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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現場避免捲胴機械危害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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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幾十年來幾乎每年都發生捲胴機器捲人致死的職災，大部分的老闆和管理者

面對的問題是既有的設備或是已採購驗收的設備，如何降低風險，避免生產現場的設

備發生危害。因此本文探討生產現場避免自動化捲胴機械危害的安全措施，本文的研

究途徑如後所敘的項目，依序進行：1.文獻探討；2.從職災案例的事故分析，探討捲胴
機械生產設備之危害；3.現場訪視，探討其生產現場存在的危險；4.比較國際標準；探
討本國現有標準及法令；以及5.探討有關捲胴式機器風險評鑑及降低風險的案例，根據
本文以上研究內容所得結果，綜合分析，提出自動化捲胴機械生產現場防止危害的初

步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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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將可撓性材料捲繞在圓胴上，連續的進行

卸料、收料、輸送、與加工等程序，所使用的

生產設備為捲胴機械，使用在紙張、紡織、金

屬、塑膠、染整等諸多行業的物料生產工廠。

最近幾十年來幾乎每年都發生捲胴機器捲人致

死的職災，因此本文依序探討：1. 機器安全文
獻回顧及以工程觀點剖析捲胴設備生產現場之

安全措施；2. 從職災案例的事故分析，探討生
產設備所發生之危險，及探討捲胴機械所存在

之危險；3. 訪視鋼條分切、造紙、紡織品印染
三種產業的四個工廠的生產現場，探討其生產

設備在運轉模式及維修模式的危險和安全注意

事項；4. 比較先進國家採用的國際標準，探討
本國現有標準及法令，對於設備及生產系統的

本質安全是否有週延的規定；以及5. 捲胴機械
風險評鑑及降低之案例探討，探討捲胴機械避

免危害的方法。

機器安全文獻回顧及剖析

人為操作疏失是大部分導致傷亡的最終原

因，Okada與Toyama[1,2]研究機械安全設計，
指出本質安全設計必須包含人為誤操作時的安

全機制及明顯標記，此外，最能表現本質性安

全的要素為系統的安全性依靠系統本身，而不

是系統外附加的安全裝置與措施來保障，即使

人出現誤操作，系統也能自動避免或降低事故

的發生。

Trevor[3]提出「消除、減少或降低製程中
的危害，以提升製程本質的安全程度，而不是

以控制危害為原則」的本質安全設計理念，其

設計的原則有：強化、取代、減弱、限制失誤

所造成的影響、簡單化、避免骨牌效應、防愚

設計、狀態清晰、容易控制等。這種設計理念

與傳統的理念不同，傳統理念是不探討現有製

程中是否有危害存在，只是應用工程與管理手

段由外部控制或降低系統中的風險。

機械本質安全設計包含了安全性分析、設

計和驗證等工作，根據趙[4]所提出之流程如圖
1所示，其中安全性分析也稱為危險分析，它
的內容包括危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價等，作

為安全性設計及評價的基礎。

圖1　 安全性分析設計和驗證總體工程之流程[4]

究其所謂安全設計，應分成兩部份，一是

結構設計、機構設計、材料選用的本質性安全

考量，因設備工作原理及功能性而異，不同之

設備其設計差異性很大；二是防護性及隔離性

設計，後者是所有的機械不只捲胴式設備所共

通及共用的設計。

安全性分析的目的在於識別危險，評鑑風

險，在每種使用模式中的工作狀態，確定潛在

的危險，分析危險引發事故的原因、過程，預

計這些危險對人員傷害、設備損壞或環境破壞

的嚴重性和可能性，透過系統的風險分析，以

設備壽命周期的每個階段中能夠消除或控制這

些危險為目標，提高裝置的安全性，消除危險

或減少風險的方法，包括改進系統設計或改變

系統運行程序，以避免事故的發生，或盡量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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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或降低事故有害影響的程

度。關鍵項目殘餘風險提出分析結論和評價意

見，為後續安全、驗證、評價和工程決策提供

參考和依據；及分析結果可支持安全性驗證工

作。

在設計中為了滿足安全性要求和糾正已判

定的危害，其優先順序分成最小風險設計（兩

措施）及控制殘餘危險（三措施）之兩個階段

(Phase)，如圖2所示每前一措施完成後，評估
是否達成目標，若是，則進行下一個措施，並

且建立風險評估及危險分析之書面記錄，提供

給設備使用之管理者，若否，則進行下一步措

施。

圖2　安全性設計措施優先順序

若在最小風險設計的階段無法消除危險，

就必須採用控制殘留危險三措施，依序為安全

的裝置、急停或警報，制定專用規程及培訓來

強化安全性。若是以上皆無法達到風險降低的

目標，最後則必須將系統研製停止，以防止未

來在使用中發生嚴重的意外。設計最重要的是

在於完全地消除危害的危險，在研發及設計階

段，改進本質安全的機會很高，但到了使用運

轉時，由於既有的環境及設計上的限制，改善

機會較低，只能加強設計外在安全防護了。

職災案例的事故分析

當人員接近生產中或中斷間的自動化捲胴

機械時，其具有捲入、夾壓、或觸電等嚴重傷

害性或致命的危害，且常發生纏繞、捲夾、磨

傷、擦傷的危害意外。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署的職災案例宣導資料[5]，及勞研所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職災統

計資料庫的統計資料[6]，過去多年來一直有捲
胴機械的生產線發生死亡職災，將最近11年來
的資料統計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96年~106年捲胴機械職災的死亡人數統
計表

行業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小
計

造紙業 1 1 2 4
紡織
紡紗業

2 1 1 4

金屬
製造業

1 1 1 1 1 1 6

塑膠
製造業

1 1 2 4

印染業 1 1
養殖業 1 1
其他 2 2 2 3 1 1 11
小計 3 3 2 3 1 2 5 3 6 1 2 31

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1)捲胴機械要
啟動時，沒有先確認人員不在共同的作業空間

內，(2)捲胴機械未設護罩、護圍或安全門，
或其設置不完整，工作人員大意進入或不小心

跌入，以及(3)操作人員常為了節省時間，不
停機或未完全停止機械運轉，就進入作業空間

補料、維修、檢查、調整，因此導致人員被捲

胴捲入、夾壓，或被捲胴上面捲動中的物體擊

中。

現場訪研之案例分析及問題診斷

本文之現場訪研案例依產業別分類，參訪

鋼條分切、紡織品印染、造紙等三種製造業的

工廠現場，探討其設備及生產系統在運轉模式

及維修模式的危害事項及安全性；在生產過程

中，觀察捲胴機械的運作方式，發現到許多捲

胴機械設備並不安全，存在許多待改進的危害

點，根據CNS/ISO的要點加以檢查，發現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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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廠的捲胴設備存在很多的危害缺失，以其

中四廠為例加以闡述。

1. 鋼片分切之金屬產業

本研究參訪了A及B兩鋼條分切廠，主要
產品是薄片鋼板（之後稱為鋼片）捲料，其將

軋鋼廠生產出來的成捲原料，卸捲後分割成所

需的寬度，重新上捲至所需長度後，切斷成板

金廠衝壓成型元件所需的原料。

這兩廠的主要設備均為半自動或全自動

的動力捲胴機械，但相鄰兩站鋼條均需以手

動方式進行裝卸，卸捲機首先捲出適當長度的

鋼片，以人工方式夾入切割機捲胴內，切割

後以人工方式將鋼片夾於上捲機捲筒上，一旦

使鋼片在捲胴機上進行捲集動作後，始可連續

運轉，直到所需長度為止，最後由人工方式將

卸捲鋼條裁剪，並且，卸捲及集捲的自由端均

以人工固定；因此，在製程中有很明顯的危害

點。

操作員以人工的方式將鋼條導入捲胴，以

寸動操作入捲，雖不致發生人員被連續捲入的

危險，但仍有寸動失控被夾之可能意外，以及

所帶手套並無法保護鋼條銳利的切口，以及切

斷鋼條瞬間因彎曲內應力彈開割傷的危險。這

兩個工廠也因建廠時代不同，其保護裝置及安

全性有顯著的差異，分別以A廠及B廠為名如下
所述。

A廠其機器老舊且毫無防護如圖3所示，或
防護薄弱（人員可以從上方接近到危害點）如

圖4所示，圖亦顯示出原物料堆積方式，存在
著滾落的不安全因素，而且，其人員違反安全

守則，隨處可見，例如未戴安全盔、未著工作

服、且上衣未紮，如圖5所示，以及機台操作
台上方放置私人物品，物品倒落時有觸壓控制

鈕發生誤動的危險，以及食物、液體飲料汙染

控制台或損壞線路的危險。圖示這台小型切條

機幾乎沒有安全裝置及防護裝置，原料及完成

品均以人工方式卸下，鋼片捲外徑大小不一，

載具的檯面高度無法調整，有翻倒落下壓傷人

員之危險。

圖3　一貫作業鋼片分切站

圖4　一貫作業鋼條生產線

B廠其設備狀況良好，機器安裝在地坑
中，地坑中有足夠人員避險充份空間，機器地

坑四周有柵欄防護，但柵門沒有感測器及連鎖

裝置，人員進入操作時，連續運轉模式未被限

制。如圖6所示，人員站立在機器運動部的捲
入點，沒有安全裝置和防護設施，雖然有寸動

模組，作為人工上捲之對正調整操作，但仍有

誤觸連續運轉按鈕造成人員被捲夾之危險。

B廠也有小量生產用的生產線，其小型分
切機切出的鋼條由人工方式導入上捲胴，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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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示，在導入鋼條的過程中，雖然員工帶著
手套，仍常被銳利的鋼條邊緣割傷，更危險的

是在切斷鋼條時，鋼條釋放殘留應力，使鋼條

彈出傷人。

捲條連續作業開始後，B廠工作人員所站
位置就是在機器捲入點的旁側，如圖8所示，
但是危害並不只發生在人工上捲的過程，因為

此時，人員仍能接近及上肢進到捲入的危害

點。

總體來說，B廠比A廠的危害點少的很
多，大部分危害點之風險分數也低，雖然人員

的素質高，管理階層有用心在提升工廠安全，

惟機器及生產系統的本質安全設計、安全裝

置、和安全防護仍不完全，明顯嫌不足。

圖5　小型切條機之鋼條下捲站

圖6　以人工將切割後的鋼條導入上捲機

圖7　 由人工方式將分切的鋼條導入上
捲滾胴

圖8　上捲機連續運轉

2. 紡織品染整產業：C廠

C廠的加熱製程是在密閉設備中，進行檢
視或故障排除時，打開任何一扇隔離門，均有

連鎖裝置使捲胴停止運轉，但是對於高溫及蒸

汽只有儀表顯示，沒有自動禁止及警報裝置，

此外其他設備則無隔離或防護裝置，例如裝載

捲胴的入口如圖9所示，僅以簡易的繩子當作
護欄，且無緊急停止作用。

緊急停止繩和阻隔繩是染整業捲胴設備最

常用的安全裝置及防護設備，緊急停止繩在正

常時成下垂形狀，利用繩重將急停開關往下形

成閉迴路，阻隔繩開關用來阻擋人員進入機器

運轉的部位，當阻隔繩的套環從開關旋鈕移開

時，開關內的彈簧復位形成開迴路。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7年6月　第26卷第2期　第59-75頁

64

圖9　簡易繩子護欄的捲胴機入口

而有些緊急停止繩是懸垂著的，如圖

10(a)，急停繩被拉緊時，恐怕人體已有部分被
捲夾入捲胴內了，有些急停繩的下方是機器支

樑，如圖10(b)，或急停繩太靠近地面，如圖
10(c)，都可能因為捲夾之初始狀態中，人體被
支樑、支柱或地面所阻擋而無法拉動急停繩，

因此失去即停防護的功能。

圖10　緊急停止繩

3. 造紙產業：D廠

此工廠採用採用的全包覆式的防護如圖11
所示，隔離門裝置如圖12所示，關門狀態完全
阻隔了危險的捲入點，生產過程中，若發生故

障，必須進入維修或清潔時，門鎖具聯鎖式防

護功能，開鎖時機器不能運轉，若正在運作的

機器將門打開，機器會被剎車急停。此外，有

一種採用電磁鎖的防護裝置，如圖13所示，電
磁鎖作用時，只有擁有解鎖密碼的人員才被允

許進入，其他人員一律被限制進入該區。

圖11　包覆式防護裝置

圖12　具閉鎖之聯鎖式防護裝置

圖13　採用電磁鎖之防護裝置

根據D廠生產現場訪評現況，其安全性遠
高於其他工廠，檢查其任何危害點均無顯著的

風險，究其原因，因D廠之生產設備，已根據
國際標準的安全分析及評定方法，依照風險降

低程序的六個步驟進行，是為本文參訪研究唯

一的安全典範案例。

針對不同產業，發現以下幾個現有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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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了存在的危害，提出本文建議的改善

措施如下：

(1) 鋼條廠存在的機器危害最多，嚴重性也最
大，如被鋼條捲壓傷、被捲胴捲入或夾

壓，此外，切斷鋼條時，鋼條若因過度捲

曲發生局部釋放殘留應力，使鋼條彈出傷

人，最常發生的意外就是被鋼條割傷。將

這些危害消除的方法，唯有使用全自動化

的機器，將機器運轉的部位加上完全的防

護，隔離人員進入，並導入自動化鋼條切

斷機，以及導入機械手臂取代以人工方式

進行裝、卸捲工作。

(2) 以人工方式從卸捲機和上捲機上裝卸物
料，應使用加裝升降平台的載具，避免物

料偏重而傾倒。

(3) 機器安裝的地坑中應留有足夠人員避險的
空間，地坑四周設有柵欄防護，而且柵

門設有感測器及聯鎖裝置，操作或維修人

員進入時，連續運轉模式即被停止，只剩

下寸動模式，且仍需在機器運動部的捲入

點，設有安全裝置和防護設施。

(4) 防止工作人員被捲胴夾入，一般合乎規定
作法是在易被捲夾的區域，加裝防護柵欄

並標示警告標語，以引起工作人員注意，

在訪查的廠商中發現，為適合各種工作場

合之方便運用，使用的防護種類繁多，對

於工作人員防護所作之安全措施也就良莠

不齊。

(5) 訪視工廠現場作業的設備，若是新購置
的，在採購之初即可按照風險評鑑及降低

風險作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設計，但是

太多的設備是前一世代留下來的，沒有充

分的安全設計，甚至讓人員明顯的暴露在

危害點，還有新設工廠，採購新設備時，

因為缺乏經驗，而沒有事前提出機械的安

全設計要求。 
(6) 有些工廠不只未做到設備之本質化安全設計

及完全隔離危害的防護，甚至不落實安全衛

生訓練及管理，但是自動化生產機械作業過

程中，只要有稍稍一點點的差錯，其災害發

生時總是非常嚴重，因為自動化設備所產生

的能量具有連貫性與擴大性，倘若無法立即

阻止，其最後的損失與傷亡是龐大的。因而

不能再只限於定時舉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強化安全自主管理、加強勞動檢查及輔導機

制等傳統作為，而必須避免勞工操作機器時

遭遇有危害的可能性。

國際及本國標準及法令探討

國際標準ISO 12100[7]制定了風險評鑑及
風險降低的總體工作，其流程如圖14所示，其
風險評估則依據ISO 31010[8]，據其分析風險
發生的機率與影響，針對此評估控制風險，並

做出適當的防範措施，將危害影響降到最低。 

圖14　風險評鑑/風險降低總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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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ISO14121-1[9]所指出風險分析完成後
進行風險評定，如需降低風險就應建立適當的

保護措施，且必須審查在採用新的保護措施時

是否會產生其他的危險或是增加原本的風險。

工廠須有專人負責對每一個機台做風險評估來

列表，將產生的危害原因以嚴重程度、發生機

率、暴露頻率及涉險人數這四個因素作為評分

標準，評分的結果由高至低分成四個危害級分

別處理，再以安全性分析來規劃剩餘的風險，

將使用者誤操作的危害風險降到最低， ISO 
14121-2[10]提供了以分級為分數的矩陣表以及
風險評鑑的例子。

控制系統則根據ISO 13849-1[11]規定的原
則，設計安全相關性能，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統

的風險。我國CNS草制1050445[12]也有著同
樣的內容。從文獻[7]至[12]的國家標準及國際
標準規定了機器安全工程之必要手段及施行程

序。

本質安全設計不僅考慮使用目的，同時也

考量人為誤操作的風險，對於設備及生產系統

的本質安全設計及機械安全防護裝置設計根據

CNS 15434[13]應用人機工程學，通過機械設計
來消除設備危險，如圖15所示，經判斷，當本
質安全設計無法避免危害時，則需要進一步裝

置機械的安全防護。

圖15　選擇防護裝置的流程[13] 

捲胴機械的本質安全設計依據國際機械安

全標準ISO 13855[14]的危險區的最小距離計算
設置的防護裝置必須與危險區域保持最小安全

距離，EN 547[15]規定在人員通過或工作的區
域應設置機器之間的空間尺寸。ISO 13857[16]
對捲入點設置防護裝置，避免誤入危險區域被

捲夾，上肢及下肢可伸及危險區域必須保持安

全距離，以實體阻隔捲入點，如在捲胴機台上

設計包覆式外殼。而且捲胴機械的傳動部及可

動部必須加以護罩，將這些危害源加以隔離，

以保障作業人員的安全。其也規定護罩裝置原

則，外部的隔離防護優於局部的，實體防護優

於網格式，網格式優於光柵，不需人員進入的

區域一律以固定式阻隔，需人員進入維修等操

作的區域，其安全門選擇以強制式電磁閥比聯

動式急停開關為更安全，又比光柵式感測器為

佳。護罩型式有固定式、移動式、可調式、互

鎖式、控制式等，這些在ISO及CNS都有規定。
國家標準CNS 15344[17]規定使用防護

聯鎖裝置設計原則達成安全設計採用電磁鎖

及自動連鎖防護裝置，將危險的工作區域隔

離，並且一進入工作區域便會自動停止機台運

轉，可以有效降低風險。CNS 14804[18]及ISO 
13850[19]規定不可或缺的設置緊急停止裝置，
每一台機器都必須配備安全防護裝置及緊急停

止裝置，且其須置於容易接近之位置，其功能

應優於所有操作模式下的其他功能，且有向人

員發出適當的警報信號的裝置，並規定緊急停

止功能不可取代安全防備或其他決定性之安全

功能，但可設計為輔助開關。

根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0]，活動空
間（第22條），工作檯高度（第59條），電器
設備（第239條）的規定是本質安全設計方法
的必要考量。

比較結果對於捲胴機械安全的規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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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已與國際標準一致了，剩下的問題是執

行國家的法令，若缺少強制性的法令，國家標

準仍是自由被選擇性的，法令才能作到強制，

將國家標準實現在自動化捲胴式設備之設計及

使用中，降低設備至適當風險，避免生產現場

發生危害。惟實現在每一家工廠仍有投資和工

程技術上的問題需要克服。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0]，活動空
間（第22條），工作檯高度（第59條），電器
設備（第239條）的規定是安全設計中的必要
考量。根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捲
胴機械之作業有危害之虞處，應設置護罩、護

圍或聯鎖之安全門等裝置。

捲胴機械風險評鑑及降低之案例

本文以某廠自動生產線其中一台捲胴機器

為案例，其根據國際標準ISO 12100[7]的六個
步驟來評鑑風險及降低風險。

此六個步驟之步驟1為定義使用目的和設
備的極限，步驟2為危害識別，識別出大的危
害項目，接著由設計端以及管理端進行本質性

安全設計之步驟3，以消除危險及降低風降，
步驟4以實行防護或其他設施降低風險，步驟5
透過其他保護措施以降低剩餘風險；步驟3至5
均須作風險評鑑，依機器的危害計算風險分數

(Risk score)，其計算公式如下：

風險分數= S × P × E × N…………(1)

其中危害的嚴重程度S(Hazard severity)，
事故發生機率P(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暴
露頻率E(Frequency of exposure)及涉險人數N 
(Number of persons)，其評分依據ISO 14121-
1[11]及-2[12]分級以及對於機器使用經驗加權
而來，在分別如附錄一[21]中的附表1至附表4
所示。

接下來的第六步驟加入了使用者的責任，

步驟6a由使用者評估現有的機器或是新的機器
加裝防護裝置，以降低其風險，步驟6b由使用
者執行保護措施（例如：特定的生產程序或訓

練），以繼續降低其剩餘風險。為此機器所作

的總體安全工作如附錄二之附表5[21]所示，這
六個步驟之細節分述如下：

步驟1－定義使用目的和設備的極限
此步驟的目的是描述使用機器的設計和

過程、所設計的用途，包括不同的操作模式和

規格界限的機器，例如它設計工作的速度、負

荷、壓力和環境。

步驟2－危害識別
此步驟的目的是為了評估、識別和評價，

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用戶使用機器所帶

有的危害和危險的情況，並且是從可預見的使

用到濫用的危害，以及在使用前、中及後報廢

的三個時間段，進行危害分析。此外，包括了

設備故障的危害、人為錯誤或持續危害（這些

固有的工作活動），並包含了所有的能源（重

力/壓力/旋轉）及任何可能發生移動。
如附表5所示，以表列出此機器每一個確

定的危險點，以一行列出一個確定的危害，假

設在沒有保障措施（即未設防護裝置的機器）

情況下發生的機率、發生頻率和涉險人數，根

據附件一自己所定評分計算最初的風險分數，

危險分級和每個危害的等級和全部設計安全系

統的最小等級都要建立於所有危害之上。若有

兩種危害區域與人員進入之關係表中就會有兩

種評分，對於事故發生機率如有疑慮，就使用

較高的評分。

為使任何辨識的危害必要達到一個可接受

的風險等級，先確定所涉及的每一個確定的危

險的嚴重程度、發生機率、暴露頻率和涉險的

人數後，計算風險分數，風險分數達到5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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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採取降低危害風險的行動，作為本文

案例的公司，主要以國際標準EN為根據採取行
動，如附表5所示。

根據式(1)計算得到的風險分數，其對應
的風險等級在附錄三中附表6[8，9]之第三及四
列，同時，根據其風險分數，其系統初始安全

設計類別（在無任何防護的情況下）如附表6
之第二列所示，類別具有的安全設計意義如附

表6最後一列所示。
其風險等級及風險分數對應所須採取之行

動說明如后：1. 可接受（0到5分）：健康和安
全上顯示非常小的風險；2. 低但風險顯著（大
於5到50分）：為可接受風險，必須將危害作進
一步的控制措施。在這個級別的風險需要立即

