氣體或氧氣之配管者毒性氣體或氧氣之配管者毒性氣體或氧氣之配管者，，，，得以逆止閥代替得以逆止閥代替得以逆止閥代替得以逆止閥代替。。。。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第第第四十八條四十八條四十八條四十八條

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儲存設備儲存設備儲存設備儲存設備或冷媒設備或冷媒設備或冷媒設備或冷媒設備，，，，應設置適當之壓力應設置適當之壓力應設置適當之壓力應設置適當之壓力
表表表表，，，，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可迅使其可迅使其可迅使其可迅使其
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條

儲存能力在一千公噸以上之液化可燃性氣體或儲存能力在一千公噸以上之液化可燃性氣體或儲存能力在一千公噸以上之液化可燃性氣體或儲存能力在一千公噸以上之液化可燃性氣體或液化氧液化氧液化氧液化氧
氣儲槽氣儲槽氣儲槽氣儲槽及儲存能力在五公噸以上之液化毒性氣體儲槽及儲存能力在五公噸以上之液化毒性氣體儲槽及儲存能力在五公噸以上之液化毒性氣體儲槽及儲存能力在五公噸以上之液化毒性氣體儲槽
或以毒性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內容積或以毒性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內容積或以毒性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內容積或以毒性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內容積
在一萬公升以上者之四周在一萬公升以上者之四周在一萬公升以上者之四周在一萬公升以上者之四周，，，，應設置可防止該液化氣體應設置可防止該液化氣體應設置可防止該液化氣體應設置可防止該液化氣體
自儲槽漏洩時流竄至他處之防液堤自儲槽漏洩時流竄至他處之防液堤自儲槽漏洩時流竄至他處之防液堤自儲槽漏洩時流竄至他處之防液堤。。。。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六十六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六十六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六十六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六十六條

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應採取應採取應採取應採取可除該設備產生之可除該設備產生之可除該設備產生之可除該設備產生之
靜電之措施靜電之措施靜電之措施靜電之措施。。。。



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之防爆性能構造。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之防爆性能構造。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條

可燃性氣體(氨及溴甲烷以外。)之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高壓氣體設備或冷媒設
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使用之電氣設備，應具有適應其設置場所及該氣體種類
之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防爆性能構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