執行的臨時計劃（如通知所有用戶或臨時保障

措施），永久計劃應接著執行；3. 高危險（大
於50到500分）：對於潛在的危險危害需要即刻
採取控制措施。在這個級別的風險需要立即執

行的臨時計劃（如通知所有用戶或臨時保障措

施），永久計劃應接著執行；4. 不可接受（大
於500分）：在這級別不可繼續操作，對此級別
的風險需要有設備管理者批准的對應措施。

步驟3－ 以固有的安全設計降低風險（以設計
排除或降低風險）

捲胴機械的安全對策最主要的功能在於防

止機器本身的誤動作及人為操作的不當等所造

成的意外傷害，主要針對捲胴機械以下三個目

標達成本質化安全設計：(1)避免尖銳的邊、角
和突出的部分，(2)避免曝露捲胴的剪切點和捲
入點，(3)隱藏進料區至捲入點的路徑。

審查步驟2的危害識別，有風險分數大於5
的項目時，需要重新設計以降低風險。在這個

步驟必須要作本質性安全設計，而不包括防護

措施或其它保護措施，後者應在本質性設計完

成之後，在步驟4進行。在步驟2中已識別的危

害，列出了設計，實施，以減少風險的危害。

選擇所需的每一個設計，假設沒有保護措施

（即未設防護裝置）的嚴重程度、發生機率、

發生頻率和涉險人數。步驟3，在此案例中，
因屬於其專利及產業機密，所以公司沒有提供

出來，未能呈現於附表中。

步驟4－ 以防護裝置降低風險（實行防護或其
他設施）

步驟2中的每一行對應已識別的危害，在
步驟4則列出其他的保護措施，以減少風險的
危害，並且辨識任何與這些保護措施有關的新

風險，然後加到步驟2的風險評分中，應低於
先前所列的風險分數。計算剩餘風險分數和剩

餘風險分級時，須注意安全系統設計的類別不

會改變。

在此案例中，進行步驟4之後，十處捲夾
點的危害，以及控制電力兩處及機器停止和重

啟動控制電路一處，按照該工廠機械安全準則

所設計安裝了防護裝置，剩下有一處仍為低但

明顯的風險，其餘分數均在3.2以下，共十三個
位置的危害，其中十一個已改變為可接受的風

險；但仍有如附錄三之附表7所示，在1.01之捲
夾等升降和移動位置，踓已清楚的表明了所在

的位置，其風險分數仍為120，以及在3.01有觸
電危害之電源處，已安裝了電氣斷開裝置，其

風險分數仍為75。雖所有電源上皆要提供電氣
斷開裝置，仍處於高風險之兩處。

步驟5－ 降低剩餘風險（透過其他保護措施為
使用者識別）

所謂的剩餘風險，通常是發生在電源控制

電路、控制器、控制系統、液壓或氣壓動力系

統，等能量類型，因其故障模式難以定義，此

須以安全等級及可靠度來定義其性能而非針對

單一元件的故障模式。

從步驟2檢查風險分數大於5的危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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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保護措施繼續降低其風險。其他的保

護措施通常是：識別的操作或維護安全的工作

實踐，培訓要求，確定相應的技能水平的人

員，個人防護裝備和警告標誌，將計算出最終

的風險分數和最終級別由設計師為使用者做危

險性分類，步驟5是將步驟4有剩餘風險的位置
及裝置，運用警示燈等裝置，將風險分數及危

害等級提供給使用者辨識。

B部分-使用者的責任，由使用者評估是現
有的機器或是新的機器需要加裝防護裝置，此

部分包括了步驟6a現有的防護評估及步驟6b防
護措施降低殘餘風險，由使用者實施，其程序

與A部分從步驟2至5相同。
其在步驟2時，檢查風險分數大於5的危險

情況，透過使用保護措施、防護和保護裝置繼

續降低其風險。對應步驟2的危害識別，記錄
已使用到的保護裝置確實使風險降低。對應步

驟 2的危害識別，使用者提出實行的降低危害
風險的保護措施，以及提出特定的生產程序、

計畫或訓練，讓設計者能設計特定的降低風險

的方法，其中應該也包含了基本風險評估的工

作和訓練素材，最後，再計算出一個新的風險

分數和危險級別。

結論

針對本文研究項目結論1.捲胴機械的危害
常使勞動者發生死亡及傷殘的意外；2.工廠現
場訪視發現捲胴機械在生產過程中現存的危害

點很多且風險分數很高，大部分工廠都.有去著
手改善的計劃；3.其中有一家訪視工廠在捲胴
設備採購之初，即將風險評鑑及降低風險六個

步驟納入設計及驗收規格中，的確有效的提升

了生產現場之安全；4.目前我國已與先進國家
有相同的安全標準，然而不夠完整齊全；5.本
文以案例探討風險評鑑及降低，發現除了本質

化安全設計是困難改善現有設備之外，其他五

個步驟，在既有設備上認真的運用和施行，都

應可以有效的將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綜合成四個面向的建議：

(1) 業者：業界所使用的自動化機械設備，其
性能以提高產能為優先，大部分安全性考

量不夠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法令沒有規

定須完全符合國家標準之處，其危害點若

沒有被排除且風險分數偏高，工廠負責人

及設備製造商仍會負擔法律責任及賠償義

務。工廠負責人面對最大的問題是無論現

有的機器有沒有發生過意外，到底是否安

全，該如何評價及降低風險；其次是採購

新設備，在設計或訂立採購規格階段，到

底安全性的考量夠不夠，該提出什麼樣的

規格，應該委由機電安全工程師的專業來

負責。

(2) 檢查：檢查制度應要求廠商自評危害點及
計算風險分數，代行檢查工作者根據其自

評報告書認證是否符合，檢察不符要求其

補列危害點或修正風險分數，檢察屬實則

列管其高風險危害點，要求其提出改善時

程表。更需要探討目前法令是否周延，若

否，宜進一步的按照國家及國際標準，制

定更嚴密的法令作為檢查規則之依據，保

障到勞工使用及維護捲胴機之職業安全。

(3) 法令：CNS應被盤點是否完全等齊於國際
標準，若有缺漏應從技術面通過合理的解

釋才得以允許不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應根據齊全的國家標準將法令齊備。無

論是設計者或使用者，都負有減少風險的

責任，國家的法令應使設備製造商及使用

者的業主必須對於捲胴生產設備施以降低

風險程序及安全評定分析，使設備每一個

危害點風險降低至可接受之程度，若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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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留的危險，則須協助使用者作出危險識

別以及列出使用者實行的降低危害風險的

保護措施。

(4) 技術：現今科技所發展相關感測器、致動
器等，應已具有相當足夠的及功能性可靠

度，惟受限於本國法令之不嚴、投資意願

不足、技術不熟悉、以及生產安全之產業

規範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等的限制，因

此自動化的程度也就具有相當多的限制與

不確定性的安全。經過以上的研究，發現

只要根據國際標準的規定，進行機械限界

之決定、危害鑑別、風險估計、風險評估

的風險評鑑，以及本質安全設計、安全防

護裝置、使用資訊的作為，將風險降低至

適當的低水準，以及符合標準，對於控制

系統的安全設計，就可以在使用捲胴機械

之生產過程或維修作業下，能夠降低或消

除風險，且在勞工有不安全行為時，也能

夠避免發生意外。

在國內時常有遭捲胴機械捲入事件發生，

例如在金屬工廠從事捲取機上油作業時發生被

捲夾致死災害，工廠為了增加產量，在保養清

潔或調整機械時未停止運轉，導致災害發生。

目前勞動部所定義的危險性機械只有起重機具

及升降機吊籠等，而危險性設備也只有鍋爐或

高壓容器，並無將捲胴機械列入其中，但捲胴

機械的危險程度及危害風險非常高，是否應該

列入危險性設備加以管制，或是用別的法令來

規範避免捲胴自動化現場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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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計算風險分數之評分標準 [21]

附表1　危害的嚴重程度之評分
Slight 輕微 0.1

Minor Reversible 輕度可復原 0.5

Major Reversible 重度可復原 2

Minor Irreversible 輕度無法復原 4

Major Irreversible 重度無法復原
6

10

Fatality 致命 15

附表2　事故發生機率之評分

人員進入危害區域是有阻礙的
0.033

2

人員進入危害區域是可能的
8

15

附表3　暴露頻率之評分
Annually  每年一次 0.5

Monthly 每個月一次或不到每週一次 1

Weekly 每星期至少一次或不到每天一次 1.5

Daily 每天一次或不到一小時一次 2.5

Hourly 每小時進行一次或不到時常地  4 

Constantly  時常地 5

附表4　涉險人數之評分
人數 1-2 3-7 8-15 16-50 >50

分數 1 2 4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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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表5　某工廠生產現場之其中一台捲胴機所作的風險降低程序記錄報表[21] 
設備名稱；XXXX機

Step 2–危害識別 嚴重程度 發生機率 暴露頻率 涉險人數  風險分數 風險等級 初始類別

使用前（啟動之前） 

1. 設備操作和組裝相關的危害(hazard)（安裝中和安裝前）

1.01 捲夾/破碎機，重型機器裝配升降和移動 6.0 8.000 5.0 2.0 480.0 高 3

使用中（生產線上） 

2. 捲夾點的危害

相關的標準：EN 12100 (part 1&2), EN 1114(part 1&2), EN 294, EN349, EN547, EN811,EN 1037, EN 12409

2.01 主軸與架子之間的捲夾點會造成手指骨折 2.0 8.000 4.0 1.0 64.0 高 2

2.02 皮帶驅動機器手臂擊中胸部或下巴會造成瘀傷 0.5 8.000 4.0 1.0 16.0 低
但明顯

2

2.03 皮帶和捲胴的捲夾點會捲入手和擦傷 0.1 8.000 4.0 1.0 3.2 可接受 1

2.04 皮帶和軸心的捲夾點會夾斷手 2.0 15.000 2.5 1.0 75.0 高 2

2.05 主軸和升降的機器手臂的捲夾點會夾到手 2.0 15.000 4.0 1.0 120.0 高 3

2.06 升降機器手臂與架子與地板的狹縫夾點會夾到腳 0.5 8.000 4.0 1.0 16.0 低
但明顯

2

2.07 在皮帶驅動的轉子和架子上方的捲夾點容易夾入
袖子和夾斷手

4.0 8.000 2.5 1.0 80.0 高 2

2.08 軸心和轉子間的兩側捲夾點會夾斷手 2.0 8.000 4.0 1.0 64.0 高 2

2.09 軸心延伸末端的旋轉吊環會造成衣服的纏繞 15.0 8.000 4.0 1.0 480.0 高 3

2.10 路過此架子軸心延伸末端會造成腳或膝蓋的碰傷 0.1 8.000 4.0 1.0 3.2 可接受 1

3. 突然啟動的隔離和消除能源（液壓、氣動和電力） 

相關的EN標準：N 12100 (part 1&2), EN 1114(part 1&2), EN 12409, EN 1037

3.01 電源能量存在（480和120伏特）觸電危害 15.0 15.000 2.5 1.0 562.5 不可接受 3

4. 包含控制設計電力的危害

相關的EN標準：EN 12100 (part 1&2), EN 1114(part 1&2), EN 12409, SI 2372, SI 3260, EN 60204

4.01 動力系統和控制系統的設計，觸電危害 15.0 8.000 2.5 1.0 300.0 高 3

4.02 緊急停止裝置不能完全地將機器停下，還是會造
成手部的捲夾傷害

6.0 8.000 2.5 1.0 120.0 高 3

5. 機器停止和重新啟動的危害

相關的EN標準：EN 12100 (part 1&2), EN 1114(part 1&2), EN 12409, EN 1037, EN 418

5.01 緊急停止裝置的位置和數目-因為沒有可以立即
按下的緊急停止鈕來停止機器

6.0 8.000 2.5 1.0 120.0 高 3

使用後（停機）

6. 未來拆除和處理設備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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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附表6　安全系統設計標準中風險分數的類別[8]

風險分數 EN 954
相似的標準類別

此描述適用於EN 954 SIL和PL的電路取決於可靠度計算請參閱此標準
EN 62061 ISO 13849-1

1 -10 類別 1  SIL 1  (Low End) B 安全控制系統採用充分驗證的內容和原則（通用繼電器和開關）

10 - 100 類別 2 SIL 1 (High End) C 安全電路應在適當的時間間隔檢查。（使用單通道安全部件）

100 - 1000 類別 3 SIL 2 D 在安全系統中的單個故障不會導致安全功能喪失（如多餘的輸入，邏輯和輸出）

1000 類別 4 SIL 3 E 若檢測到單個故障則多故障不會導致安全功能喪失（多餘的輸入、配線、邏輯、
輸出和監測）

附錄四

附表7　經過步驟4–使用防護裝置仍未降低風險之位置[21]
Step 4–使用防護裝置降低風險（應用防護或其他保護裝置） 嚴重程度 發生機率 暴露頻率 涉險人數 剩餘風險分數 剩餘危害分級

使用前（啟動之前）

1. 設備操作和組裝相關的危害（安裝中和安裝前） 

1.01 清楚地表明適當的舉升點和設備的要求 6.0 2.000 5.0 2.0 120.0 高風險

使用中（生產線上）

3. 突然啟動的隔離和消除能源（液壓、氣動和電力）

相關的EN標準：N 12100 (part 1&2), EN 1114(part 1&2), EN 12409, EN 1037

3.01 在所有電源上皆要提供電氣斷開裝置 15.0 2.000 2.5 1.0 75.0 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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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啤酒包裝製程要順利運轉，就需避免因作業人員及使用機械、材料、方法、環境等意外事

件造成職業災害與停工損失。本研究以工作安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 JSA)技術，執行瓶裝

啤酒包裝製程之六項製程單元（空瓶卸除區、洗淨空瓶區、裝酒充填區、殺菌區、貼標區、成

品區）危害辨識。結果共辨識出19種危害類型，計181件潛在危害。其中，瓶裝啤酒包裝製程

有7種主要危害類型（共佔80.5%），分別是割傷53件(29.3%)最多，噪音23件(12.7%)，捲夾、

壓傷16件(8.8%)，跌、滑倒15件(8.3%)，衝撞、被撞14件(7.7%)，物體飛落13件(7.1%)，肌肉骨

骼傷害12件(6.6%)等。經風險評估分析結果，發現瓶裝啤酒包裝製程181件潛在危害中，不可

接受之風險排序等級為B和C級者各有2件和14件，需採取行動或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風險排序

等級D等級者有165件。最後據以建置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供事

業單位參考使用。

關鍵字： 啤酒包裝、工作安全分析、風險評估、標準作業程序

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接受。 
通訊作者：歐陽輝安，嘉南藥理大學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研究所，71710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60號， 
電子郵件信箱：a086900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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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約五千年前，巴比倫時代楔形文字的遺

跡，即已詳實記錄啤酒釀製過程。啤酒又稱液

體麵包，是史上最普及、歷史最悠久的酒精飲

料之一[1-3]。18世紀中葉，冷藏、冷凍技術開
發成功，純種酵母細胞的擴培技術得以成熟發

展，因全球啤酒消耗量逐年提升，世界各國紛

紛設立啤酒廠[4]。
台灣人飲用啤酒始於1897年日據時代自

日本和香港進口啤酒。1920年因應駐台日本人
需求，日本「芳釀會社」創立「高砂麥酒株式

會社」釀造啤酒，生產台灣啤酒的前身「高砂

麥酒」。台灣光復後「高砂麥酒株式會社」更

名為「建國啤酒廠」，現為「台北啤酒工場」

[5]。後續隨著銷售趨勢成長，分別興建「中
興啤酒廠」（烏日啤酒廠）、「成功啤酒廠」

（善化啤酒廠）、「復興啤酒廠」（竹南啤酒

廠）增加產能。

一般瓶裝啤酒包裝製程自堆高機送入空瓶

後，可區分為：空瓶卸除區、洗淨空瓶區、裝

酒充填區、殺菌區、貼標區、成品區等六個製

程單元區，如圖1。國內大型啤酒廠，瓶裝啤
酒包裝製程曾發生之職業傷害類型包括被捲、

被夾、割傷、墜滾落、挫傷、感電、燙傷、

滑倒、物體飛落、撞擊、有害物質接觸、壓傷

等，如圖2[6]。辨識與分析瓶裝啤酒包裝製程
作業人員可能遭遇之危害，可促使從業人員對

自身作業時危害的認知與風險管控[7]，避免製
程量產時因作業人員及使用之機械、材料、方

法、環境等衍生之意外事件，及避免產值損失

並建立安全工作環境。

本研究應用工作安全分析法(Job Safety 
Analysis, JSA)，針對瓶裝啤酒包裝製程作業
步驟，辨識、分析與評估因作業人員、使用機

械、材料、方法、環境等不安全因素造成之潛

在危害與風險，並建置瓶裝啤酒包裝製程標準

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提供事業單位參考及教育訓練，確保作業人員

安全健康。

圖1　瓶裝啤酒包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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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啤酒包裝製程作業職業災害案例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成立評估小組，成員含：包

裝課長、工安管理師、工作場所作業主管、工

作場所作業人員、及儀電、機械維護人員等九

人。應用JSA辨識瓶裝啤酒包裝製程之可能危
害類型，並具體提列防護措施，再依各項作業

/活動/設施/機械設備等可能導致人員受傷、疾
病、工作場所環境損害，或上述各項組合之潛

在傷害的來源和狀況，執行風險評估作業。工

作安全分析表係改良自文獻[7]，並增列「防
護措施」，如表1。本研究另建立四種風險值
評比標準表（詳述於2.風險評估）：事故發生
頻率分析表(F)；後果嚴重性分析表(S)；損失
之機率表(P)及依風險值(C)分數建立之風險排
序等級表。再據以評估各製程危害類型之作業

步驟風險排序等級，最後建置標準作業程序 
(SOP)。JSA，風險評估及SOP簡述如下：

表1　瓶裝啤酒製程工作安全分析表

項
次
作業步驟 作業人員

使用機械、
材料、方
法、環境

危害辨識

防護措施
可能之危害
狀況

可能之危害

作業名稱：

1. 工作安全分析 (JSA)

工作安全分析(JSA)亦稱為工作危害分析 
(Job Hazard Analysis, JHA)，是一種定性分析方
法，1949年由美國葛理瑪教授提出，是由工作
分析和預知危險的結合。JSA為應用於工業安
全與管理及工業製造過程中，識別危害與風險

評估、控制，防範意外事故發生的實用性技術

和方法。本質上，JSA已被證明是執行、規劃
任務時有效的安全方法[8-9]。JSA特色包括(1)
應用系統化的程序步驟，如觀察、討論、修正

分析作業實況；(2)觀察工作人員工作步驟，分
析作業實況，發掘作業場所之潛在危害，事先

提出防範災害發生的安全作業方法；(3)將經
費、資源投資於最迫切需要改善、管制之關鍵

性少數作業。事故發生因果關係之理論基礎，

建立於觀察[9]。是故JSA一般由觀察法和討論
法結合而成之綜合法實施。JSA實施時，有五
項（人員、機械、材料、方法、環境）應注意

與考慮的項目[10]。JSA分析過程中由涉及的
員工開始，腦力激盪執行初步工作分析範圍審

查，並列舉危險工作、等級，設定優先順序之

工作進行分析，避免選擇的範圍過廣造成人力

與物力的浪費[11-14]。
JSA之應用範圍如下[8，12-14]：(1)經常

發生傷害頻率高的工作；(2)曾經發生過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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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的事故；(3)具有潛在危險的工作；(4)未發
生事故但一旦發生必造成嚴重傷害後果作業；

(5)改變實質危害情況仍不能消除危害時；(6)新
安裝的設備或工作項目；(7)經常性但非生產性
的工作；(8)經驗判斷需工作安全分析之經常性
日常工作；(9)非經常性的臨時工作；(10)承攬
商承攬之工程。

JSA是一種系統化的程序步驟，分析步驟
含七個階段流程[11]：(1)列舉職務清冊及各職
務作業清單；(2)將欲分析的工作細分成各項執
行作業步驟(task)；(3)發掘列舉各作業步驟可
能的危害類型；(4)進行危害類型風險評估；(5)
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制定或修正標準作業程序或

規範；(6)應用標準作業程序或規範；(7)更新與
修正標準作業程序與規範。

2. 風險評估

以風險值評比方式實施。風險值為危害

事件發生之頻率F、嚴重性S、損失之機率P及
權值加成Ｍ等四項指標組合而成，表示公式如

下：C＝F×S×P×M。C為風險值，F為發生
之可能頻率，S為嚴重性，P為損失之機率；M
為權值加成，係取F，S，P三項之最大值。例
如F=5，P=3，S=2則M=5。各風險值之評比評
分標準分為五階，以數字1-5表示，數字愈大者
風險愈高。

發生頻率(F)，即發生危害的間隔時程為何
[15]，如表2。嚴重性(S)，表示衝擊或影響的
數量、程度、期間、範圍及嚴重性[15]，如表
3。損失機率(P)，表示當危害事故發生時，失
去控制而造成衝擊或損失的機率[15]，如表4。
風險排序等級依風險值C(C＝F×P×S×M)所
得分數判定風險排序，共分為A、B、C、D、

E五階，如表5。風險評估於表2、3、4、5建立
後，藉由工作安全分析表（表1），進行各製
程作業步驟風險評估，如表6。

表2　危害事故發生之頻率分析表

評分項目 評分

發
生
之
機
率
(F)

極少的 幾乎不太可能發生。 1

稀少的
約十年至五十年發生一次，或五十家相似工作活動
一年至少發生一次以上。

2

也許的
約一年至十年發生一次，或十家相似工作活動一年
至少發生一次以上。

3

可能的 一年發生一次至五次。 4

經常的 一年發生五次以上。 5

表3　危害事故發生之嚴重性分析表

評分項目 評分

後
果
嚴
重
性
(S)

a.
b.
非失能傷害：損失工作不超過一日者，通常指輕傷害。
短暫停工

1

a.

b

暫時全失能:罹災者未死亡，未永久全失能，但不能繼續工
作，必需休班離開工作場所，損失一日以上（含假日）。
停工一天以內

2

a.

b.

永久部份失能:除死亡及永久全失能外之任何足以造成肢
體之任何一部份完全失去或失去機能者。不含可醫好之小
腸疝氣、損失手指甲或腳指甲、僅損及指尖而不傷及骨節
者、損失牙齒、體型變相、不影響身體運動之扭傷或挫
傷、手足及足趾之簡單破裂等。
停工一週以內

3

a.

b.

永久失能:其定義為除死亡外之任何罹災者，造成永久全失
能或一次事故中損失下列各項之一，或失去機能者。1.雙
目。2.一隻眼睛及一隻手，或手臂或腿或足。
3.不同肢體中之右列任何兩種：手、臂、足、腿。
停工一週或三週。

4

a.
b.
一人死亡或三人(含)以上罹災。
停工超過三週。

5

表4　 危害事故發生時造成衝擊或損失之機率
分析表

評分項目 評分

損
失
之
機
率
(P)

即使發生，也不會失控而造成損失或傷害。 1

發生時，只要稍加控制即不致造成損失或傷害。 2

發生時，有時會失控但都能加以控制，不致造成損失或傷害。 3

發生時，大多會失去控制造成損失或傷害。 4

只要發生，必然失控而造成損失或傷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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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風險排序等級表

風險值(C) 風險等級判定標準定義
風險排
序等級

不符合法規
（註）
或＞300

非常嚴重 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無法接受之風險。 A

201-300 嚴重
需本年度內立即採取行動，不可接受之
風險。

B

101-200 普通
下年度或兩年度內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不可接受之風險。

C

26-100 不嚴重
須採取行動，列入長期監督考察項目，
或採取行政管理措施，可接受之風險。

D

1-25 不影響 可接受之風險 E

註：不符合法規時，風險等級直接以A表示。

表6　○○風險評估表

單位：包裝課瓶裝機-空瓶卸除製程(3.1)包裝作業　　　 製表日期：102.07.10

項次

活
動
說
明

媒介物
（不安全狀況/ 
行為）

危害鑑別
（既有的保護 
措施）

風險評估

風
險
等
級

發
生
頻
率
F

損
失
之
機
率
P

嚴
重
程
度
S

權
值
加
成
M

總
分

作業名稱：整板空箱送入(3.1.A)

3.1.A.1

堆

高

機

送

入

堆高機
（非操作員進入 
作業區）

撞傷
（禁止進入標示）

3 4 2 4 96 D

空瓶、空箱、棧板
（裝瓶箱未堆疊定
位、棧板損壞）

物體飛落
（堆高機上方 
保護蓋）

5 2 1 5 50 D

3.1.A.2

滾

筒

輸

入

滾筒
（排除障礙未停機 

捲入）

捲夾
（護蓋、停止開關）

2 4 3 4 96 D

3. 標準作業程序 (SOP) 

經JSA分析後，各工作步驟在檢討可能的
潛在危害及工作方法外，另探討相關危害需採

取之緊急處理措施，以消除作業時的不安全的

行為、設備與環境，確保作業安全的標準作業

程序。SOP功用為改進不安全之行為、環境狀
況，例行檢點制度建立及人力、設備適當配

置；並具體規範作業人員職責，使作業更安全

更有效率，及作為工作計劃之事先規劃、準

備及人員訓練標準[14]。製作SOP表格時可根

據作業項目危害因子和防範措施，參考安全作

業點檢手冊，考慮工作場所環境，選用點檢項

目，也可參考機器設備操作/使用手冊自行設計
[14]，如表7。

表7　標準作業程序
單位作業名稱： 編　　號：

作  業  方  式： 訂定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處理材料： 修訂日期：

使用器具工具： 製  定  者：
防護器具工具：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風險等級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作業圖解

管理員：　　　包裝課長：　　　副廠長：　　　 廠長：

製程描述

製程目的：洗淨空瓶供裝酒充填，最大

產能800瓶/分。各家啤酒廠因應廠房空間、產
能、全廠整體製程考量，配置最佳生產動線。

製程大概區分為：空瓶卸除區、洗淨空瓶區、

裝酒充填區、殺菌區、貼標區、成品區等六個

製程單元區，如圖1所示。空瓶經由散（分）
箱機、卸箱（瓶）機、洗瓶機、自動空瓶檢查

機、裝酒封蓋機、未封蓋及欠量瓶檢查機、

殺菌機、檢酒站、貼標機及日期噴印機、裝箱

機、滿箱檢查機、集箱機、空箱及瓶支輸送

帶、及附屬設備等組成之包裝機械設備，將過

濾完成之生啤酒半成品，包裝成瓶裝生啤酒或

經巴斯德(Pasteurization)殺菌之瓶裝啤酒。各製
程單元區功能概述如下：

1. 空瓶卸除區

含散（分）箱機、卸箱（瓶）機、洗箱機

等三台主要機組。散（分）箱機將整板空瓶箱

卸放，再經卸箱（瓶）機將裝箱空瓶夾（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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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卸放於輸送帶，輸往洗瓶機作空瓶洗淨作

業。空箱則輸往洗箱機清洗供裝箱機裝箱。

2. 洗淨空瓶區

含洗瓶機和自動空瓶檢查機等主要機組。

洗瓶機藉清洗劑、高溫洗淨、機械噴沖、清洗

時間等四項作用，達到洗淨空瓶成效[5]。洗淨
空瓶經自動空瓶檢查機將瓶口破裂、瓶身及瓶

底髒污未洗淨、外表磨損、異類瓶等不良空瓶

剔除。

3. 裝酒充填區

含裝酒機、封蓋機、未封蓋及欠量檢查機

等三大機組。裝酒、封蓋機為裝酒充填後立即

封蓋作業。未封蓋及欠量瓶檢查機將未封蓋及

欠量瓶檢出剔除。

4. 殺菌區

為單一殺菌機組使用遂道式巴斯德

(Pasteurization)殺菌法，將裝酒封蓋後之半成品
完成殺菌作業，殺菌單位PU。1PU = 60℃環境
留置1分鐘之殺菌效應。

5. 貼標區

含檢酒站、貼標機、日期噴印機等三大機

組。檢酒站為人工目視檢出不合格半成品。貼

標機將商標黏貼於酒瓶期望最佳位置。日期噴

印機噴印日期、生產代號等必要資訊於商標。

6. 成品區

含裝箱機、集箱機等二大機組。裝箱機吸

瓶機構完成成品酒裝箱作業。再經滿箱檢查機

檢測後，集箱機堆疊輸出倉儲、銷售。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應用工作安全分析法(JSA)對六項
製程單元（空瓶卸除區、洗淨空瓶區、裝酒充

填區、殺菌區、貼標區、成品區）實施危害辨

識。每一製程區在進行JSA前，都先進行作業
拆解至每一作業步驟。因作業步驟繁多，本研

究僅以第一項空瓶卸除區製程(3.1)之四項作業
流程，共拆解成十三項作業步驟（如表8）中
之整板空瓶箱進入(3.1.A)為例說明。其餘五項
製程單元亦依此方式進行作業步驟拆解與分

析。

1.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之危害辨識

以空瓶卸除區之「整板空瓶箱進入」為

例。危害辨識結果發現，可能的危害類型有被

撞、物體飛落、捲夾、割傷等等，如表9。
經JSA分析後，六項製程單元(空瓶卸除

區、洗淨空瓶區、裝酒充填區、殺菌區、貼標

區、成品區) 可辨識出19種危害類型，計181項
潛在之危害；其中，主要危害類型計有割傷、

噪音、捲夾壓傷、跌滑倒、衝撞被撞、物體飛

落、肌肉骨骼等7項（共佔80.5%），如表10。

表8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空瓶卸除製程(3.1)作業拆解表（範例表單）

作業（名稱）流程 整板空瓶箱進入(3.1.A) 散箱機卸除空瓶箱(3.1.B) 卸箱機夾取空瓶(3.1.C) 洗箱機洗淨空箱(3.1.D)

作業步驟

堆高機送入(3.1.A.1) 棧板定位(3.1.B.1) 空瓶箱定位(3.1.C.1) 空箱翻轉(3.1.D.1)

滾筒輸入(3.1.A.2) 夾取空瓶箱(3.1.B.2) 空瓶夾取(3.1.C.2) 高壓噴洗(3.1.D.2)

卸放空瓶箱(3.1.B.3) 空瓶卸放(3.1.C.3) 洗淨空箱輸出(3.1.D.3)

空瓶箱輸出(3.1.B.4) 空箱輸出(3.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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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瓶裝啤酒製程工作安全分析-空瓶卸除製程(3.1)之整板空瓶箱進入(3.1.A)

項次 作業步驟 作業人員
使用機械、物料、 
方法、環境

危害辨識
防護措施

可能之危害狀況 可能之危害

作業名稱：整板空瓶箱進入(3.1.A)

3.1.A.1 堆高機送入 堆高機作業人員
1.堆高機
2.空瓶、空箱、棧板

1.1人員進入作業區被堆高機撞擊。
1.2空瓶箱未堆疊定位，移動中掉落。
2.1棧板損壞裝瓶空箱掉落。

被撞
物體飛落
物體飛落

1.設立禁止進入標示。
1.上機前目視裝瓶箱堆疊良否
1.上機前目視堆疊棧板良否。

3.1.A.2 滾筒輸入 堆高機作業人員
1.滾筒
2.堆箱棧板

1.1排除障礙時未停機捲夾。
2.1誤觸未事先排除損壞棧板割傷。

捲夾
割傷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表10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危害類型統計表
製程

類型
空瓶卸除 洗淨空瓶 裝酒充填 殺菌 貼標 成品 小計 百分比%

割傷 9 13 9 6 7 9 53 29.3

噪音過高 5 4 2 2 5 5 23 12.7

捲夾、壓傷 7 2 3 1 2 1 16 8.8

跌倒、滑倒 1 2 6 4 2 0 15 8.3

衝撞、被撞 5 1 1 1 3 3 14 7.7

物體飛落 8 0 2 0 0 3 13 7.1

肌肉骨骼傷害 0 1 0 3 6 2 12 6.6

墜、滾落 1 1 1 0 2 2 7 3.9

與有害物質接觸 0 6 0 0 0 0 6 3.3

下背痛 0 0 0 1 4 0 5 2.8

與高、低溫接觸 0 2 0 2 0 0 4 2.2

感電 1 0 0 0 0 1 2 1.1

缺氧 0 0 2 0 0 0 2 1.1

異物入眼 0 2 0 0 0 0 2 1.1

粉塵暴露 0 0 2 0 0 0 2 1.1

刺傷 0 0 0 1 0 1 2 1.1

不當動作 0 1 0 0 0 0 1 0.6

未歸類者 0 0 1 0 0 0 1 0.6

揮發性氣體 0 0 0 0 1 0 1 0.6

小計 36 35 30 21 32 27 181 100.0

就發生最多的危害類型—割傷，發生危害

多因處理製程中，用以裝酒充填用之回收玻璃

瓶，回收過程中使用之棧板、空箱、空瓶，於

收集、裝箱、堆疊、運送中可能發生碰撞、擠

壓破裂；卸瓶後於輸送帶輸送之瓶支可能因碰

撞、擠壓、掉落等原因造成破裂；洗瓶作業鹼

液清洗液溫度過高造成瓶支易破裂，未破瓶支

於裝酒充填製程接觸低溫啤酒更易爆破，殺菌

製程溫度失控超溫，導致殺菌機內含CO2之啤

酒體積澎脹、酒瓶爆破；殺菌完成之啤酒都是

溫熱狀態，於輸往檢酒台作人工檢查、貼標機

貼標而後裝箱、集箱等製程，那爆破機率及傷

害就更甚於未裝啤酒空瓶；綜合上述，作業人

員處理時稍有不慎即發生割傷災害。

除要求作業人員配戴防切割手套及防護

面罩外，並改變製程條件或使用替代器具，例

如殺菌機出口品溫控制在38℃以下，避免溫度
過高產生爆破瓶；裝箱機吸瓶等待下降裝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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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0.1秒修改為0.6秒，待其更穩定時再行下
降裝箱，避免搖晃無法對準裝箱孔；及以替代

器具鐵鉤勾出破口瓶，避免以手直接拿取時可

能的割傷危害。其次針對噪音過高項目，以玻

璃瓶自卸瓶後於輸送過程碰撞所產生之尖銳聲

為主因，及整體老舊機械設備運轉時，氣壓系

統、馬達啟動運轉、機械作動等因素所致；如

能於汰換新機時，改用如無壓力輸送帶減少瓶

支碰撞產生噪音，及機械手臂定位卸箱減少碰

撞等噪音改善工程；個人防護具由隔音效果較

佳之海棉質耳塞取代塑膠耳塞，並加戴耳罩增

加隔音功能。

2.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危害類型之風險評估

由工作安全分析辨識出之製程危害類型，

經執行風險評估分析結果，以空瓶卸除製程

為例，就作業名稱--整板空瓶箱進入之分析結
果，於堆高機送入(3.1.A.1)及滾筒輸入(3.1.A.2)
各有三項及二項不安全狀況/行為，風險排序等
級均為D級，如表11。其餘製程分析結果亦依
此方式進行。經彙整，風險值介於201-300（表

5）製程區、風險等級B級者計有2件，需於本
年度內立即行動著手改善，為不可接受之風

險；風險值介於101-200製程區、風險等級C級
者計有14件，需於下年度或兩年內必須立即行
動著手改善，亦為不可接受之風險； 風險值介
於26-100製程區、風險等級D級者計有165件，
需採取行動著手改善，列入長期監督考察項

目，或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使之成為可接受之

風險。B、C、D等級共計181件危害類型。詳
如表12。

181件危害類型項目中，雖無非常嚴重之
危害（A級），但屬嚴重B級（不可接受之風
險）之危害者，有割傷2件；屬C級（不可接受
之風險）之危害者，有割傷13件、刺傷1件；
屬D級（需採取行動或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
危害者，有割傷38件、噪音過高23件等，詳如
表13。由表13顯示瓶裝啤酒包裝製程之六項製
程單元中，不可接受風險排序等級為B和C者分
別各有2件和14件。不可接受風險排序等級B和
C之各項製程作業危害說明，詳如表14。

表11　瓶裝啤酒製程危害風險評估表

單位：包裝課瓶裝機-空瓶卸除製程(3.1)包裝作業之整板空瓶箱進入(3.1.A)　　　 　　　　　　　　　　　　　　　　　　　　　　　　製表日期：102.07.10

項次 活動說明
媒介物

（不安全狀況/行為）
危害鑑別

（既有的保護措施）

風險評估

排序
等級發生頻率

F

損失之
機率

P

嚴重程度
S

權值加成
M 總分

作業名稱：整板空箱送入(3.1.A)

3.1.A.1 堆高機送入

堆高機
（非操作員進入作業區）

撞傷
（禁止進入標示）

3 4 2 4 96 D

空瓶、空箱、棧板
（裝瓶箱未堆疊定位、棧板損壞）

物體飛落
（堆高機上方保護蓋）

5 2 1 5 50 D

空瓶、空箱、破損棧板
（棧板損壞裝瓶空箱掉落）

物體飛落
（堆高機上方保護蓋）

4 2 1 4 32 D

3.1.A.2 滾筒輸入

滾筒
（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入）

捲夾
（護蓋、停止開關）

2 4 3 4 96 D

破損堆瓶棧板
（誤觸損壞棧板刺傷）

割傷
（個人防護手套）

4 2 1 4 3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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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危害類型風險評估等級統計表
製程

風險等級
空瓶卸除 洗淨空瓶 裝酒充填 殺菌 貼標 成品 小計 百分比(％)

嚴重(B級) 0 0 0 1 0 1 2 1.1

普通(C級) 2 7 1 2 2 0 14 7.7

不嚴重(D級) 35 28 28 18 30 26 165 91.2

小計 37 35 29 21 32 27 181 100

表13　瓶裝啤酒包裝製程風險評估為B,C和D等級之危害類型表

危害類型

風險等
級排序

割
傷

噪
音
過
高

捲
夾
、
壓
傷

跌
、
滑
倒

撞
擊

物
體
飛
落

肌
肉
骨
骼
傷
害

墜
、
滾
落

與
有
害
物
質
接
觸

下
背
痛

與
高
低
溫
接
觸

感
電

異
物
入
眼

缺
氧

粉
塵
暴
露

刺
傷

不
當
動
作

未
歸
類
者

揮
發
性
氣
體

小
計

B 2 0 — — — — — — — — — — — — — — — — — 2

C 13 — — — — — — — — — — — — — — 1 — — — 14

D 38 23 16 15 14 13 12 7 6 5 4 2 2 2 2 1 1 1 1 165

小計 53 23 16 15 14 13 12 7 6 5 4 2 2 2 2 2 1 1 1 181

表14　不可接受風險排序等級B和C之製程作業表
風險
等級

製程區 作業步驟 媒介物
危害
類型

作業危害說明

B 殺菌區 殺菌床輸出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殺菌完成輸出之啤酒酒溫約40℃左右，當扶起傾倒啤酒瓶時，發生碰撞爆破或自爆時，
內含之CO2隨酒溫加溫，致使爆破時呈現加乘作用，如遭銳利玻璃割傷常是嚴重傷害。

 B 成品區 裝箱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裝箱時因吸瓶時瓶支歪斜，瓶底未對準裝箱孔裝箱受阻，操作人員以手握酒瓶強行推入
時爆破，而內含加溫CO2使爆破時呈現加乘作用，如遭銳利玻璃割傷常是嚴重傷害。

C 空瓶卸除區 空瓶夾取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卸箱機空瓶夾取時，因瓶夾彈簧彈性疲乏、磨損造成夾取失敗掉落破裂，處理時稍有不
慎常遭銳利玻璃割傷。

C 空瓶卸除區 空瓶卸放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卸箱機卸放空瓶時，因夾瓶位置不當、輸出及放瓶位置未同步、出口倒瓶阻礙卸放空瓶
輸出，造成卸放空瓶失敗掉落破裂，處理時稍有不慎常遭銳利玻璃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輸送空瓶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進入洗瓶機之空瓶，於夾取作業如未將破口瓶、瓶身破裂未分裂瓶檢出，及輸送中破裂
瓶等，於此製程檢出時被玻璃瓶屑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推瓶桿推入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推瓶進入瓶籃因軌道雜物使瓶支隆起無法順利對準、瓶支未入軌道位於兩軌道間、入瓶
和瓶籃未定位等原因進瓶受阻擠壓破瓶，處理破瓶屑時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預洗浸泡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瓶籃口破損未察覺，致使進入瓶籃之瓶支於輸送中凸出瓶籃口，撞擊噴洗管破碎掉落預
洗浸泡槽承接網，清理時破瓶屑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洗淨瓶輸出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洗瓶機洗淨空瓶製程，鹼液溫度過高和後續溫水槽溫差太大產生破瓶，及自行破裂瓶於
洗淨輸出時，清理時破瓶屑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空瓶檢查入口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作業人員先行排除進入空瓶檢查機之瑕疵洗淨空瓶時，於未停止輸送帶運轉攔停瓶支，
後續進入瓶支碰撞破裂發生割傷危害。

C 洗淨空瓶區 空瓶檢查入口定位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皮帶馬達保險絲熔斷急停，造成入口定位後續輸送進入空瓶擠壓、碰撞、掉落破裂，及
瓶身保護玻璃撞破清理時割傷。

C 洗淨空瓶區 不良瓶入口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經空瓶檢查後之不良瓶於進入剔除區時，因皮帶裂開毛邊碰觸、輸送帶不平整導致倒瓶
破裂，有割傷之危害。

C 裝酒充填區 導瓶螺桿定位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進入裝酒閥瓶支由星型輪導入，而進入星型輪 之瓶支則由導瓶螺桿定位導入，定位不
確實造成倒瓶或擠壓破瓶，形成割傷危害。

C 殺菌區 殺菌床輸出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殺菌床中央固定片於製程中斷裂，啤酒輸出轉彎時發生彈跳倒瓶碰撞破裂，揀取破碎玻
璃瓶屑時割傷。

C 殺菌區 殺菌床輸出 破裂玻璃瓶屑 刺傷
殺菌床出口輸送帶下方墊條因細瓶屑塞入頂高，造成殺菌床與輸送帶銜接處不平倒瓶，
處理細瓶屑時需將輸送帶及墊條移開，遭輸送帶磨細之細瓶屑刺傷。

C 貼標區 瑕疵酒檢出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貼標前再經人工檢查出之瑕疵酒，由於未停機作業人員邊檢查邊放入收集空箱中，會有
後瓶碰撞已放入之前瓶爆破，玻璃瓶屑割傷危害。

C 貼標區 導瓶進入 破裂玻璃瓶屑 割傷
貼標作業瓶支進入定位，由操作人員控制輸送帶開、停，稍有失控快速碰撞爆破割傷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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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排序最嚴重B等級之兩項危害類型，
分別是：殺菌機出口扶起傾倒啤酒瓶時，碰撞

其它瓶支爆破導致銳利玻璃割傷，造成手筋斷

裂醫療、復健停工超過三週以上之嚴重事故；

及裝箱機裝箱作業時因酒瓶瓶底未對準裝箱孔

裝箱受阻，以手握酒瓶強行推入時爆破，導致

一眼割傷停工達二年之久，且視力退化至0.1無
法恢復之嚴重事故。上述兩項作業危害說明如

下：首先殺菌區製程區殺菌完成輸出之啤酒酒

溫約40℃左右，當扶起傾倒啤酒瓶時，發生碰
撞爆破或自爆時，內含之CO2隨酒溫加溫，致

使爆破時呈現加乘作用，如遭銳利玻璃割傷常

是嚴重傷害。其次成品製程區裝箱時因吸瓶時

瓶支歪斜，瓶底未對準裝箱孔裝箱受阻，以手

握酒瓶強行推入時爆破，而內含加溫CO2使爆

破呈現加乘作用，如遭銳利玻璃割傷也常是嚴

重傷害。

風險排序等級C級者之危害類型，首先為
卸箱機空瓶夾取時，因瓶夾彈簧彈性疲乏、磨

損，及卸放空瓶時因夾瓶位置不當，輸出及放

瓶位置未同步等，造成夾瓶失敗掉落破裂，處

理時稍不慎遭銳利玻璃割傷。其次為洗瓶機瓶

籃口破損未察覺，致使進入瓶籃之瓶支於輸送

中凸出瓶籃口，撞擊噴洗管破裂掉落預洗槽承

接網；洗淨空瓶製程鹼液溫度過高、後續溫水

槽溫差太大產生破瓶，清理時割傷。裝酒機瓶

支由導瓶螺桿導入星型輪，如定位不確實造成

倒瓶、擠壓破瓶，形成割傷危害。殺菌床中央

固定片製程中斷裂，酒瓶輸出轉彎處發生彈跳

倒瓶、碰撞破裂；出口輸送帶下方墊條細瓶屑

塞入頂高，造成殺菌床與輸送帶不平倒瓶，處

理細瓶屑時刺傷。貼標前再經人工檢出之暇疵

酒，由於未停機狀況下，作業人員邊檢查邊放

入空箱中，導致放入瓶碰撞已放入瓶爆破，造

成割傷危害。

3. 標準作業程序

本研究應用JSA辨識危害類型，再依風險
評估作業程序完成風險評估表排序風險等級，

並據以制訂標準作業程序(SOP)。以空瓶卸除
製程標準作業程序的制訂為例，其內容由工作

步驟、工作方法、不安全因素、風險等級、安

全措施、事故處理、作業圖解等項目逐項進行

論述，並增列風險等級一項，提供作業人員預

知危害風險等級，如表15。其餘五個製程區亦
依此方式執行。

本研究為檢核SOP的實用性，針對六個製
程區的44位現場作業人員於執行SOP表後，執
行問卷調查，實發問卷數44份，回收有效問
卷數共44份，結果詳如表16。六個製程區的44
位現場作業人員分別是空瓶卸除區7位，洗淨
空瓶區7位，裝酒充填區5位，殺菌區5位，貼
標區15位，成品區5位。實施修改後的SOP表
（表15），再對44位作業人員實施問卷調查。
結果，44位現場作業人員全數認為SOP表（表
15）內容適當。認為應定期修改標準作業程序
需要者43份，不需要者1份，如表16；並建議
SOP三年至少需修改一次，以符合OHSAS18001
每三年至少修訂一次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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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標準作業程序
單位作業名稱：空瓶卸除製程 編　　號：3.1
作  業  方  式：獨立作業 訂定日期：102年9月18日
使用處理材料：棧板、空瓶、空箱 修訂日期：

使用器具工具：堆高機、滾筒、卸箱機、洗箱機、輸送帶 製  定  者：分析評估小組
防護器具工具：安全鞋、防護手套、耳塞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1.堆高機送入 1.堆高機牙叉空瓶箱棧板，送
入輸送滾筒。

1.非操作員進入作業區，堆高機操
作人員未察覺撞擊。

1.禁止進入標示。 1.教育宣導。
2.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3.故障檢修準備復工2.裝瓶箱未堆疊定位、運送中掉

落。
1.上機前先行目視裝瓶箱堆疊良
否。

3.棧板損壞運送中裝瓶箱掉落。 1.上機前先行目視堆疊棧板良否。
2.滾筒輸入 1.開啟滾筒啟動開關。

2.讓滾筒輸送堆瓶棧板進入散
箱機。

1.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確認停止開關正常良好準備
復工。

2.誤觸損壞棧板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3.散箱機棧板定位 1.開啟散箱機電源及AIR，並
檢視壓力需達4.5kg/cm2

。
2.滾筒輸送堆瓶棧板進入散箱
機卸箱位置定位。

1.滾筒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確認停止開關正常良好準備
復工。

2.誤觸損壞棧板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4.散箱機夾取空瓶箱 1.啟動散箱機。
2.氣壓缸作動驅動勾爪勾取裝
瓶箱；渦桿齒輪箱再作動將
裝瓶箱送往卸放區。

1.勾爪不良斷裂未確實夾妥掉落。 1.每周末定期保養檢查勾爪。 1.故障檢修準備復工。
2.行政管理調整至低噪音區工
作。

3.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勾爪未確實夾妥掉落。 1.確定勾爪夾取系統確實作動。
3.勾爪、夾具作動產生噪音過高。 1.配帶防護耳塞、耳罩。
4.誤觸破瓶箱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5.散箱機卸放空瓶箱 1.吊架下降至卸放區，氣壓缸
作動驅動勾爪放開裝瓶箱。

1.吊架、夾具誤動作提前卸放掉
落。

1.每周末定期保養檢查勾爪。 1.故障檢修準備復工。
2.行政管理調整至低噪音區工
作。

3.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夾具未確實夾妥即作動，造成空
瓶箱掉落。

1.確定勾爪夾取系統確實作動。

3.滾筒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4. 勾爪、夾具、滾筒作動產生噪
音過高。

1.配帶防護耳塞、耳罩。

5.空瓶箱斷裂彈出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6.散箱機空瓶箱輸出 1.卸放空瓶箱經由滾筒輸出。 1.滾筒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確認停止開關正常良好。2.誤觸破瓶箱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7.卸箱機空瓶箱定位 1.開啟卸箱機電源及AIR，並

檢視壓力需達4.5kg/cm2
。

2.啟動卸箱機讓空瓶箱進入勾
放箱定位。

1.勾爪異常故障排除未關AIR遭勾
爪撞擊。

1.確認AIR關閉及作業時穿戴防護
手套。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確認停止開關正常良好。
3.行政管理調整至低噪音區工
作。

2.勾爪快速作動勾放箱產生噪音過
高。

1.配帶防護耳塞、耳罩。

3.滾筒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4.誤觸破瓶箱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8.卸箱機空瓶夾取 1.空瓶箱定位後勾爪每次釋放
二箱進入夾瓶區，由夾瓶阻
夾取空瓶。

1.處理異常瓶夾組施力不當撞擊。 1.作業時注意施力並穿戴防護手
套。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排除故障夾瓶組站立位置不當墜
落。

1.確認所站平台安全及位置適當。

3.未戴防護具處理夾瓶失敗掉落破
瓶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2.隨時檢視夾瓶狀況，更換損壞瓶
夾避免夾瓶失敗掉落

9.卸箱機空瓶卸放 1.瓶夾阻經由導輪作用張開瓶
夾卸放空瓶。

1.瓶夾未確實卸放空瓶飛落。 1.確認護蓋已蓋妥。 1.迅速停機處理飛落空瓶。
2.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3.行政管理調整至低噪音區工
作。

2.未戴防護具處理掉落破瓶割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2.隨時檢視夾瓶狀況，更換損壞瓶
夾避免夾瓶失敗掉落。

3.空瓶輸送碰撞產生噪音過高。 1.配帶防護耳塞、耳罩。
10.空箱輸出 1.卸瓶後空箱經輸送帶輸往洗

箱機。
1.空箱輸出障礙排除未停機捲夾。 1.確認停止開關已關閉。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空箱底破裂凸起輸送時撞擊。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11.洗箱機空箱翻轉 1.開啟卸箱機電源及AIR，並
檢視壓力需達4.5kg/cm2

。
2.啟動洗箱機及附屬設備輸送
帶、泵浦。

3.空箱於進入洗箱區時，需進
行180˚翻轉將空箱內殘留雜
物倒出。

1.翻轉異常掉落。 1.確認正常翻轉否。
2確認偵測光電開關正常。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未停機處理翻轉異常空箱，遭後
續進入空箱撞擊。

1.停止開關關閉後，再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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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12.洗箱機高壓噴洗 1.空箱進入洗箱噴洗區後高壓
噴洗。

1.監視透明護蓋未蓋噴洗水噴濺地
面滑倒。

1.確認透明護蓋已蓋妥。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未戴防護具處理箱底破裂卡箱割
傷。

1.作業時穿戴防護手套。

13.洗淨空箱輸出 1.洗淨空箱再經180˚翻轉後輸
出，由輸送帶輸往裝箱機裝
箱。

1.輸送帶排除障礙未停機捲夾。 1.停止開關關閉後，再行處理。 1.傷者立即送醫並通報上級。
2.輸送馬達設置於輸送帶下方，洗
箱後殘餘水滴入漏電。

1.將輸送馬達遷移至輸送帶上方，
避開殘餘水。

2.輸送馬達遷移至輸送帶上方
後，再行運轉。

3.空箱翻轉及處於瓶裝啤酒生產環
境所產生噪音過高。

1.配帶防護耳塞、耳罩。 3.行政管理調整至低噪音區工
作。

14.每日作業結束，各機台關機後關閉電源及AIR。
作業圖解

堆高機送入 卸瓶機作業 洗箱機作業

管理員：黃ΟΟ　　　包裝課長：謝ΟΟ　　　副廠長：連ΟΟ　　　 廠長：吳ΟΟ

表16 標準作業程序於執行後之問卷調查統計表

作業（名稱）流程
內容適當
（份）

內容不適當
（份）

需要定期修改
（份）

不需要定期修改
（份）

空瓶卸除區 7 0 7 0

洗淨空瓶區 7 0 7 0

裝酒充填區 5 0 5 0

殺菌區 5 0 5 0

貼標區 15 0 15 0

成品區 5 0 4 1

合計 44 0 43 1

百分比 100％ 0％ 97.7％ 2.3％

合計百分比 100％ 100％

表15　標準作業程序（續）

結論

本研究應用工作安全分析技術執行瓶裝

啤酒包裝製程六項製程單元（空瓶卸除區、洗

淨空瓶區、裝酒充填區、殺菌區、貼標區、成

品區）之危害辨識，經風險評估程序評估各項

危害類型的風險等級，據以建置標準作業程序

(SOP)。結果共辨識出19種危害類型分類，計

181項潛在之危害。其中，瓶裝啤酒包裝製程
的主要危害類型有7項（共佔 80.5%），分別是
割傷53項(29.3%)最多，噪音23件(12.7%)，捲
夾、壓傷16件(8.8%)，跌、滑倒15件(8.3%)，
衝撞、被撞 1 4件 ( 7 . 7 % )，物體飛落 1 3件
(7.1%)，肌肉骨骼傷害12件(6.6%) 等。經風險
評估分析結果，得出瓶裝啤酒包裝製程181項
潛在危害中，不可接受之風險排序等級為B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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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者，各有2件和14件；需採取行動或採取行
政管理措施之風險排序等級D等級者有165件。
B、C等級者，其危害類型均因瓶裝啤酒包裝製
程中，使用之玻璃容器破裂、爆破所產生之破

瓶屑割傷、刺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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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ing good quality beer to fulfill the need of consumers in the beer market is the main profit 

resource for beer manufacturers to keep their business.  For assuring beer packaging procedure to 

be operated safely and successfully, manufacturer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avoid the risk of work 

injuries and shutdowns which may be caused by employees and accidents from operating mechanical 

equipment, materials, methods, an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work injuries from 

beer packaging procedure, there were 34 people injured and 1 accident. These events would cause 

visible and invisible loss in beer packaging procedure.

This research applies Job Safety Analysis (JSA) to identify six hazardous areas (Empty Bottle 

Unscrambling Area, Empty Bottle Cleaning Area, Over flow liquid filling Area, Sterilization Area, 

labeling Area and Packaging Area) of beer packaging procedure.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19 classifications of hazards and 181 hazards may happe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53 cases 

(29.3%) of slash injury (which happen the most), 23 cases (12.7%) of noise injury (which ranks as the 

second most occurring), 16 cases (8.8%) of crush injury, 15 cases (8.3%) of ship and fall injury, 14 

cases (7.7%) of strike injury, 13 cases (7.1%) of injury caused by fallen objects, and 12 cases (6.6%) 

of bones injury. These 7 types of hazard (work injuries) count for 80.5% of the main hazards that are 

pres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bee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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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risk assessment, there were 2 cases of unacceptable risk level B 

and 14 cases of unacceptable risk level C; 165 cases of level D needs to be monitored by admin 

management. From the systematical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is recommended for Beer Manufacturers to follow.

Keywords:   Beer Packaging, Job Safety Analysis, Risk Assessment,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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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LOHA及WISER探討氯乙烯槽車之危害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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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摘要

台灣因地理、交通及產業特性，化學品常須利用機動性高的槽車運輸，以灌裝方式補充製

程所需化學品及清運。近年來國內槽車事故頻傳，事故型態主要為洩漏、火災、爆炸及形成氣

雲等，在緊急應變及疏散管制的資訊建立與取得多直接採用緊急應變指南(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之應變資訊。但在大當量、高活性或高毒性等情況下，實際危害範圍常會超出
ERG所採用的固定經驗數值，可能誤判疏散距離而導致產生潛在危險。緊急應變無線資訊系統
(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WISER)是ERG的電子版。為方便使用，
本研究選用WISER及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以2017年6月25日台氯
氯乙烯槽車（約30公噸）事故為案例，探討兩者提供防護範圍的合宜性，以作為緊急應變規劃
之參考。

WISER數據庫提供氯乙烯化學品在洩漏後的無火隔離疏散範圍為800m，有火（含爆炸）
的隔離疏散範圍為1,600m。經ALOHA模擬結果發現，氯乙烯ERPG-2(5,000ppm)為568m，小
於WISER的800m範圍，但人體可感不適的濃度ERPG-1(500ppm)之影響範圍已達1,600m，超出
WISER的800m範圍。依照美國環保署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開發的AEGLs(Acute 
Exposure Guideline Levels for Airborne Chemicals)標準其考量敏感人群：老人、病人及未成年
人，AEGL-2(1,200ppm)；以不造成不可逆傷害為原則；影響範圍達1,100m，為防止人員中毒，
建議人員至少疏散至1,100m範圍之外。另外，10%LEL影響範圍為655m，小於WISER的800m
範圍。爆炸與爆轟的0.5psi過壓影響範圍分別為562m與1,100m，熱輻射及BLEVE熱輻射的2.0 
kW/m2

影響範圍分別為100m及556m，皆小於WISER的1,600m範圍。因此，對於燃燒性和爆炸
性建議考慮Wiser 1,600m的安全距離。

關鍵字： 氯乙烯、緊急應變指南、緊急應變無線資訊系統、槽車

民國 106 年 12 月 5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2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接受。 
通訊作者：郭家宏，嘉南藥理大學重大災害調查暨研究中心，嘉南藥理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

碩士班，7171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電子郵件信箱：lucifersrose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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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學工業是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不可或缺

的重要產業。現代產品的生產及製程的研發創

新，導致可燃性或危害性化學品的用量劇增，

並涉及運輸及儲存。因台灣的地理、地質、交

通及產業性質，主要運輸方式為公路運輸。根

據交通部統計處104年公路貨運資料，化學品
相關貨運運輸達3千6百萬公噸[1]。相較於地下
管線、鐵路或油輪等運輸方式，化學槽車在公

路上的運輸，與社會大眾接觸的機會多，一旦

發生車禍、化學品外洩或火災爆炸，對民眾的

危害風險相對較高[2]。
化學槽車引發之災害事件時有所聞。孫繼

光自1976年3月至2000年6月曾蒐集國內化學品
事故案件共26筆，其中21筆為交通事故所引起
的運輸事故，佔整體81%[3]。Vilchez等人亦曾
使用重大危害事件資料庫(Major Hazard Incident 
Data Service, MHIDAS)以進行危險材料運輸和
化學工廠事故危害分析研究，在5,992筆事故
中，近39.1%事故發生於運輸途中，而在運輸
過程中有26.6%發生於鐵路運輸，21.8%發生於
公路槽車運輸，16.6%發生於海洋油輪運輸，
15.4%發生於管線輸送[4]。2011年林玥岑與曹
常成於危害性物品運輸車輛職業駕駛行為安全

現況調查研究中，蒐集自1997至2008年間國內
化學品運輸車輛事故共有306件，事故類型為
洩漏、爆炸、火災及交通意外四大類，事故

比例分別為37%、3%、9%及51%[5]。2012年
黃建勳自2004至2011年間統計國內運輸槽車事
故共144件，其中車禍占45.1%，洩漏44.5%，
火災7.5%，爆炸2.1%及其他0.7%[6]。1978年
西班牙聖卡羅迪拉(San Carlos De La, Spain)丙
烯槽車爆炸，造成215人死亡，67人受傷[7]；
1998年高雄北誼興LPG槽車爆炸，造成4人死

亡，45人受傷[8]；2003年台中梧棲丙烯腈槽車
外洩，造成約100人中毒[9]。

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
又稱乙烯基氯，為生產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的單體。VCM，正常為無色氣
體，具有易燃、高溫不穩定、毒性及致癌性，

並有溫和甜味，在運輸過程中為方便常使其為

高壓液化氣體。在工業上用於製造聚氯乙烯

(PVC)，以生產各類塑膠產品，如管材、電線、
電纜塗層及包裝材料等。VCM之化學品危害分
類中係屬易燃氣體第1級、致癌物質第1級及生
殖毒性物質第2級……等。其可經由皮膚接觸、
吸入、食入、眼睛接觸，引起人體中毒，症狀

有刺激、嗜睡、眩暈、刺痛、四肢麻木、聽覺

和視覺受損、心律不整、頭昏、噁心、呼吸

困難、肺水腫、肝變性、角膜損傷、視覺模糊

等。長期暴露易導致肝炎樣的肝變化、肝功能

不全、陽痿與肺功能不全……，在高溫下可分

解產生劇毒氣體氯化氫及光氣[10-12]，如表1。

表1　氯乙烯之物性、化性與災害資料[11,12]
化學品名稱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化學文摘命名號碼(CAS No.) 75-01-4
聯合國編號(UN Number) 1086
化學品危害分類 1. 易燃氣體第1級

2. 加壓氣體
3. 急毒性物質第4級（吞食）
4.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級
5. 致癌物質第1級

外觀（物質狀態、顏色等） 無色氣體或液體（-14℃以下）
氣味 溫和甜味

沸點 -13.4℃
比重 0.908（水=1）
蒸氣壓 2500mmHg
蒸氣密度 2.151（空氣=1）
水中溶解度 0.11g/100g（水）(25℃)（微溶）
閃火點 -77.8℃（開杯）
自燃溫度 472℃
爆炸範圍 3.6%~33%
容許濃度 TWA：3ppm 瘤;13mg/m3 

STEL：6ppm 瘤;19.5mg/m3

動物半致死劑量(LD50) 500mg/kg（大鼠、吞食）
動物半致死濃度(LC50) 130,000ppm/2H（小鼠、吸入）
立即危害濃度(IDLH) --
致癌性分類 IARC將其列為Group1 - 確定人體致癌
嗅覺閾值 10-2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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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學災害事故中，若能快速取得相關

化學品資訊、防範措施等相關訊息，可降低危

害程度。移動式儲槽因其的活動性，在事故的

緊急應變及疏散管制的資訊建立與取得上，

相對困難，大多數上直接採用緊急應變指南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之應變
資訊，但在大當量、高活性或高毒性……等情

況下，實際危害範圍常會超出ERG所採用的固
定經驗數值，可能誤判疏散距離而導致產生潛

在危險[6,13]。
緊急應變無線資訊系統(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WISER)是由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U.S.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開發的對緊急情況處置的資訊
系統，對急救員在危險物事故現場提供系統方

案。WISER整合了電子版ERG及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可直接
將隔離疏散範圍顯示於地圖上，提供現場人員

有更明確的應變資訊[14]。
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由美國環境保護署(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與海洋大氣管理組織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共同開發，用於化學事故災害緊急應
變及計畫後果分析之免費軟體，為最常用的後

果分析方法之一，可針對儲槽、管線、油池及

直接等多種危害情境，進行毒性、可燃性、爆

炸過壓及熱輻射等危害範圍模擬，結合GIS輸
出至地圖上提供直觀清晰的危害擴散範圍資訊

[15]。
因槽車的活動性，其事故地點、型態的

不可預測，使其在緊急應變及疏散管制的資

訊建立較為困難。WISER具有可快速取得應
變資訊，對事故危害的降低有所幫助。然而，

ALOHA對於事故危害範圍的評估，較為精準

可靠。因此，為整合WISER與ALOHA兩者優
點，本研究以2017年6月25日台氯氯乙烯槽車
事故為假設事件，探討兩者提供防護範圍的合

宜性，以作為緊急應變規劃之參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開發，

整合電子版的緊急應變指南ERG及地理信息
系統GIS的WISER，作為ERG的資訊取得及
圖層疊加。由美國EPA與NOAA共同開發用
於化學事故災害緊急應變及計畫後果分析的

ALOHA，以2017年6月25日台氯氯乙烯槽車
事故為假設事件，模擬當時可能影響範圍與

WISER的隔離疏散距離，並探討兩者功能的差
異性、合宜性及適用性。在相同氣候條件下，

以ALOHA模擬不同當量及洩漏孔徑，以尋找
最大影響範圍可達到ERG疏散範圍之最小化學
品當量

1. 模擬情境、條件及參數

2017年6月25日上午9時，台氯氯乙烯槽車
疑似爆胎導致起火燃燒，當時已卸料完畢，經

儀器檢測亦無洩漏跡象。本研究以此事故為案

例，以該事故之時間、地點及車輛，進行假設

性的事故模擬比對。該氯乙烯槽車最大容許載

量為29,600kg，假設槽體為直徑2m長度15m體
積47m3

之臥式儲槽，洩漏孔徑以槽體與卸料管

接口之法蘭口徑3inchs為可能最大洩漏孔徑，
洩漏點為儲槽底部。見表2[16]。

2017年6月25日，當時之氣象資料取自
中央氣象局林園觀測站當日上午九點。溫度

32.2˚C、風速1.9m/s、風向299˚，雲覆蓋程度
5，濕度61%，見表3[17]。

地表粗糙度考量當時為陸上環境，並為保

險起見，採用適用性較高、模擬結果範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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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曠區域(open country)[18]。

表2　氯乙烯槽車洩漏源資料[16]
項目 內容

槽體
直徑2m
長度15m
體積47m3

槽內化學物質型態 液體

槽內化學物質總量 29,600kg

洩漏孔徑 槽體與卸料管接口3inchs

表3　2017年6月25號 上午9時 氣象資料[17]
項目 內容

溫度 32.2˚C

風速風向 1.9m/s from 299°

量測高度 10m

地表粗操度 open country

雲覆蓋程度 5/10

大氣穩定度 A、B

逆溫層 無

濕度 61%

2. ALOHA模擬軟體介紹[15]

ALOHA軟體，為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與
海洋大氣管理組織NOAA共同開發之化學事故
災害緊急應變及計畫後果分析軟體。目的在於

預估災害嚴重性及其可能影響之範圍，以供研

擬應變措施及現場救災參考。

ALOHA資料庫內建上千種化學物質，可
自行新增化學物質，並可模擬多種模式，以提

供相關危害影響範圍，如毒性擴散範圍、可燃

性濃度危害範圍、爆炸壓力危害範圍、熱輻射

危害範圍及BLEVE熱輻射危害範圍。
ALOHA軟體在考慮洩漏物質的物理特性

並設定大氣外在條件後，可快速預測模擬洩漏

源下風處之化學品洩散所產生的毒性、火災及

爆炸等可能擴散影響區域，計算氣雲移動與擴

散防護區等情景。所得結果可輸出套用至地理

資訊系統(ArcGIS)中，以取得更直觀清晰之危
害擴散範圍資訊，作為災害應變計畫、訓練及

現場救援參考之用。

ALOHA軟體的優點：1. 軟體免費；2. 模
擬洩漏模式多樣；3. 化學物資料庫龐大；4. 可
建自行建立化學物質；5. 可與Google地圖及地
球結合。缺點：1. 只考慮平面擴散結果；2. 無
法考慮地形因素；3. 無法模擬火災及爆炸產生
的副產物；4. 無法模擬化學混合物或氣膠因
素；5. 無法考量期間內風速風向的變化；6. 無
法模擬其他危險因素如:爆炸的碎片運行軌跡；
7. 風速每小時不到3英哩或大氣穩定度高時，
模擬之結果可能不準確；8. 只能模擬1小時內
的擴散情形；9. 模擬擴散危害範圍不能超出10
公里。

結果與討論

1. 毒性氣體擴散範圍與疏散距離之比較

國內大多以ERPG-2作為疏散管制距離採
用的標準。這是依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疏散避難

作業原則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三目：偵測或

評估數值超過毒性化學物質濃度ERPG-2，則發
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的就地避

難[19]。
模擬結果如表4。依6月25當日的模擬條件

下，大氣穩定度A與B的ERPG-2(5,000ppm)影
響範圍分別為528m及568m；ERPG-1(500ppm)
影響範圍分別為1,500m及1,600m，如圖2。
WISER對於氯乙烯提供之緊急應變指南(ERG)
處理原則Guide -116P，在大量外洩狀況下建議
疏散距離為方圓100m下風處800m，如圖3。為
避免混淆，下文之數據皆稱為由WISER提供。
在國內管制疏散的標準下，WISER提供800m的
疏散範圍囊括了事故案件的ERPG-2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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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m，實已足夠使用。但人體可感不適的濃度
ERPG-1之影響範圍達1,600m，已超WISER的
800m範圍。

由美國工業衛生協會(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開發的緊急應
變規劃指引(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 ERPGs)雖稱為實驗驗證數值，卻
並未考量敏感人群如老人、病人或未成年人

[20]。但實際上，在ERPG-1至ERPG-2的區域
中，仍然會造成人體的不適反應，更可能造

成敏感人群出現不可逆的不良健康影響。尤其

因槽車的活動性，其洩漏位置並不局限於工業

區，在考量特殊人群的情況下，建議以考量過

敏感人群，由美國環保署EPA開發的急性暴露
指導水平(Acute Exposure Guideline Levels for 
Airborne Chemicals, AEGLs)[21]。

在AEGLs標準下，與法規採用ERPG-2
為疏散範圍之同等思維，以不造成不可逆傷

害為原則，故本研究採用AEGL-2影響範圍為
疏散管制距離，大氣穩定度A與B的AEGL-2 
(1,200ppm)影響範圍分別為1,000與1,100m，已
超過WISER的800m，為避免人員中毒，建議人
員至少疏散至1,100m範圍外，如圖1。

表4　毒性氣體擴散範圍模擬結果
ALOHA 模擬結果

大氣穩定度 A B

毒性氣體擴散模擬分析結果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AEGL-3 (4,800 ppm) 538 579

AEGL-2 (1,200 ppm) 1,000 1,100

AEGL-1 (250 ppm) 2,000 2,100

ERPG-3 (2,0000ppm) 290 312

ERPG-2 (5,000ppm) 528 568

ERPG-1 (500ppm) 1,500 1,600

圖1　 大氣穩定度B毒性氣體擴散模擬
分析結果(AEGL)

圖2　 大氣穩定度B毒性氣體擴散模擬
分析結果 (ERPG)

圖3　WISER 建議疏散距離（大量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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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22]
暴露指標 內容

ERPG-1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
濃度。

ERPG-2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3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
度。

AEGL-1 輕微的不適、刺激或某些無症狀的非感官效果。於停止接
觸後是可逆的健康影響。

AEGL-2 不可逆或其他嚴重、持久的不良健康影響，造成逃生能力
受損

AEGL-3 危及生命的健康影響或死亡

2. 可燃氣體擴散範圍與疏散距離之比較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8條及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款：於作業場所有
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

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

危險之虞時，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又依第三類毒化物事故災害模擬分

析及管制距離撰寫重點[22]：超過10% LEL，
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

難；超過60% LEL，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
要之強制疏散。

模擬結果如表6，依6月25當日模擬條件
下，大氣穩定度A與B的10% LEL擴散範圍分
別為609m及655m，如圖4。WISER對於氯乙烯
洩漏提供之建議疏散距離為方圓100m下風處
800m。隔離範圍800米處之可燃性濃度，於大
氣穩定度A、B，分別約為5.6%LEL(2,000ppm)
及6.7%LEL(2,400ppm)。

WISER提供的800m疏散範圍囊括事故案
件的影響範圍655m（模擬），可以直接參照使
用WISER提供的800m疏散範圍。

表6　可燃氣體擴散範圍模擬結果
ALOHA 模擬結果

大氣穩定度 A B

可燃氣體擴散模擬分析結果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60%LEL(21,600 ppm) 281 302

30%LEL(10,800 ppm) 377 407

10%LEL(3,600 ppm) 609 655

圖4　 大氣穩定度B可燃氣體擴散模擬
分析結果

3. 過壓影響範圍與疏散距離之比較

依第三類毒化物事故災害模擬分析及管

制距離撰寫重點[22]：超過0.5psi，發布警戒
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超

過3psi，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
散。模擬結果如表7和8。依6月25當日模擬條
件下，大氣穩定度A與B的0.5psi爆炸過壓影
響範圍分別為544m與562m，如圖5。A與B的
0.5psi爆轟過壓影響範圍皆為1,100m，見圖6。
爆炸、爆轟影響範圍都小於WISER對氯乙烯起
火提供之建議疏散範圍四周的1,600m。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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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類事件上WISER已足夠使用。
爆炸範圍會受氯乙烯儲存量與洩漏孔徑影

響。在6月25當日氣候條件下，大氣穩定度B的
0.5psi過壓影響範圍，在200公噸、15英吋洩漏
孔徑等條件下，可達1,600m，如表7。在氯乙
烯儲存量達200公噸以上時，便需考量WISER
的適用性。

爆 轟 在 化 學 品 當 量 不 變 的 條 件 下 
(29.600kg)，當洩漏孔徑從原本的3英吋加大到
7英吋，大氣穩定度B的0.5psi過壓影響範圍，
便會達到1,600m，如表8。若槽體可能洩漏的
孔徑有達7英吋以上者，需多加留意。

表7　爆炸過壓影響範圍模擬結果
ALOHA 模擬結果

容量（公噸） 29.6 29.6 200

洩漏孔徑（英吋） 3 3 15

大氣穩定度 A B B

爆炸過壓模擬分析結果by spark or flame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8.0psi N.A N.A N.A

3.5psi 223 240 1,100

0.5psi 544 562 1,600

表8　爆轟過壓模擬分析結果
ALOHA 模擬結果

容量（公噸） 29.6 29.6 29.6

洩漏孔徑（英吋） 3 3 7

大氣穩定度 A B B

爆炸過壓模擬分析結果by spark or flame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8.0psi 248 263 538

3.5psi 332 345 604

0.5psi 1,100 1,100 1,600

圖5　 大氣穩定度B爆炸過壓模擬分析結
果0.5psi影響範圍 by spark or flame

圖6　 大氣穩定度B爆炸過壓模擬分析
結果0.5psi影響範圍by detonation

表9　過壓影響經驗值參考表[22]
壓力(psig) 損害

0.5 窗戶碎裂、窗架結構損壞

1.0 房舍部分損壞，造成無法居住

3~4 無鋼骨結構、自裝鋼鐵鑲板外框之建築物完全破壞；石油
儲槽破裂

8 12吋未補強磚牆損毀

15.5 99%人員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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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輻射影響範圍及BLEVE熱輻射影響範

圍與疏散距離之比較

模擬結果如表10和11。依6月25當日模擬
條件下，大氣穩定度A與B的2.0kW/m2

熱輻射

危害範圍皆為100m，見圖7。A與B的2.0kW/
m2 BLEVE熱輻射危害範圍皆為556m，見圖8。
兩者危害範圍都小於WISER對氯乙烯起火提供
之建議疏散範圍四周1,600m。因此，在此類事
件上WISER提供之距離(1,600m)足以提供安全
距離。熱輻射亦受容量與洩漏孔徑影響，在化

學品當量達540公噸，洩漏孔徑為60英吋時，
2.0kW/m2

影響範圍可達1,600m，見表10。在儲
存量達540公噸，且可能洩漏孔徑鄰近60英吋
時，建議於緊急應變計畫訂定時，以模擬軟體

如ALOHA為主要參考。
BLEVE僅受容量影響，化學品當量達770

公噸時，2.0kW/m2
影響範圍可達1,600m，見表

11。在儲存量可達770公噸，建議於緊急應變計
畫訂定時，以模擬軟體如ALOHA為主要參考。

表10　熱輻射影響範圍
ALOHA 模擬結果

容量（公噸） 29.6 29.6 540
洩漏孔徑（英吋） 3 3 60
大氣穩定度 A B B

熱輻射危害模擬分析結果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10.0 kW/m2 28 28 265
5.0 kW/m2 57 57 775
2.0 kW/m2 100 100 1,600

表11　BLEVE熱輻射影響範圍
ALOHA 模擬結果

容量（公噸） 29.6 29.6 770
大氣穩定度 A B B

爆炸過壓模擬分析結果by spark or flame
判斷標準（濃度） 模擬影響範圍（單位：m）

10.0 kW/m2 242 242 675
5.0 kW/m2 351 351 982
2.0 kW/m2 556 556 1,600

圖7　大氣穩定度B熱輻射危害模擬分析結果

圖8　 大氣穩定度B BLEVE熱輻射危
害模擬分析結果

表12　熱輻射影響經驗值參考表[22]
輻射強度 
(kW/m2) 觀察到之影響

37.5 對程序設備足夠造成損害。暴露時間1分鐘之致死率為
100%。

25.0 在無限期地長時期暴露下足以點燃木材的最低能量。

15.8 操作員無法從事作業並藉遮蔽物隔離熱輻射（例如設備後
側）之區域內的熱強度。

12.5 起始點燃木材、熔化塑膠管所需之最低能量。暴露時間1分
鐘之致死率為1%。

9.5 8秒後到達疼痛極限；20秒後造成二級灼傷。

4.0 如果在20秒內無法到達掩蔽物遮蔽，對人員足以造成疼痛
感；然而可能導致皮膚起泡（二級灼傷）；致死率為0%。

1.6 長時間暴露將不會造成不舒適感。

結論與建議

WISER對於氯乙烯槽車洩漏提供的疏散
距離800m，對於可燃氣的外洩情形，已十分
充足。對於毒氣的外洩情形，在現行的管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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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準(ERPG-2)下已然足夠，但人體可感不適
的濃度ERPG-1之影響範圍達1,600m，已超出
ERG的800m範圍，若依照考量過敏感人群，由
美國環保署EPA開發的AEGLs，以不造成不可
逆傷害為原則，採用AEGL-2影響範圍為疏散
管制距離，亦建議人員至少疏散至1,100m範圍
之外。

WISER對於起火狀況提供的疏散距離對於
爆炸過壓、熱輻射及BLEVE熱輻射影響範圍，
十分充足，可惜WISER對於起火狀況的疏散距
離並未提供圖層顯示。

當氯乙烯儲存量或可能洩漏孔徑達一定程

度以上，建議於緊急應變計畫訂定時，以模擬

軟體如ALOHA為主要參考。
WISER軟體的簡易性及便攜性，與快速地

定位與GIS圖層顯示，可快速取得疏散範圍的
疊圖，以因應槽車的活動性，在ALOHA取得
足夠資訊得出結果及儀器進駐前的空窗期，對

於槽車的緊急應變應能有著相當的幫助。

因為槽車的活動性，事故發生的範圍有可

能鄰近住宅區或其於人口密集區塊影響到敏感

人群，在此狀況下建議使用考量過敏感人群的

AEGLs標準。
WISER除了提供緊急應變指南及圖層疊

加，亦提拱化學品的詳細資訊及事故相關通報

單位，可惜為英文軟體，通報單位亦是北美相

關機構，寄希台灣相關單位或機構能製作中文

化、本地化的相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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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 

chemicals which are added to the process as reactants and cleared as wastes after the process are 

often transported by highly mobile tankers.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types of accidents of domestic 

tankers are leaks, fire, explos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gas clouds. Establishment and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vacuation control often use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 directly. However, in the case of massive equivalents, high activity or high toxicity, the 

actual hazard range often exceeds the fixed empirical value used by the ERG. This may erroneously 

determine the distance of evacuation, causing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occurrence. 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WISER) is the e-edition of ERG. For ease of use, WISER and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ALOHA)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suitability 

that WISER and ALOHA provide the ranges of prote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with the Vinyl Chloride tanker accident (about 30 metric tons) of Taiwan VCM Corporation 

on 25 June 2017. 

The evacuation ranges that WISER database provided for vinyl chloride chemical leaks and for 

its chemical fire or explosion are 800 m and 1,600 m,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what were simul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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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have shown that: ERPG-2 (5,000ppm) of toxic threat zone caused by VCM is 568m, under 

the 800m provided by WISER. But ERPG-1 (500ppm) of toxic threat zone, the concentration which 

the human body can feel the discomfort, has reached 1,600 m over the 800m provided by WISER. 

References to Acute Exposure Guideline Levels (AEGLs) developed by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which estimates most people including sensitive individuals such as old, sick, or very 

young people will be affected. The AEGL-2 (1,200ppm) of toxic threat zone, the concentration which 

does not cause irreversible health damage, has reached 1,100 m. To prevent poisoning, it is advisable 

to evacuate at least 1,100 m. The threat zone at a flammable concentration of 10% LEL is 655m, 

under the 800 m provided by WISER. The overpressure threat zone ignited by spark or flame or by 

detonation of 0.5 psi, respectively is 562 m and 1,100m,and the thermal radiation threat zone (2.0 kw/

m2) or thermal radiation threat zone (2.0 kw/m2) of BLEVE respectively is 100 m and 556m, all are 

under the 1,600m provided by WISER. In summary, the evacuation range for vinyl chloride chemical 

fire or explosion Suggested adoption a safe distance provided by WISER.

Keywords:   Vinyl Chloride (VCM) ,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 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WISER),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ALOHA), T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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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在職場提供勞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在學校中提供學生安全衛生教育有

同等重要性。教育部發展了一門2學分，共計32小時的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課程模組，本研究於

2006-2007年間使用前測—後測方法，針對該門課程對大學生職業安全衛生知識提升成效進行

評估。研究方法：本研究成效評估問卷包括39題選擇題，針對化學性危害、危害通識、生物性

危害、人因工程、電腦危害防護、呼吸防護、個人防護具、噪音、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電

氣安全、火災爆炸及急救等13個安全衛生課程議題進行評估。研究結果：共有18所大學933位

大學生參與本項成效評估。參與課程的學生在職業安全衛生知識上有顯著提升，且人因工程與

電腦危害防護兩項課程在主修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生身上呈現不同程度之影響。結論：本

研究結果顯示此一職業安全衛生課程對於大學生職業安全衛生的知識有正面影響，但若欲再提

升學生之學習效能，課程內容仍有調整與修正之空間。讓大學生在學校有機會接觸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對於將來進入職場後接受各項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預期會有相當助益。

關鍵字： 職業安全衛生課程、成效評估

民國 106 年 8 月 7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9 月 17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瑜雯，輔仁大學公共衛生系，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電子郵件信箱：056416@mail.fju.edu.tw。



Journal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26: 103-113 (2018)

104

Research Article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Improvement after an Intervention among 

Undergraduates

Yu-Huei Tong1
　Chih-Chieh Chen2

　Yu-Wen Lin3

1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CO. LTD.
2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Industrial Hygien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Medicin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Backgroun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HS) education is essential for employee in 
workplace as well as the students in campus. In Taiwan, a 32-hour OHS course module was organized 
for undergraduates. The students’ OHS knowledge improvement by this intervention was evaluated 
by a before and after study design without a control group between 2006 and 2007.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39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as utilized to assess students’ OHS knowledge 
of 13 topics, chemical hazards, hazard communication, biological hazards, ergonomic,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noise, ionizing radiati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electricity safety, fire protection and first aid. Results: A total of 933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d in elective OHS classes at 18 colleges completed both pretest and posttest. 
Students’ OHS knowledg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is intervention. Though ergonomics and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resulted in different improvements between nature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s, the overall content was still appropriate to most enrolled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study results in a positive impact on OHS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via the OHS gener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hough content modification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icacy 
for all undergraduates. Giving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OHS shall be an import seeding for 
further OHS training at workplace after their comple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Education, Program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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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afety and injury-prevention education has 
been addressed in school curricula. Various topics 
were assigned to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Vehicular safety, falls, burns, 
and avoidance of strangers were the focus issues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1-4]. Topics related 
to laboratory and job safety were included at the 
high school stage [5-10]. Some colleges offered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HS) courses 
or training programs to students that related to 
their majors or laboratory practices. The OHS 
curriculum discussion was concentrated on 
specific majors, such as chemistry, nurse and etc 
[11-17]. Few reports addressed in providing OHS 
education for all students [5,7,18-21]. Learning 
OHS at colleges could be a pre-employment 
trai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ies of North 
Carolina and South Australian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corporation OHS in the college curriculum 
or safety education was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injure rate for young worker [20-21].

Certain departments did pay attention to OH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ir curricula.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risk of using chemicals 
at the laboratory practices, especially for toxic 
chemicals. Therefore, the chemistry education 
emphasized the students’ OHS education [13, 15-
16]. The need of chemical safety knowledge for 
hairdressing students was discussed as well [8]. 
The OHS education for student nurses was needed 
to avoid the needle stick and bloodborne pathogens 
[14].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 ty  and  Hea l th  (NIOSH)  formed two 

educational projects, Minerva for business schools 
and Safety and Health Awareness for Preventive 
Engineering (SHAPE) for engineering schools, to 
promote health and safety education [11]. SHAPE 
developed nine instructional modules to assist the 
engineering faculty who intends to incorporat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opics within 
appropriate required and elective courses [12]. 
Furthermore,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cosmetology 
field in New Jersey and Georgia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post-mean scores after 
young worker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between 
2012 and 2013 [10].

Providing OHS education to all students was 
also discussed. One success program was including 
an OHS curriculum to non–vocational high school 
courses in Alaska [5]. In Israel, an occup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developed in 1998.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proofed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learning 
can be occurred successfully in high school 
[7]. All these studies demonstrated a feasible 
opportunity to teach students the OHS knowledge 
with applicable contexts for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Taiwan, an OHS education program, 
tailoring basic OHS knowledge as a 2-unit 
undergraduate course, was developed in 2004. 
This OHS general education intended to teach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majors, 
including nature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 
able to know those stressors and inappropriate 
behaviors would be risk in both daily life and 
workplace from the safety and health points 
of view. The course includes 16 OHS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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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ere decided by a national survey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OHS professionals [19]. 
Part or all of the topics could be integrated to 
the course curriculum by instructors. Thirteen 
topics (chemical hazards, hazard communication, 
biological hazards,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noise, ionizing radiati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ergonomics,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electricity safety, fire 
protection and first aid) were included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course intervention. A 
before and after study design without a control 
group and a self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the intervention (a two-
unit OH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on students’ 
OHS knowledge. The influents of student majors 
on the intervention outcome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o evaluate the suability of the course context for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Study design and study population

In 2006 and 2007, a total of 933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d in OHS general courses 
at 18 colleges in north Taiwan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session 
immediately. Each selected topic was conducted as 
a two-hour lecture within the same semester.

2. Questionnaire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assess the 
student OHS knowledge improvement by this 
educational program. Th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as the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school, 
student ID number, major and class rank. Three 
questions were compiled from each topic resulted 
in a total of 39 questions a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students’ OHS 
knowledge. One point attributed to each correct 
answer.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econd part was 
calculated by adding up the points and dividing 
by 39. The sub-score of each topic was also 
calculated by adding up the point and dividing 
by 3. The questionnaire used the peer-review to 
affirm the content validity. It would take around 20 
minutes for student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None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students delivered 
in this questionnaire were counted as part of his/
her official grade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ere 
notified for this message before they filled out the 
questionnair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Paired-t test was utiliz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Student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pretest scores of 
OHS knowledge between nature sciences group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applied to illustrate the associations 
of respondents’ OHS knowledge improvements in 
relation to two academic groups (nature sciences 
vs. social science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s a 
surrogate indicator of the content appropriateness. 
Class rank and pretest score were defined as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were controlled dur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to α < 0.01 to minimize Type I error.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SPSS version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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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Inc., Chicago, IL, USA).

Results

1. Sample Demographic Data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were juniors 
(401/933) comprising 43% of the total respondents, 
whi le  f reshmen,  sophomores  and seniors 
comprised 15%, 22% and 20%, respectively (Table 
1). About 70% of the respondents belonged to the 
nature sciences group which meant their majors 
were either life and health sciences or engineering. 
The other 30%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classified 
as social sciences group for those who majored in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2. Baseline Information

The pretest mean score of 13 topics of all 
students was 0.60±0.10 (Table 1). No single 
student achieved correct answers in all 39 
questions. The baseline mean score (pretest) of 
OHS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sciences group 
student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ocial 
sciences group (0.60 vs. 0.59) (Table 1). While 
comparing the baselines scores of th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lass ranks, the highest one was 
0.62 of seniors and the lowest one was 0.58 of 
sophomores.

Table 2 lists the mean sub-score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each topic. Students demonstrated 
pretty good knowledge of chemical hazards, 
biological hazards, ergonomics, and electricity 
safety with the pretest mean sub-scores exceeding 
0.70. The highest mean sub-score was 0.82 

for electricity safety. However, they obtained 
low scores in ionizing radiation (mean 0.35), 
nonionizing radiation (mean 0.38) and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mean 0.30) in pretest. It 
seems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se topics were 
deficiency. Three topics, chemical hazards, hazar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icity safet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baseline between 
nature sciences group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 
(Table 3).

3. Change of the OHS knowledge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overall OHS 
knowledge was observed (mean scores from 
0.60 to 0.67, p < 0.001) after the OHS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able 1). The posttest mean sub-
scores of each topi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ones. The only exception was electricity 
safety which students had done well at the pretest 
(0.82±0.21) (Table 2). The posttest mean scores of 
four class ranks and two academic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retest scores (Table 1).

Both nature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n OHS knowledge 
for all topics except electricity safety after OHS 
course (Table 3). As being evident from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tervention effects between two academic groups 
in ergonomics (β = 0.047, p = 0.002) and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β = 0.049, p = 0.004) 
(Table 3). The nature sciences students learned 
better than social sciences students did in these 
two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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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mean scores of class ranks and academic groups
Mean Score (Mean±SD)

N (%) Pretest Posttest Paired t p-Value

933(100) 0.609±0.10 0.679±0.12 18.831 <0.001

Class Rank

Freshman (1) 136 (14.6) 0.59±0.11 0.639±0.13 3.763 <0.001

Sophomore (2) 209 (22.4) 0.589±0.10 0.649±0.11 7.577 <0.001

Junior (3) 401 (43.0) 0.609±0.09 0.679±0.12 12.576 <0.001

Senior (4) 187 (20.0) 0.629±0.09 0.729±0.12 12.844 <0.001

Academic Group

Nature sciences 653 (70.2) 0.609±0.10 0.689±0.12 17.113 <0.001

Social sciences 277 (29.8) 0.599±0.09 0.659±0.13 8.350 <0.001

Abbreviations: number (N); standard deviation (SD)

Table 2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mean sub-scores of each OHS topic (n=933) 
Mean Score (Mean±SD)

OSH Topic Pretest Posttest Paired t p-Value

Chemical hazards 0.75±0.25 0.80±0.25 6.042 <0.001

Hazard communication 0.56±0.25 0.64±0.25 8.103 <0.001

Biological hazards 0.77±0.25 0.82±0.26 5.301 <0.001

Noise 0.59±0.26 0.64±0.27 5.395 <0.001

Ionizing radiation 0.35±0.17 0.49±0.26 15.619 <0.001

Nonionizing radiation 0.38±0.25 0.47±0.28 7.544 <0.001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0.65±0.24 0.70±0.21 5.535 <0.001

Respiratory protection 0.57±0.29 0.67±0.30 8.276 <0.001

Ergonomics 0.77±0.23 0.85±0.21 8.626 <0.001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0.30±0.24 0.37±0.24 7.828 <0.001

Fire protection 0.56±0.30 0.65±0.30 5.140 <0.001

Electricity safety 0.82±0.21 0.82±0.21 0.603 0.55

First aid 0.56±0.30 0.65±0.30 8.030 <0.001

Abbreviations: standard deviation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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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udent t-test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of OSH knowledge changes between academic groups of 
each topic (n=930)

OHS Topic
Academic Pretest Sub-score

Posttest Sub-score Paired t p-Value
Regression a

p-Value
group t-Test (t, p-Value) β±S.E

Chemical Nature sciences 0.77±0.24 0.81±0.23 4.64 <0.001* 0.019±0.015 0.207

hazards Social sciences 0.70±0.24 0.76±0.25 3.89 <0.001*

(t=3.92, p<0.001*)

Hazard Nature sciences 0.57±0.25 0.65±0.25 6.46 <0.001* 0.032±0.018 0.074

communication Social sciences 0.52±0.24 0.61±0.25 4.83 <0.001*

(t=2.96, p=0.003*)

Biological Nature sciences 0.77±0.26 0.82±0.22 4.66 <0.001* 0.012±0.016 0.436

hazards Social sciences 0.76±0.24 0.81±0.24 2.49 0.013*

(t=0.29, p=0.770)

Noise Nature sciences 0.60±0.26 0.64±0.25 4.10 <0.001* 0.008±0.017 0.617

Social sciences 0.56±0.26 0.62±0.27 3.41 0.001*

(t=2.03, p=0.042)

Ionizing Nature sciences 0.35±0.18 0.49±0.27 13.11 <0.001* 0.013±0.018 0.493

radiation Social sciences 0.34±0.15 0.47±0.25 8.46 <0.001*

(t=0.64, p=0.521)

Nonionizing Nature sciences 0.39±0.26 0.48±0.29 7.11 <0.001* 0.045±0.020 0.023

radiation Social sciences 0.38±0.23 0.43±0.27 2.90 0.004*

(t=0.51, p=0.614)

Personal Nature sciences 0.65±0.24 0.71±0.22 5.31 <0.001* 0.025±0.015 0.113

protective Social sciences 0.66±0.23 0.69±0.22 1.79 0.075

equipment (t=-0.50, p=0.620)

Respiratory Natural sciences 0.57±0.29 0.66±0.30 6.63 <0.001* 0.001±0.020 0.946

protection Social sciences 0.56±0.28 0.66±0.29 4.90 <0.001*

(t=0.75, p=0.451)

Ergonomics Nature sciences 0.77±0.23 0.86±0.20 8.49 <0.001* 0.047±0.015 0.002*

Social sciences 0.76±0.23 0.82±0.24 2.96 0.003*

(t=0.71, p=0.478)

Hazards of Nature sciences 0.30±0.24 0.40±0.24 7.68 <0.001* 0.049±0.017 0.004*

computer Social sciences 0.30±0.24 0.34±0.24 2.25 0.025*

operations (t=-0.25, p=0.805)

Fire Nature sciences 0.74±0.24 0.79±0.23 4.56 <0.001* 0.036±0.017 0.033

protection Social sciences 0.71±0.24 0.75±0.24 2.36 0.019*

(t=1.59, p=0.112)

Electricity Nature sciences 0.83±0.20 0.83±0.21 -0.05 0.96 0.017±0.014 0.235

safety Social sciences 0.79±0.21 0.80±0.21 1.14 0.25

(t=3.15, p=0.002*)

First aid Nature sciences 0.55±0.30 0.64±0.30 6.57 <0.001* -0.027±0.021 0.196

Social sciences 0.58±0.30 0.67±0.30 4.44 <0.001*

(t=-1.41, p=0.158)

Notes:* p-Value < 0.01
a: regression model adjusted by class rank and pretest score.
Abbreviations: standard erro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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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The study results in a positive impact on 
OHS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via the OHS 
gener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he finding was 
consistent with other peer school-based studies 
on OHS knowledge improvement after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tudent 
nurses [7,10,14].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OHS knowledge also demonstrated 
the success of the OHS general course design.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d applicable examples 
and experiences from daily life and workplace. 
Lecturers focused on providing factual information 
of basic OHS, including recognizing hazard 
symbols of hazardous materials, selecting and 
wearing PPE correctly, revealing myth such as “any 
mask has protection effect” to guide students to 
navigate the unfamiliar and complex OHS context.

To design an appropriate OHS content to 
all students was the ultimate goal as well as a 
challenge for this course development. Nature 
sciences group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 showed 
a small difference of OHS knowledge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pretest results (0.60 vs. 0.59). 
Both academic groups presen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fter the course intervention. It 
implied the course design overcame the challenge. 
Two academic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retest mean sub-scores of chemical 
hazards, hazar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icity 
sa fe ty.  However,  bo th  g 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chemical hazards and hazard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osttest mean 
sub-scores (Table 3). It was noteworthy that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 did not affect the 
improvement by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excepting two topics-ergonomics and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Table 3). There was no 
way to rule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for these particular two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questionnaire-based study. Particularly, 
ergonomics is a combined domain of engineering, 
biomechanics,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anatomy, so that the nature sciences students shall 
be able to catch the concept better. The other topic, 
hazards of computer operations, was actually 
the ergonomic issues focusing on the computer 
operation situations. So, both might result in 
similar lear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More study is needed to verify the reasons.

The electricity safety was the only topic 
with no improvemen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able 
2).The possible reason was electricity safety 
knowledge was familiar as electricity being 
unavoidable with people’s daily life. In Taiwan, 
students started learning the electricity safety 
knowledge since elementary school, so the major 
context of this topic would be straightforward 
for mos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pretest mean 
score = 0.82). Students admitted this topic as 
high awareness but low learning interests in the 
previous survey [19]; this agreed with the result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in this study. Keeping this 
topic in this course would be just a refresh purpose. 
Replacement of this topic or upgrading the content 
of this particular topic shall be considered if the 
course content would be modified in the future. 

The great improvemen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and nonionizing radiation delivered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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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tudy of 
course developing process [19],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never enrolled in any OHS course 
expressed low learning interest and low awareness 
of ionizing radiation and nonionizing radiation. 
In this study, the good learning performance 
demonstrated that low learning interest might 
due to unfriendly professional terminologies and 
insufficiency radiation knowledge. Once students 
were explored to the course contents rather than 
just a technical subject tittle, they were willing to 
learn and capable of great enhancements, as the 
scores increased from 0.35 to 0.49 for ionization 
radiation and from 0.38 to 0.47 for nonionizing 
radiation, respectively (Table 2).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students’ 
background (70% vs. 30%) were expected. 
Student’s academic background was a key factor 
of their motivation to take OHS courses [19]. 
Students with natural sciences or engineering 
backgrounds had more in teres t  in  taking 
OHS courses than those with other academic 
backgrounds.

No follow-up test was one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because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show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initially might or not keep the 
intensity over time [2-3,6,8,10]. This limitation 
was due to the nature character of the general 
courses.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d to the same 
general course actually came from different majors 
and class ranks. It would be almost unfeasible to 
those students for follow-up test after the course 
completion.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OHS aims, as knowledge change was the initiation 
of behavior change. Wang et al. suggested 
that sufficient chemical-safety knowledge 
affected participants’ intentions to practice safe 
chemical-handling behavior while handling 
such chemicals [14]. More studies regarding the 
course influence 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shall 
be investigated. The other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was lack of control groups. The evalu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18 colleges, therefore establishing 
a parallel comparable control group from othe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each college was 
impracticable.

Teaching how to have healthy life and 
prevent injuries shall always be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providing more useful 
related courses for students shall never be over 
emphasized. Offering general OHS education at 
college level is recommended because there is a 
captive audience of young adults and a forum in 
which many of them can be reached at one time. 
This OHS course opened a window to the young 
adult to learn and assure certain OHS knowledge 
that was misunderstood or unknown before. 
Through this window,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basic 
scopes of OHS and initia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in 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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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管理績效持續改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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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過去研究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的文獻回顧及運用TOSHMS(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OHSAS 18001(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ssessment Series 18001)、CNS 15506管理系統之管理機制與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
定，共整理出28項安全衛生績效構面，進而發展出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現況評估問卷
架構，並以專業人員為對象。利用科學的方法-歸納圖法(Kawakita Jiro，KJ)、德菲法
(Delphi)建構出主動式安全衛生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ex，KPI)，藉以開發
出評估安全績效現況之問卷，以員工為受測對象進而深入探討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

標之落後與領先指標現況。

研究發現個案企業中有六項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緊急應變、變更管理、採

購管理、溝通、預防管理、安全行為等不夠落實而須要改善。例如：「緊急應變」最

需強化與鄰近居民溝通，其次為考量區域性協防，再者考量產能關係，最後為建立正

確撤離逃生路線。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企業資源有效分配應落在：1.在國中教育程度與年資1-10年的受

測者中對於變更管理需加強教育訓練。2.在一般事務人員中應於諮詢與宣導方面加強溝
通。3.緊急應變、採購管理、變更管理、溝通、預防管理、安全行為等六項主動式安全
衛生績效指標之間有顯著相關，且性別的不同應於績效的構面整體加強宣導與教育訓

練。

從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監測與管理的有效性，釐清關鍵性績效指標，發現落

後指標回饋單位並正確評估執行，強化安全衛生管理的效率及效能，再藉由管理系統

的持續改善(Plan-Do-Check-Action，PDCA)管理機制，並在資源有效分配之情況下持續
改善，強化安全衛生KPI才能達成零職災並建立安全文化的職場。

關鍵字：  關鍵績效指標（KPI）、德菲法、KJ法、TOSHMS、OHSAS 18001

民國 106 年 8 月 23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1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接受。 
通訊作者：鄭世岳，嘉南藥理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7171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電子郵件信箱：csy5066@mail.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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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 前言

績效是企業永續經營重要指標之一；績效

是可以被管理的，藉以達到經營目標並驗收成

果，其過程中是可評價的行為表現。安全績效

量測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且為必要執行工作項目。本研究之目的為

探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持續改善之管理績

效，讓安全管理系統有效執行，綜合安全績效

評估是絕對必需的，這包括可衡量的和可實現

的主動式指標績效與被動式的結果指標，都是

企業永續經營必要的指標。

依循全球管理上的腳步，政府在1994年
安全衛生上的管理也參考美國的自護制度計畫

(Voluntary Protection Program, VPP)發布「事業
安全衛生自護制度實施要點」1994/11/23，並
於2007/8/31整併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ILO-OSH 2001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SHMS)與OHSAS 1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ssessment  
Series 18001)之要項，結合該兩套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之優點成為「臺灣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指引」(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TOSHMS)，而
TOSHMS除了為我國傳統的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制度轉向「系統化」與「國際化」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外，安全績效的監督量測更是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的重要工具，其演進如圖1。

圖1　管理系統與安全績效演進示意圖

事業單位的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職業災害

統計，除了屬結果論的被動式指標：(1)失能
傷害頻率(FR)與(2)失能傷害嚴重率(SR)，無法
顯現自主管理的持續改善價值，所以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持續與相關部會及驗證機構等研

商相關規範，並採績效認可作為管理機制選項

之一，此時更凸顯出主動式指標管理上的重要

性。而2008年~2018/5/10通過TOSHMS驗證之
事業單位統計家數有963家，從以上數據顯現
管理系統的演進進步，明確的要使被動式安全

績效之職業災害降低，然而必須注重主動式管

理的系統驗證卻是正面的成長[1]。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個案研究的對象是於2003年曾受經濟部
工業局委託中華民國工安協會專案計畫「安

全衛生績效管理實務手冊」[2]（邱松嵐、羅
思煒、莊嗣男，2003）-實做安全衛生績效管
理實務的輔導單位之一，2006年參與OHSAS 
18001:2007、2008年TOSHMS驗證，連續無職
災有10年以上的持續精進，如今進行更深一層
的探討。 

研究個案為2 0 0 4年安全衛生績效管理
技術計畫，其執行損害防阻成效為：A.共16
項安全績效類別，損失控制績效經計算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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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5,312元。B.將（方針管理與安全衛生
KPI）制度轉化績效指標，消除不安全的行為
和不安全環境，但潛藏的構面是無法完整的以

科學數據敘述。C.無法得知安全衛生績效構面
的管理系統模式與不同族群各項變數（如性

別、年齡、婚姻、教育、年資、職務等）之差

異性關係。

(2)  研究目的
為探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持續改善之

管理績效，本研究目的如下：

A. 尋求科學方法探討監督與量測安全衛生
落實度之關鍵績效指標。

B. 針對未落實的關鍵績效指標研擬改善對
策，協助管理系統的持續改善。

C. 協助事業單位做資源之有效分配，並強
化適當安全衛生績效指標，與建立無災

職場和建構全方位的安全衛生文化。

(3)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

文獻探討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 •費迪南 •杜拉
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管理是把事
情做對，領導是做對的事情(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 leadership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s)」。又說道：「Efficiency is doing things 
right; effectiveness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s.」，
意即倘若要的是效率(efficiency)，那麼就要從
下而上應該要把事情做對(Do thing right)；倘
若要效能(effectiveness)，那麼從上而下應該要
做對的事情(Do right thing)。即以對的方法做
對的事之執行力的展現。在1954年出版的《管
理的實踐》一書中[3]，首先提出了『目標管
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就是企
業幹部自己訂工作的目標來推動管理，是以日

常性執行職務為管理指標，在運作中，適當的

目標應該兼顧「挑戰性」、「客觀性」與「可

達成性」去衡量管理目標的達成度為主，Peter 
Drucker對「績效」(performance)的解釋為「直
接的成果」，「不能量測就不能管理」而成功

的績效管理制度，是確保公司目標達成的重要

工具。相對的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的設定也必須

掌握SMART原則（如圖2）。

圖2　安全衛生績效指標之SMART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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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衛生績效管理

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架構下，就績

效量測的角度而言，指標多分為以管理策略為

主的主動式績效指標，及以職業災害統計為核

心的被動式績效指標兩種。如表1。

表1　主動式與被動式監督作業
績效指標

管理系統
主動式監督作業 被動式監督作業

英國安全衛生署
HSG 65成功的衛
生與安全管理，
1991

適用於考核事業單位安衛
措施實際執行狀況。

適用於追蹤意外事故、虛
驚事故、健康危害或其他
由經驗累積而得，對安全
衛生有不良影響的事件。

ILO-OSH國際勞
工組織，2001

主動的績效測量作為一種
預防機制，應對必要的基
本情況（員工參與、責任
與義務、能力與訓練，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
化、溝通、系統規劃、建
立與實施、預防與控制措
施、變更管理、緊急應變
措施、採購、承攬、績效
監督與量測）進行監測。

被動的績效測量包括對：
與工作有關的傷害、不
健康（包括因病損失紀
錄）、疾病與事件、其他
損失，如財產損失的確
認、報告和調查。

OHSAS 18001 標
準所要求的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2007

主動式績效量測方法以用
來監督安全衛生管理方
案、作業準則、適用之法
令及規章要求。用於檢查
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作
業及管理績效之執行力與
成果顯現。

被動式績效量測方法以用
來監督意外事件、疾病、
事故（包括虛驚事件）及
其他缺乏安全衛生績效的
歷史證據；被動式安全衛
生績效指標係用於調查、
分析與紀錄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之缺失，以及意
外事故、虛驚事故、財產
損失等。

OHSAS 18002 指
引對執行績效量
測之相關規定，
2007

主動式監督應用於檢查事
業單位的職業安全衛生作
業是否合於規定，例如監
督職業安全衛生檢查的頻
率與功效。

被動式監督應用於調查、
分析與記錄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的缺失，包括意
外事故、虛驚、疾病與財
物損失案例。

2.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與工安理論

(1)  事故金字塔理論(Accident Pyramid)
工業安全泰斗韓笠琦(H.W.Heinrich)於1931

年所提出重傷害：輕傷害：財物損失＝三角

比率(1:29:300)[4]與柏德與格緬因(F. E. Bird & 
G. L. Germain)於1969年修正導出的三角比率
重傷害：輕傷害：財物損失事故：虛驚事故＝

1:10:60:600，即事故金字塔理論[5]。

(2)  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
最早的估計發生事故成本理論由工安泰

斗H.W.Heinrich於1931年提出，事故成本應包
含直接成本(direct cost)與隱藏性成本(hidden 
cost)，而隱藏性成本應包含直接成本在內，而
隱藏性成本比直接成本約為4:1[6]。1961年柏
德(F.E.Bird)提出影響深遠的冰山事故成本理論
(accident cost iceberg)指出，災害醫療、賠償損
失：未投保財產損失+其他未投保損失=1元： 
5~50元+1~3元，即是損失模型的基礎[7]=冰山
事故成本理論。

(3)  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
這五片骨牌每一片骨牌代表一類因素：

A.文化：遺傳與環境因素，先天的內在因素、
與後天的外在因素。B.心理：潛在的人員瑕
疵、個人缺失。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因素所

造成的各式潛在的間接原因。C.不安全行為：
在相關條件成熟的時候，被誘發出來的直接原

因。D.事件：意外事故的發生。E.後果：人員
的傷害與物資的損失。而Heinrich 的骨牌理論
推論的事故比例=天災：不安全的環境：不安
全的行為=2：10：88[8]。
(4)  起司理論(Cheese Theory)

2 0 0 6年英國安全衛生署H S E頒佈「發
展製程安全指標(Developing Process Safety 
Indicators)指引」[9]就是以J.Reason的瑞士起司
事故理論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的角度，來與績效

指標設計的原則結合。

事故金字塔理論、骨牌理論、起司理論、

冰山事故成本理論、或雷同的波音公司相關事

故鏈理論(Accident Chain Theory,1990)、彼德森
的多重因果論(Peterson,1971)有何共通之處？

第一：在源頭的基本原因是管理系統的重

點。

第二：在每一項主動式的安全衛生績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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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結果，都有讓被動式的安全衛生績效指標降

低。如圖3。

圖3　安全衛生績效管理系統圖

3.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之構面監督與

量測

英國健康安全署於1991年11月頒佈“成功
的安全衛生管理－HS(G)65對績效量測指引[10]
中談到三個階段：(1)輸入。(2)內部的作業。
(3)輸出。

簡單的說正面輸入主動式績效，負面產出

被動式績效將會降低。所以整理出績效設定的

架構如圖4。

圖4　英國成功的安全衛生管理
 (HSE HS(G)65,1991)

業

4. 安全衛生績效評估與建構

本研究從106年3月7日勞職授字第1060200778
號令修正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績效認可作業要點，自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績效自評表中，整理出25個安全績效，

與自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中整理出19項安全衛生
績效構面，並參考國內相關文獻，將同質性或

類似之安全績效構面給予合併為同一構面，共

整理出28個全面安全衛生績效構面。詳如表2。

表2　 國內學者、專家、期刊、文獻與國內法
規、規範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構面

資料來源

安全衛生

績效構面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自動檢查 ◎ ◎ ◎ ◎ ◎ ◎ ◎ ◎ ◎ ◎ ◎ ◎

2.緊急應變 ◎ ◎ ◎ ◎ ◎ ◎ ◎ ◎ ◎ ◎

3.防護具管理 ◎ ◎ ◎ ◎ ◎ ◎

4.危害物管理 ◎ ◎ ◎ ◎ ◎

5.安全防護 ◎ ◎ ◎ ◎ ◎ ◎

6.風險管理 ◎ ◎ ◎ ◎ ◎ ◎ ◎ ◎ ◎ ◎ ◎

7.法令與規章 ◎ ◎ ◎ ◎ ◎ ◎ ◎ ◎ ◎ ◎ ◎ ◎ ◎

8. 意外事故調
查與統計

◎ ◎ ◎ ◎ ◎ ◎ ◎

9. 高階支持與
承諾

◎ ◎ ◎ ◎ ◎ ◎ ◎ ◎ ◎

10.組織與權責 ◎ ◎ ◎ ◎ ◎ ◎ ◎ ◎

11.教育訓練 ◎ ◎ ◎ ◎ ◎ ◎ ◎ ◎ ◎ ◎ ◎ ◎ ◎

12.承攬商管理 ◎ ◎ ◎ ◎ ◎ ◎ ◎ ◎ ◎ ◎

13.採購管理 ◎ ◎ ◎ ◎ ◎ ◎

14.變更管理 ◎ ◎ ◎ ◎ ◎ ◎

15.工作許可 ◎ ◎ ◎ ◎ ◎

16.溝通 ◎ ◎ ◎ ◎ ◎ ◎ ◎

17.環境監測 ◎ ◎ ◎ ◎ ◎ ◎ ◎

18.健康檢查 ◎ ◎ ◎ ◎ ◎ ◎ ◎ ◎ ◎ ◎

19.安全稽核 ◎ ◎ ◎ ◎ ◎ ◎

20.規劃審查 ◎ ◎ ◎ ◎

21.執行審查 ◎ ◎ ◎ ◎

22. 監督量測審
查

◎ ◎ ◎ ◎ ◎ ◎ ◎ ◎ ◎ ◎ ◎

23.預防管理 ◎ ◎ ◎ ◎ ◎

24.保護勞工 ◎ ◎

25.全員參與 ◎ ◎ ◎ ◎ ◎ ◎ ◎ ◎

26.安全行為 ◎ ◎ ◎ ◎ ◎

27.安全態度 ◎ ◎ ◎ ◎ ◎

28.管理方案 ◎ ◎ ◎ ◎ ◎ ◎

構面數合計 26 25 25 19 18 17 15 15 12 10 9 8 8

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蒐集、回顧國內相關文獻，定

義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所發展之安全績效評

估問卷。利用歸納圖法KJ法(Kawakita Jiro)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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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架構[24]，以專業人員(CNS 15506 3.24，
2011)28人進行四回合德菲法(Delphi)問卷歷
程，採李克特尺度法（Likert Scale） (五點量
表)、開放式表述問卷、專業人員座談會，最後
經過五位專家修正，形成正式問卷。再將正式

問卷請至少從事安全工作或研究至少有20年的
經驗，並對於安全績效的議題非常了解的產、

官、學專家五人，進行題目修訂，給予專業建

議以建構專家效度。全員問卷前先進行幹部焦

點座談，隨後針對調查對象隨機選取35位員工
作為實施安全績效現況評估問卷的預試（信

度達Cronbach α 值0.94）後，正式實施問卷測
試，全員101位員工，並將問卷資料以SPSS for 
Windows 21.0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做為統計分
析工具[25]。分析方法有包括描述性統計、T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與迴歸等分析統

計方法。綜觀上述本研究設計依序說明如下：

1. 研究架構與分析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研究架構說明：

如下圖5。研究分析的5W1H如下表3。

圖5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研究架構

表3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研究分析的5W1H說明

歷程 KJ法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 專家修正 焦點座談 Spss統計

What (Kawakita Jiro) 古典型
Classical Delphi

政策型
Policy Delphi

決策型
Decision Delphi 

政策型
Policy Delphi 問卷修正 問卷說明會 員工問卷

When
（實施時間）

105.07.30~
105.08.22 105.8.25 105.9.28~

105.10.5 105.10.13 105.10.20~
105.11.27

105.10.28~
105.11.02 105.11.03 105.11.07~

105.11.14

Where 文獻之主動式安
全衛生績效指標

會議
問卷

會議、問卷、
Mail、紙本

會議
問卷

會議、問卷、
Mail

Mail、傳真、面
對面對談、line

會議
問卷

問卷

Why 整理歸納
腦力激盪

事實的討論，集
中預知與預測趨
勢

指標的討論，了
解多數的看法

對指標的決定
指標的討論，了
解多數的看法

對指標的修定、
確定問卷

對指標的宣導說
明

指標的討論，集
中預知與了解多
數的看法

Who 研究生 專業人員28人 專業人員28人 專業人員28人 專業人員28人 專家5人 員工幹部（代
表）12人 員工101人

How
建立全面性的主
動式安全衛生績
效指標問卷

採用專業人員
26人，80:20原
則，從28項構面
篩出6項關鍵性
指標。

專業人員20人6
項關鍵指標以
開放性問卷提出
1 ,200項不落實
歸納整理63項。

專業人員28人63
項不落實指標中
篩出25項不落實
指標。

專業人員24人座
談會確認25項不
落實指標問卷。

產、官、學專家
修正。
食品製造業主動
式安全衛生績效
之分析探討--正
式問卷

幹部宣導問卷填
寫溝通說明。

The Likert Scale
李克特五點量表
回收100份。

回收率 92.8% 71.4% 100.0% 85.7% 100.0% 100.0% 99.0%

本研究在建立專家學者名單上採取三項指

標：專家學者參與的意願、專業能力以及多樣

化的代表性。座談會確認問卷後，再經勞動部

南區職安中心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副研究員

（官方專家）、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主持人

（產業專家）、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經理（產業

專家）、安全衛生中心科長（官方專家）、使

用德菲法的學者專家等產官學五人修正成為正

式問卷。形成未落實的安全衛生績效主動式指

標特性要因分析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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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未落實的特性要因分
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乃根據所回收之問卷資料進行統計

數據分析，依序研究分析與討論，敘述如後：

1. 背景資料分析

(1)受測背景46.7歲，屬於中高齡職場（1/3 
以上超過45歲）。

(2)平均年資18年。
(3)至6/30累計無職災日：3,903日。

圖7　受測年齡與年資分佈

2. 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描述性統計量：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六項構面平均

值分析比較：變更管理平均值1.900>採購管

理1.846>緊急應變1.832>安全行為1.756>溝通
1.728>預防管理（源頭管理）1.676，代表著變
更管理落實度最認同，其次採購管理，第三是

緊急應變，第四是安全行為，第五是溝通，第

六是預防（源頭）管理，且六項平均值均低於

2分（不落實）於不落實與非常不落實之間。
如圖8比較。

圖8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六項關鍵構面
比較

3. 推論性統計分析：

分析研究個案人口資料變項對主動式安全

衛生績效指標六個構面的依變數問項與自變數

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藉以了解不同自變數特徵之個
案中對於不同依變數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

構面的看法是否有差異，其判定標準則以P值
是否小於0.05之顯著水準決定。如有差異再以
Tukey事後分析法檢定比較，以了解各主動式
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構面之依變數在自變數特徵

間存在差異，並同時進行描述性統計了解差異

的說明，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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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變項差異
年齡 教育 年資 職務 性別 婚姻 家庭成員

ANOVA 
檢定

F 顯著性 F 顯著性 F 顯著性 F 顯著性 T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t 顯著性 

(雙尾) t 顯著性
(雙尾)

緊急應變 1.665 .165 0.493 .612 1.297 .278 1.316 .273 .433 .666 -.565 .574 -.319 .750

採購管理 1.585 .184 1.572 .213 1.468 .235 .885 .416 1.512 .134 .118 .907 -.657 .513

變更管理 .759 .555 4.792 .010* 3.346 .039* 1.200 .306 1.428 .156 -.146 .884 -.048 .962

溝通 .892 .472 2.426 .094 1.068 .348 4.603 .012* 1.440 .153 -.690 .492 .821 .414

預防管理 .604 .661 1.179 .312 .602 .550 .383 .683 .135 .893 -.701 .485 .504 .615

安全行為 .737 .569 1.775 .175 2.083 .130 1.773 .175 1.89 .062 0.557 0.578 -.788 .433

註1：p<0.05顯著以*表示

表5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性別差異比較

N 平均
數

標準
偏差

Levene的變異
數相等測試

針對平均值是否相等

的 t 測試

性別 F 顯著
性

t df 顯著性
(雙尾)

緊急應變
男性 61 1.848 .4616 .158 .692 .433 99 .666

女性 40 1.806 .5016 　 　    

採購管理
男性 61 1.908 .5484 2.701 .103 1.512 99 .134

女性 40 1.750 .4569 　 　    

變更管理
男性 60 1.953 .4515 .050 .823 1.428 98 .156

女性 40 1.820 .4659 　 　    

溝通
男性 61 1.779 .4474 .627 .430 1.440 99 .153

女性 40 1.650 .4267 　 　    

預防管理
男性 61 1.680 .4261 .310 .579 .135 99 .893

女性 40 1.669 .4175 　 　    

安全行為
男性 61 1.825 .4619 .491 .485 1.889 99 .062

女性 40 1.650 .4463 　 　    

(1)  性別差異比較發現：緊急應變、採購管
理、變更管理、溝通、預防管理、安全行

為等六項構面平均值男性大於女性，但無

統計上顯著性差異 (p>0.05)：男性比女性
認同六項構面的落實度，如表5。

(2)  年齡間差異：ANOVA 檢定-發現不同年齡
間對應六項構面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無顯

著性差異。

(3) 婚姻與否差異：在六項安全衛生績效指標
構面中，均無顯著性差異。

(4)  不同教育程度差異分析：教育對應六項
構面其中變更管理，p= .010< .05，有顯

著性差異。事後檢定(POST HOC)。在組
間比較中（國中與高中Tukey HSD法檢定 
p=.013< .05）達顯著水準。並於描述性統
計中變更管理高中程度平均值2.036>國中
程度平均值1.643、高中程度對於變更管理
認同度>國中程度，如表6不同教育程度高
中的落實度比國中在變更構面認同達顯著

差異。

表6　 不同教育程度與變更管理間之差異性分
析比較

教育程度 ANOVA 事後比較（Tukey 法）

(1)國中
平均值

(n)

(2)高中
平均值

(n)

(3)大學
平均值

(n)
F 顯著性

平均差
異 (I-J) 顯著性

組別
差異

1.642
(14)

2.036
(44)

1.843
(42) 4.792 .010* -.3935*

-.2000
 .013*
.313

2>1
2>3

N=100  註1：p<0.05顯著以*表示

(5) 不同年資間差異性分析：不同年資對應
六個構面中變更管理，p=.039< .05，有顯
著性差異。並作事後檢定(POST HOC)。
分析比較在組間比較中（1-10年與21年以
上Tukey HSD法檢定 p=.045< .05）達顯著
水準。並於描述性統計中變更管理年資21
年以上平均值2.021>1-10年平均值1.784：
年資21年以上對於變更管理認同度>1-10
年，達顯著水準。如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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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年資與變更管理構面間之差異性分
析比較

不同年資 ANOVA 事後比較（Tukey 法）

(1)
1-10年
平均值

(n)

(2)
11-20年
平均值

(n)

(3)
21年以
上平均
值(n)

F 顯著性
平均差
異 (I-J) 顯著性

組別
差異

1.784
(38) 

1.800 
(14)

2.021
 (48) 3.346 .039* -.016

-.2366*
 .993
.045*

2>1
3>1

N=100  註1：p<0.05顯著以*表示  p<0.01 **  p<0.001 ***

(6) 不同職務間的差異分析：職務對應六項
構面其中溝通構面，p=.012< .05，有顯著
性差異。並作事後檢定(POST HOC)。在
組間比較中（現場人員與一般事務人員

Tukey HSD法檢定 p=.012< .05）達顯著水
準。並於描述性統計中溝通之中現場人員

平均值1.797>一般事務人員平均值1.423：
不同職務現場人員對於溝通認同度>一般
事務人員，達顯著水準，如表8。

表8　 不同職務與溝通構面間之差異性分析比
較

不同職務 ANOVA 事後比較（Tukey 法）

(1)
現場人
員平均
值(n)

(2)
職管理
平均值

(n)

(3)
一般事
務人員
平均值

(n)

F 顯著性
平均差
異 (I-J) 顯著性

組別
差異

1.797
(75) 

1.635
(13)

1.423
 (13) 4.603 .012* .1621

.3736*
.419

  .012*
1>2
1>3

N=100  註1：p<0.05顯著以*表示  p<0.01 **  p<0.001 ***

4. 相關分析

六項構面相關發現：緊急應變、採購管

理、變更管理、溝通、預防管理、安全行為等

六項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構面顯著相關。分析比

較依Pearson相關係數可知：當顯著水準為0.01
時，可以得到六項構面有顯著相關的結論。如

表9。

表 9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構面相關
緊急
應變

採購
管理

變更
管理

溝通
預防
管理

安全
行為

緊急
應變

Pearson 
相關

1      

採購
管理

Pearson 
相關

.608** 1     

變更
管理

Pearson 
相關

.563** .580** 1    

溝通
Pearson 
相關

.422** .582** .645** 1   

預防
管理

Pearson 
相關

.465** .447** .609** .596** 1  

安全
行為

Pearson 
相關

.361** .496** .562** .451** .331** 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結論與建議

利用科學的方法發現從主動式安全衛生績

效指標監測與量測的有效性，個案企業在釐清

關鍵性績效指標其中28項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
指標內，經評估執行後發現6項（緊急應變、
採購、預防、變更、溝通、安全行為）構面為

需要強化管理的落後指標，可回饋單位持續改

善。藉由本次的評估，並在構面顯著相關且有

效分配資源在性別、國中教育程度、年資1-10
年、一般事務人員之情況下，強化關鍵性的

安全衛生績效指標，再精進組織內管理系統的

PDCA(Plan-Do-Check-Action)管理機制，達到
持續改善永續經營的目標與零職災的職場。

1. 結論

(1) 利用德菲法探討分析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監
督量測的有效性：

A. 認同落實度的有：(A)健康檢查。(B)環
境監測。(C)法令與規章。(D)意外事故
調查與統計。(E)防護具管理。(F)安全
稽核等六項構面。

B. 未落實的有：(A)緊急應變。(B)採購管
理。(C)變更管理。(D)溝通。(E)預防管
理。(F)安全行為等六項構面需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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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六項構面相關顯著。
(2) 針對未落實的關鍵績效指標對單位回饋如

下：

A. 「緊急應變」首先為：未與鄰近居民溝
通，其次為：未考量區域性協防，再次

為：考量產能關係，最後為：無明確逃

生撤離路線。

B. 「採購管理」首先為：比價為主，其次
是：驗收規範不全，再次是：需求人員

意識不足與要求供應商不足，最後為：

法令規章知識不足。

C. 「變更管理」首先為：相關人員未受訓
練，其次是：無法於時間內，明確執行

識別變更，再者為：無專人確認變更程

序，之後無追蹤確認符合，最後是：未

採取預防及應變。

D. 「溝通管理」首先是：部門意見不同會
推卸責任，其次為：大預算金額不被接

受，再者為：未與鄰近居民或公司溝

通，最後為：製程變更未諮詢或宣導。

E. 「預防管理」首先為：未做人因危害預
防告知，其次為：未做動植物與微生物

危害預防告知，再次為：兼辦其他業

務，最後是：工程發包前未得到專業性

判斷評估及建議未了解及改善。

F. 「安全行為」首先為：貪圖舒適便利，
其次是：為了趕時效，最後為：工作忙

碌繁重疏忽。

(3) 研究個案事業單位資源有效分配，需強化
適當安全衛生績效指標：

A. 在變更管理構面：國中教育程度與年資
1-10年的同仁未落實。

B. 在溝通構面：一般事務人員未落實。
C. 女性同仁對績效構面落實度的認同低於
男性。

2. 建議

針對未落實的關鍵績效指標與資源有效分

配提出建議，並對後續可再探討說明。

(1) 未落實的關鍵績效指標：
A. 緊急應變：強化與鄰近居民溝通；其
次，考量區域性協防與產能關係；再次

為建立正確逃生撤離路線。

B. 採購管理：比價應採合理標之外；其次
是驗收規範明確，以補足需求人員意識

與要求供應商及法令規章知識等的不

足。

C. 變更管理：相關人員應受教育與訓練，
並於時間內，明確執行識別變更、確認

程序與追蹤確認，才能採取預防及應

變。

D. 溝通：部門不同意見、大預算金額，與
鄰近居民與公司溝通、應在製程與協調

會中強化諮詢或宣導。

E. 預防管理：於工程發包前專業性判斷評
估及建議是需要被了解及改善：包含人

因危害、動植物、微生物危害預防告知

與業務量。

F. 安全行為：考量舒適便利；其次，建立
標準產能，最後是從要「我安全到我要

安全的文化」，建立無職災職場。 
(2) 資源有效分配（員工需加強）

A. 國中教育程度與年資1-10年的同仁，對
於變更管理需加強教育與訓練。

B. 一般事務人員中應於諮詢與宣導方面加
強溝通。

C. 女性同仁應於績效構面整體加強宣導與
教育訓練。

(3) 後續可再探討：
A. 專家與一般人員對安全衛生績效指標認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7年6月　第26卷第2期　第114-127頁

124

知的差異性。

B. 專家認知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間的
相關性。

C. 專家認知安全衛生績效指標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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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食品製造業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之分析探討--正式問卷

主動式安全衛生績效指標題目
非常同意

5分
同意
4分

尚同意
3分

不同意
2分

非常不同意
1分

AQ1.您認為公司的緊急應變計畫已涵蓋鄰近居民或里民活動中心。 □ □ □ □ □

AQ2.您認為公司不會因為產能關係，仍照常執行大規模緊急應變演練。 □ □ □ □ □

AQ3.您認為公司將區域性協防單位納入緊急應變計畫或組織中。 □ □ □ □ □

AQ4您認為發生緊急狀況時，您會依照緊急應變計劃逃生路線撤離。。 □ □ □ □ □

BQ5.您認為公司採購經辦人員具有相關知識，所購商品都符合國家法令規章的要求。 □ □ □ □ □

BQ6.您認為採購會以符合安全衛生為主，所以不會要求比價依據。 □ □ □ □ □

BQ7.您認為廠內請購人員能提出具適切且符合的安全衛生規格，給採購人員做購置判別。 □ □ □ □ □

BQ8.您認為公司採購的商品於入廠時均有專責人員依國家法令規章的要求進行驗收。  □ □ □ □ □

BQ9.您認為採購人員會要求供應商遵守公司工安、食安、環保等規定。  □ □ □ □ □

CQ10.您認為執行變更事項作業過程，會有專人確認以符合變更程序內容中的安全防護。 □ □ □ □ □

CQ11.您認為廠內人員能於限定時間內，明確執行識別變更管理。 □ □ □ □ □

CQ12.您認為變更作業完成後，仍會追蹤確認符合人員安全作業事項。 □ □ □ □ □

CQ13.公司在實施各項變更時 ，公司內所有相關人員都被告知且接受相關訓練。 □ □ □ □ □

CQ14您認為在法令規章的變更或修訂時，公司會採取適當的預防及應變措施。 □ □ □ □ □

DQ15.您認為公司會定期與鄰近居民或附近的公司溝通。 □ □ □ □ □

DQ16.您認為在針對可改善部分，遇較大預算金額時，仍會適時反應且被"公司"接受。 □ □ □ □ □

DQ17.您認為各部門意見不同時，也不會推卸責任，會互相協調以取得共識。 □ □ □ □ □

DQ18.您認為製程變更時，相關作業人員會召開會議諮詢或宣導，並訂定SOP執行。 □ □ □ □ □

EQ19.您認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系統電腦化運作，即使負責的窗口兼辦其他事務，也不會有遺漏。 □ □ □ □ □

EQ20.您認為工程改善於委外發包前，已得到專業性判斷評估及建議。 □ □ □ □ □

EQ21.您認為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引起之危害有做危害預防告知。 □ □ □ □ □

EQ22.您認為人因性引起之危害因子（如肌肉骨骼之傷害），公司了解且確實執行改善。 □ □ □ □ □

FQ23.您認為公司不會為了時效，而簡化一些安全過程以便達成績效。  □ □ □ □ □

FQ24.您認為即使工作上忙碌繁重，同仁仍會顧及他人安全。 □ □ □ □ □

FQ25.您認為同仁不會為了舒適便利而不穿戴防護裝備，依然全程使用安全防護器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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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the past an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OSHMS(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HSAS 18001(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ssessment Series 18001) and 

CNS 15506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s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aw, 28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facets were compiled and the active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tructure, and to professionals for the object.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Kawakita Jiro, KJ) and Delphi (Delphi)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ty performance. As the object of measurement 

and then in-depth discussion of active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the backward and 

leading indicators of the status quo.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x active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case 

enterprises: emergency response, change management, procurement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prevention management, security behavior and so on. For example, "emergency response" is most 

needed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neighboring residents, followed by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capacity relations, and finally to establish a correct evacuation rout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case enterprises should 

fall: 1.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the annual 1-10 years of subjects in the change management need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 In the General Service staff should be in the consul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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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six active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ch as emergency response, procurement management, chang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safety behavior, and the difference of 

gender should be improved training.

From the active safety and healt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o monitor and manag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rify th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und that backward indicators of feedback units and the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hanced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nd then by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lan- Do-

Check-Action (PDCA)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n the case of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continue to improve, strengthen the safety and health KPI to achieve zero disast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afe cultural workplace.

Keyword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Delphi, TOSHMS, OHSAS 18001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7年6月　第26卷第2期　第128-139頁

128

論文

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粉塵分佈特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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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進行空氣中粉塵與重金屬之調查，包括現場環

境因素特性、粉塵濃度及重金屬成分分析等，本研究選取5家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場所進行實

地採樣分析，利用個人採樣器搭配總粉塵(CLA4002)與可呼吸性粉塵(CLA4001)之採樣匣，進

行粉塵採樣，重金屬分析則是參考CLA3011（砷等元素ICP採樣分析方法）之建議方法進行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5家金屬製品製造業廠總粉塵的質量濃度平均值在0.25~4.51 mg/m3
之間；

呼吸性粉塵的質量濃度平均值在0.12~1.54 mg/m3
之間。在分區之總粉塵及可呼吸性粉塵濃度採

樣結果可知，金屬加工處理區是濃度較高區域。由總粉塵與可呼吸粉塵內重金屬之成分分析可

知，金屬製品製造業廠樣本含有Ni、Cr、Mn、Fe、Cu、Al與Pb等重金屬，其中5家金屬製品加

工業粉塵中重金屬濃度均是以Fe濃度為最高，其Fe之平均濃度在5廠中依序為9.5±6.2 μg/m3
、

14.2±4.3 μg/m3
、29.9±9.1 μg/m3

、12.5±3.8 μg/m3
以及3482.2±2015.3 μg/m3

。

關鍵字： 金屬製品製造業、總粉塵、可呼吸性粉塵、分佈、重金屬

民國 107 年 3 月 29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5 月 24 日接受。 
通訊作者：楊心豪，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臺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三段600號， 
電子郵件信箱：shinhaoy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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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屬製造為製造業基礎，就業人數多，面

臨各種可能危害因子，金屬製品製造業之危害

物包括粉塵、噪音、有機溶劑等作業。多篇文

獻均指出金屬製品製造業之粉塵會對作業人員

造成呼吸道影響[1-2]。而由金屬製品之原料可
知其製程所產生之粉塵微粒含有相當比例之金

屬成分，而在這當中部分可能具有高毒性或致

癌性，包括鉻、錳、鎘等有害物。在金屬製造

作業場所當中之水溶性金屬因為容易被人體吸

收，故為評估不良健康效應之重要指標。由於

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過程中，經由人員操作與

通風等途徑，造成粉塵散佈，使作業人員暴露

於粉塵環境中，甚至直接接觸粉塵，易受到懸

浮微粒中重金屬物質的危害。

統計資料顯示在金屬製品製造業中，共區

分有14個金屬製造行業細項，約有19,238家以
上之金屬製品製造業者，以及近33萬人的金屬
製品製造業從業人員，因此對於作業環境特性

造成之粉塵重金屬職業危害實有必要進行實際

的調查。唯缺乏現場實測與調查資料，無法瞭

解確實之危害因子與來源。

金屬製品業產品種類繁多，各類產品的

生產流程包含眾多個別製程，如仔細加以歸

納，其製程大致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為

金屬機械加工，包括車、鑽、銑、磨、裁剪、

切削、焊接、成型、鍛造等；第二部份為達到

預期材料使用目的及環境所施予之熱處理。

第三部份則是為達到防銹或美觀等目的所做的

表面處理，包括前處理、塗裝（含刷、噴、浸

等）、電鍍、無電鍍（化學鍍）、陽極處理、

熱浸鍍鋅等。在這些製程中金屬類粉塵均有可

能揚起，對作業人員健康造成影響。

Akselesson et al. (1976)年研究結果已證

實，在金屬銲接過程中所產生之燻煙，其粒徑

通常小於0.5 μm，是屬可呼吸性微粒，易於人
體肺部沉積，且亦有相關流行病學研究指出沉

積在人體內之微粒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1]。Nemery (1990)研究指出金屬加工鑄造製
程業作業人員肺癌死亡率是上升的[2]。Noda 
et al. (1997)研究發現，電銲所產生之金屬燻煙
其粒徑集中在0.1 μm至2 μm之間，大部分皆為
可呼吸性微粒，容易進到肺部沉積造成健康危

害，因此探討勞工可呼吸性微粒個人暴量是非

常重要的[3]。Lin et al. (2015)進行運動健身器
材之金屬零件製造製程中包括切割、沖壓、焊

接等作業環境區域之金屬粉塵暴露調查，其金

屬粉塵之濃度結果顯示噴漆區(15.58 mg/m3)>自
動焊接(0.66 mg/m3)>手動焊接(0.53 mg/m3)>沖
孔(0.18 mg/m3)>切割(0.16 mg/m3)[4]。

顏(2009)針對台灣金屬加工廠中電銲作業
勞工之金屬暴露燻煙暴露評估之研究結果發

現，在多數勞工身上採集而得之樣本，其金屬

燻煙微粒之粒徑集中在1 μm以下，屬於可呼
吸性微粒之範圍，約占總採集微粒質量的30%
至50%；所採得之勞工可呼吸微粒經分析後，
Cr、Ni、Pb及Fe所佔比例分別為88%、88%、
77%及50%[5]。

張(2010)針對高溫金屬加工電焊作業之研
究發現，金屬燻煙中各種金屬與總金屬之質量

濃度結果顯示Fe和Mn所逸散的金屬濃度較其他
金屬成分高，主要是因為在銲材的熔金化學成

分中，Fe 和Mn 所佔比例為最高[6]。
鄭與張(2009)針對在噴砂作業勞工重金屬

有害物暴露調查研究中，將現場所採得之空氣

微粒樣本預先以ICP-MS做重金屬物質篩選分析
後發現，現場空氣微粒樣本中主要重金屬元素

為Fe、Zn、Al、Mn、Cu、Cr等6種，在勞工呼
吸防護具內、外所採空氣微粒樣本之重金屬成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7年6月　第26卷第2期　第128-139頁

130

分及濃度(mg/m3)結果顯示Fe為出現最高質量濃
度的金屬[7]。

張(2017)針對金屬工具製作業進行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三家作業環境中，A家工
廠主要金屬粉塵暴露成分為Al、Cr、Cu、Fe及
K；B家工廠為Al、Fe、Mn、Mg及Zn；C家工
廠為Cu、Fe、Mn、Ni及Zn，其中共同以鐵的
金屬濃度最高[8]。

Hamzah et al. (2016)針對金屬製造業之184
名鋼鐵廠作業員金屬粉塵暴露與其與肺功能值

的關係進行調查。實驗方法以個人樣採集器收

集並分析金屬粉塵濃度值（Co，Cr和Ni），
並以肺活量計量測受試者肺功能值。結果顯示

Co和Cr之濃度是允許暴露極限值(permissible 
exposure  l imi t )的1-3倍，而Ni濃度不超過
PEL[9]。

有鑑於此，本研究針對台灣本土地區5家
金屬製品製造業進行作業環境之粉塵濃度與重

金屬成分調查，透過環境區域採樣測定方式，

調查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場所之粉塵危害分佈

現況，包含粉塵濃度、粉塵中重金屬成份及粉

塵之濃度等，瞭解金屬製品製造作業及職業暴

露情形，建立金屬製品製造業從業人員危害暴

露之背景資料，作為改善其職業衛生之參考。

研究方法

1. 採樣規劃

本研究針對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調查

之採樣策略規劃，主要依據金屬製品製造業作

業環境中不同作業型態加以分別，並且評估區

塊所占面積大小及數量設立採樣點，實施區域

採樣。依照金屬製品製造業現場訪視得知作業

環境可分為原料存放區、前置作業區、金屬加

工區、及成品包裝區等4類，因此本研究之採
樣點選擇即是針對這4個作業區域分別進行採
樣，採樣規劃則是以下表1之原則進行規劃，
以利取得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內部具代表

性之粉塵，進行秤重，並分析其中重金屬濃

度。

金屬製品製造業內部作業環境之採樣點數

目上，由於考量國內部分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

環境之空間大小不一，且室內區隔均非明顯，

故依照表1原則，於上述4類作業製程各設置採
樣點1-2處。另在區域採樣規範上，採樣位置設
置時應距離其區隔（如牆壁）或角落至少50公
分以上，採樣高度則為距離地面50-150 cm高。

表1　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採樣策略
採樣位置 採樣位置與代表性說明

原料存放區
• 原料儲存、置放之區域。
• 原料尚未處理，作業人員移動原料時，可能因為機械力
受到粉塵暴露。

前置作業區
• 將原料進行初步鍛造、裁切等前置作業。
• 作業人員可能近距離受到粉塵暴露。

金屬加工區

• 本區域是金屬製造作業之主要區域，各類金屬製品製造
業主要作業包含有熱處理、研磨、拋光、電鍍等。

• 在製作過程中，金屬粉塵容易因過程機械力影響而揚
起，作業人員可能近距離受到粉塵暴露。

成品包裝區
• 作業人員以人工或機械進行包裝作業，可能因為機械力
揚起受到粉塵暴露。

本研究之區域採樣分為4類作業區域進行
採樣，並且於採樣過程中針對作業中之工作人

數及工作內容進行紀錄，以瞭解作業人員可能

之暴露特性以及作業環境可能產生粉塵之來

由。另，區域採樣結果將以4類作業環境區域
為區別進行比較，以了解不同金屬製品製造業

之作業製程中其粉塵與重金屬濃度分布是否具

有差異。本研究在每一個採樣點，亦同步紀錄

採樣工作進行時之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

以及風速等環境條件，以及工作人員數目及行

為，以利進行粉塵濃度變化之分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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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環境粉塵採樣與分析

本研究在總粉塵之採樣是根據行政院勞動

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CLA4002，使用濾
紙匣為捕集設備，進行作業環境空氣中總粉塵

採樣。濾紙匣內裝有直徑37 mm、孔徑為5 μm
的PVC濾紙及纖維素材質支撐墊片，採樣泵流
率為2.0 L/min。採樣完成後，將樣品送回實驗
室秤重。本研究採用之PVC濾紙，同時亦符合
NIOSH 7300對於重金屬粉塵採樣之規範，可備
於後續分析使用。

另，在可呼吸性粉塵之採樣上則是參

考行政院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

CLA4001，為利用個人採幫浦配置New-IOSH
旋風分粒採樣器搭配濾紙匣，濾紙匣內裝有直

徑37 mm、孔徑為5 μm的PVC濾紙，採樣流率
為2.1 L/min，採樣完成後，將樣品送回實驗室
秤重，並計算其濃度。採樣前、後秤重準備工

作，以及濃度計算公式如總粉塵之採樣分析方

法所述。

作業環境中總懸浮微粒及可呼吸性微粒

均是以區域採樣進行，採樣時間為8小時，另
為了解局部作業時間是否有可能產生大量的粉

塵，特別針對作業環境5中之金屬加工區進行
僅噴砂作業（2小時）產生高量粉塵過程進行
採樣，進以與工作8小時平均濃度進行比較。

採樣過程利用熱線式風速計(Testo 405 
thermal anemometer, Testo Inc., Germany)量測作
業環境之風速（瞭解是否具有通風的條件），

以及Q-trak(TSI inc., USA)量測作業環境之
CO2、溫度與相對濕度，主要放置方式與個人

採樣器放置點位與高度相同，以瞭解採樣時環

境條件。另，為了解此主要作業環境之換氣情

形，針對作業環境中主要作業區域金屬加工區

進行換氣率測試，測試過程先利用二氧化碳標

準氣體，將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提升至2,500-
3,500 ppm，然利用二氧化碳偵測器(Q-trak, TSI 
Inc)量測不同時間下之二氧化碳濃度衰減情
形，即可估算出環境之換氣率。

3.  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粉塵中重金屬

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

粉塵中重金屬之成分，將秤重分析後之濾紙

樣本進行重金屬分析，方法為參考CLA3011
（砷等元素ICP採樣分析方法）之建議方法。
濾紙分析前以熱消化法進行消化前處理。消化

處理後之樣品以感應耦合電漿光學放射光譜

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er, ICP-OES)進行Ni、Cd、Cr、Co、
Mn、Fe、Cu、Al、Pb、Ti等重金屬元素分
析，選擇此些重金屬元素作為目標係依照文獻

研究結果，選取對於人體健康有較大危害者執

行。本次檢測之重金屬分析有 Ni、Cd、Cr、
Co、Mn、Fe、Cu、Al、Pb、Ti，其儀器偵測
極限如表2。

表2　各重金屬分析之偵測極限
分析項目 Ni Cd Cr Co Mn
偵測極限 0.00004 0.0008 0.00013 0.0031 0.0008
分析項目 Fe Cu Al Pb Ti
偵測極限 0.0031 0.0048 0.0015 0.0133 0.00005
單位：μg/m3

4.  選取之金屬製品製造業場所

本研究選取5家金屬製品製造業進行採
樣，金屬製品製造業廠作業時間為每日8:00-
17:00，其製程與廠區平面分配如圖1-5所示，
各廠家製程分佈圖如圖1-5所示，本計畫採樣
時間於106年5月1日至10月30日期間進行。雖
金屬製品製造業種類眾多，本研究選擇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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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鍍、車床、與噴砂製程進行採樣評估，各

場所說明如下，金屬製品製造業1為金屬模具
製造業（主要製程為電鍍與傳統車床）；金屬

製品製造業2為其他金屬加工製造業（CNC車
床）；金屬製品製造業3為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傳統車床）；金屬製品製造業4為其他金屬
加工製造業（電鍍）；金屬製品製造業5為其
他金屬加工製造業（噴砂）。不管是傳統車床

或是CNC車床皆有使用切削油，且電鍍製程皆
有機械拋光等前處理。

圖1　金屬製品製造業1之作業區平面圖

圖2　金屬製品製造業2之作業區平面圖

圖3　金屬製品製造業3之作業區平面圖

圖4　金屬製品製造業4之作業區平面圖

圖5　金屬製品製造業5作業區平面圖

結果與討論

1. 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粉塵分佈特性

本研究針對5家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
進行總粉塵與可呼吸性粉塵進行採樣，採樣點

設置於4類作業區域以及室外1點，表3-表7即是
採樣分析之結果。

金屬製品製造業1為金屬模具製造業，主
要金屬加工區之製程為電鍍前處理與傳統車

床，其各作業區域粉塵採樣結果如表3所示，
另作業環境中環境特性溫度為27.8~36.7℃；濕
度為53.1~68.6%；CO2為650~747 ppm；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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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8~0.263 m/s；金屬加工區換氣率為1.05 (1/
hr)。

結果可知場所1之作業環境總粉塵濃度範
圍為0.13~1.57 mg/m3

；平均為0.67 mg/m3
，可

呼吸性粉塵濃度範圍為0.043~0.54 mg/m3
；平

均為0.22 mg/m3
。由結果可知4類作業區域中總

粉塵與可呼吸性粉塵濃度最區域均落在金屬加

工區，與其它作業區域相比，電鍍前處理與傳

統車床作業的確會造成粉塵濃度的增加。

表3　 金屬製品製造業1作業環境粉塵污染分布
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總粉塵 可呼吸性粉塵
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1-A 0.13 0.043 33.1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1-B 0.27 0.055 20.4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1-C 1.03 0.37 35.9 

採樣點1-D 1.57 0.54 34.4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1-E 0.33 0.11 33.3 

平均值 0.67 0.22 32.8
室外區 採樣點1-F 0.057 0.028 49.1 

* 濃度單位：m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1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1

總體N=12

金屬製品製造業2為其他金屬加工製造
業，主要金屬加工區之製程為CNC車床，其各
作業區域粉塵採樣結果如表4所示，另作業環
境中溫度為33.3~34.6℃；濕度為62.1~65.7%；
CO2為460~565 ppm；風速0.164~0.294 m/s；金
屬加工區換氣率為0.92 (1/hr)。

結果顯示場所2之作業環境總粉塵濃度範
圍為0.45~0.97 mg/m3

，平均為0.74 mg/m3
；可

呼吸性粉塵濃度範圍為0.21~0.41 mg/m3
，平均

為0.29 mg/m3
。進一步觀察場所2內作業環境之

粉塵污染分布狀況，金屬加工區為總粉塵與可

呼吸性粉塵濃度最高之製程區域。

表4　 金屬製品製造業2作業環境粉塵污染分布
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總粉塵 可呼吸性粉塵
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2-A 0.45 0.21 46.7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2-B 0.57 0.23 40.4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2-C 0.87 0.35 40.2 

採樣點2-D 0.97 0.41 42.3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2-E 0.83 0.27 32.5 

平均值 0.74 0.29 39.2 
室外區 採樣點2-F 0.12 0.023 19.2 

* 濃度單位：m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2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2

總體N=12

金屬製品製造業3為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主要金屬加工區之製程為傳統車床，其各作業

區域粉塵採樣結果如表5所示，另作業環境中
溫度為32.8~34.2℃；濕度為62.1~66.8%；CO2

為483~985 ppm；風速0.164~0.294 m/s；金屬加
工區換氣率為1.22 (1/hr)。

分析結果可知，場所3中總粉塵與可呼吸
性粉塵濃度範圍在0.42~1.28 mg/m3

與0.11~0.39 
mg/m3

。整體而言，金屬加工區粉塵濃度與可

呼吸性粉塵濃度均是最高，同樣顯示出傳統車

床製程會造成作業區域粉塵濃度之增加。

表5　 金屬製品製造業3作業環境粉塵污染分布
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總粉塵 可呼吸性粉塵
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3-A 0.42 0.11 26.2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3-B 0.95 0.33 34.7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3-C 1.28 0.37 28.9

採樣點3-D 1.03 0.39 37.9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3-E 0.85 0.15 17.6

平均值 0.91 0.27 29.7
室外區 採樣點3-F 0.15 0.032 21.3

* 濃度單位：m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3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3

總體N=12

金屬製品製造業4為其他金屬加工製造
業，主要金屬加工區之製程為電鍍前處理，其

各作業區域粉塵採樣結果如表6所示，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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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溫度為34.7~35.7℃；濕度為56.5~60.6 
%；CO2為451~597 ppm；風速0.118~0.258 
m/s；金屬加工區換氣率為1.15 (1/hr)。實驗
結果可以發現，場所4中總粉塵濃度範圍為
0.56~1.38 mg/m3

；平均為0.95 mg/m3
，可呼吸

性粉塵濃度範圍為0.21 ~0.54 mg/m3
；平均為

0.37 mg/m3
。總粉塵與可呼吸性粉塵濃度最高

區域均在金屬加工區，此場所之金屬加工區域

製程為電鍍前處理，顯示此作業也會造成粉塵

濃度上升。

表6　 金屬製品製造業4作業環境粉塵污染分布
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總粉塵 可呼吸性粉塵
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4-A 0.56 0.21        37.5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4-B 0.89 0.36 40.4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4-C 1.04 0.47 45.2 

採樣點4-D 1.38 0.54 39.1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4-E 0.87 0.27 31.0 

平均值 0.95 0.37 38.9 
室外區 採樣點4-F 0.12 0.045 37.5

* 濃度單位：m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4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4

總體N=12

金屬製品製造業5為其他金屬加工製造
業，主要金屬加工區之製程為噴砂，作業環

境是開放式，有通風設備，其各作業區域粉

塵採樣結果如表7所示，另作業環境中溫度
為29.3~30.0℃；濕度為49.2~51.3%；CO2為

347~400 ppm；風速0.013~0.075 m/s；金屬加
工區換氣率為0.96 (1/hr)。分析結果發現場所5
之作業環境中總粉塵濃度範圍為2.56~ 6.95 mg/
m3
；平均為4.51 mg/m3

，可呼吸性粉塵濃度範

圍為1.01~2.15 mg/m3
；平均為1.54 mg/m3

。作

業場所5是本研究選取之5處作業環境中濃度最
高區域，噴砂作業場所之總粉塵與可呼吸性粉

塵濃度最高。

表7　 金屬製品製造業5作業環境粉塵污染分布
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總粉塵 可呼吸性粉塵
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5-A 2.56 1.01 39.5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5-B 5.76 1.78 30.9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5-C 6.95 2.15 30.9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5-D 2.78 1.23 44.2

平均值 4.51 1.54 34.1
室外區 採樣點5-E 0.58 0.23 39.7

金屬加工區
(噴砂作業時
間，兩小時)

採樣點5-C 11.17 4.31 38.6

* 濃度單位：m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5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5

總體N=14

彙整作業場所1-5之結果，可以發現總粉
塵與可呼吸粉塵濃度最高均是出現在金屬加工

區，顯示車床、電鍍與噴砂製程均會造成粉塵

的產生，若進一步細分不同製程，可以發現車

床與電鍍所產生之粉塵量大致相仿，而噴砂作

業產生之粉塵量是最高的，這個部分可能是由

於噴砂過程是直接將物料噴灑在物體上，粉塵

大量的逸散出來，由結果來看雖八小時平均濃

度未超過法規標準，不過作業並不是八小時均

在施做，因此在實際噴砂的過程（兩小時）可

能會有高濃度粉塵產生，因此本研究針對場所

5之金屬加工區進行噴砂作業時之總粉塵與可
呼吸性粉塵採樣，以瞭解在僅有噴砂作業之短

時間而非整天八小時之採樣，是否會有大量之

粉塵產生，實驗結果可以發現（表7所示），
總粉塵濃度為11.17 mg/m3

以及可呼吸性粉塵為

4.31 mg/m3
，這表示在實際噴砂過程中總粉塵

濃度是高於八小時之法規標準，不過由於噴砂

實際僅是兩小時，因此結果並非八小時的工作

平均，但仍可得知作業過程產生大量的粉塵危

害。

另，以可呼吸性 /總粉塵比例來看，5個
作業場所此比例均落在30-47%間，均未超過
50%，這顯示金屬製品加工業作業過程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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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粉塵貢獻者在於總粉塵非可呼吸性粉塵，

這與製程特性有關，車床、電鍍與噴砂均非極

精細金屬製程，因此產生之粉塵顆粒是偏於較

大顆粒。

2.  金屬製品加工業作業環境粉塵中重金屬

分佈特性

本研究為了解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環境總

粉塵與可呼吸性粉塵中重金屬的成分與含量，

故將採樣後之濾紙進行重金屬成分分析，整體

場所1-5之粉塵中重金屬成分與含量如表8-12所
示。

結果顯示，場所1中粉塵中所含之重金屬
成分包含Ni、Cd、Cr、Mn、Fe、Cu、Al，
其中濃度最高成分為Fe（總粉塵Fe平均濃度
9.5±6.2 μg/m3

）；場所2重金屬成分則是Ni、
Cr、Mn、Fe、Cu、Al、Pb，其中濃度最高
成分為Fe（總粉塵Fe平均濃度14.2±4.3 μg/
m3
）；場所3重金屬成分則是Ni、Cr、Mn、

Fe、Cu、Al、Pb，其中濃度最高成分為Fe（總
粉塵Fe平均濃度29.9±9.1 μg/m3

）；場所4重金
屬成分則是Ni、Cr、Mn、Fe、Cu、Al、Pb、
Ti，其中濃度最高成分為Fe（總粉塵Fe平均濃
度12.5±3.8 μg/m3

）；場所5重金屬成分則是
Ni、Cd、Cr、Co、Mn、Fe、Cu、Al、Pb、
Ti，其中濃度最高成分為Fe（總粉塵Fe平均濃
度3482.2±2015.3 μg/m3

）。以法規重金屬濃度

標準來看，場所1-5之粉塵中重金屬濃度均未超

過法規標準。

若與過去相關研究比較，可以發現在粉

塵中重金屬成分與其它研究相類似的。鄭與

張(2009)針對噴砂作業勞工重金屬有害物暴露
調查研究中，現場所採空氣微粒樣本之重金屬

粉塵成分為最高者Fe相似[7]。張(2017)研究金
屬工具製品作業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3家作
業環境中，A廠主要金屬粉塵暴露成分為Al、
Cr、Cu、Fe及K；B廠為Al、Fe、Mn、Mg及
Zn；C廠為Cu、Fe、Mn、Ni及Zn，其中也是
以Fe的金屬濃度為最高[8]。

整體來看，場所1-5中不論總粉塵或是可
呼吸性粉塵，其中重金屬成分最高均是Fe，這
與金屬製品特性有關，鐵是這類製品最主要成

分；同時就每一作業場所中主要分析之重金屬

成分來看，有主要相同的成分，不過有些成分

在其它作業環境中就未分析出，例如場所4與5
中重金屬含有鈦，這應是與其品成分有關。另

由作業區域來看，場所1-5中重金屬濃度最高區
域都在金屬加工區，這顯示在製程的過程中產

生的粉塵中也是重金屬主要的貢獻來源。若以

不同製程來區隔，場所1-3都有車床製程，這3
場所重金屬濃度其實是相近的；同樣場所1與4
金屬加工區製程為電鍍，也是同樣特性；在場

所5的部分，其金屬加工區為噴砂作業，整體
重金屬濃度就明顯高於其它4家，主要原因即
是，噴砂過程直接產生大量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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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金屬製品製造業1作業環境粉塵重金屬濃度分布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粉塵類型 Ni Cd Cr Co Mn Fe Cu Al Pb Ti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1-A
總粉塵 ND ND ND ND 1.05 3.65 1.78 2.45 ND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ND 0.58 ND 1.26 ND ND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1-B
總粉塵 1.51 0.77 ND ND 1.12 4.32 2.05 3.12 ND ND
可呼吸性 0.58 ND ND ND ND 1.12 ND 1.26 ND ND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1-C
總粉塵 3.67 1.42 1.58 ND 2.56 15.65 5.65 6.79 ND ND
可呼吸性 1.05 ND ND ND 0.64 4.32 2.54 2.12 ND ND

採樣點1-D
總粉塵 4.56 3.21 3.51 ND 3.67 18.25 5.65 7.63 ND ND
可呼吸性 1.26 ND ND ND 1.05 4.56 2.78 2.54 ND ND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1-E
總粉塵 2.05 1.42 ND ND 1.12 5.65 1.43 3.12 ND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ND 1.12 ND 1.51 ND ND

*濃度單位：μ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1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1總體N=10

表9　金屬製品製造業2作業環境粉塵重金屬濃度分布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粉塵類型 Ni Cd Cr Co Mn Fe Cu Al Pb Ti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2-A
總粉塵 ND ND ND ND 4.32 11.54 5.61 1.65 1.65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1.26 3.67 1.58 ND ND ND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2-B
總粉塵 1.26 ND 2.54 ND 5.43 9.11 7.24 6.34 2.45 ND
可呼吸性 ND ND 0.58 ND 1.58 4.32 2.31 1.58 0.58 ND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2-C
總粉塵 3.21 ND 5.22 ND 9.14 16.54 9.87 8.83 5.65 ND
可呼吸性 1.12 ND 1.56 ND 3.67 5.65 3.33 2.26 1.65 ND

採樣點2-D
總粉塵 3.51 ND 6.32 ND 11.54 21.45 12.45 9.52 3.67 ND
可呼吸性 1.26 ND 2.26 ND 4.32 7.56 4.57 2.65 1.26 ND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2-E
總粉塵 0.58 ND 1.78 ND 8.65 12.56 6.34 4.54 2.54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1.65 2.54 1.75 1.65 0.58 ND

*濃度單位：μ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2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2總體N=10

表10　金屬製品製造業3作業環境粉塵重金屬濃度分布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粉塵類型 Ni Cd Cr Co Mn Fe Cu Al Pb Ti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3-A
總粉塵 ND ND ND ND 9.08 24.26 11.79 3.47 2.39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2.65 7.71 3.32 ND ND ND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3-B
總粉塵 1.83 ND 3.68 ND 11.41 19.15 15.23 13.33 3.55 ND
可呼吸性 ND ND 0.84 ND 3.32 9.08 4.86 3.32 0.84 ND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3-C
總粉塵 4.65 ND 7.57 ND 19.21 34.77 20.75 18.56 8.19 ND
可呼吸性 1.62 ND 2.26 ND 7.71 11.88 7.00 4.76 2.39 ND

採樣點3-D
總粉塵 5.09 ND 9.16 ND 24.26 45.10 26.17 20.01 5.32 ND
可呼吸性 1.83 ND 3.28 ND 9.08 15.89 9.61 5.57 1.83 ND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3-E
總粉塵 0.84 ND 2.58 ND 18.18 26.40 13.33 9.54 3.68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3.47 5.34 3.68 3.47 0.84 ND

*濃度單位：μ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2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2總體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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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金屬製品製造業4作業環境粉塵重金屬濃度分布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粉塵類型 Ni Cd Cr Co Mn Fe Cu Al Pb Ti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4-A
總粉塵 ND ND ND ND 3.37 10.16 4.94 1.45 1.45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0.98 3.23 1.39 ND ND ND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4-B
總粉塵 0.98 ND 1.98 ND 4.24 8.02 6.37 5.58 2.16 0.98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1.23 3.80 2.03 1.39 0.51 ND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4-C
總粉塵 2.50 ND 4.07 ND 7.13 14.56 8.69 7.77 4.97 2.50
可呼吸性 0.87 ND 1.22 ND 2.86 4.97 2.93 1.99 1.45 0.87

採樣點4-D
總粉塵 2.74 ND 4.93 ND 9.00 18.88 10.96 8.38 3.23 2.74
可呼吸性 0.98 ND 1.76 ND 3.37 6.65 4.02 2.33 1.11 0.98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4-E
總粉塵 ND ND 1.39 ND 6.75 11.05 5.58 4.00 2.24 ND
可呼吸性 ND ND ND ND 1.29 2.24 1.54 1.45 ND ND

*濃度單位：μ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2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2總體N=10

表12　金屬製品製造業5作業環境粉塵重金屬濃度分布狀況
採樣點位置與編碼 粉塵類型 Ni Cd Cr Co Mn Fe Cu Al Pb Ti

原料存放區 採樣點5-A
總粉塵 1.62 ND 1.13 5.12 10.62 1,250.1 5.42 33.21 2.83 1.96
可呼吸性 0.56 ND ND 1.51 2.31 211.3 1.23 4.78 ND ND

前置作業區 採樣點5-B
總粉塵 8.52 1.5 6.7 28.5 105.7 4,005.6 20.1 153.2 11.5 6.9
可呼吸性 1.43 ND 1.53 5.19 14.31 557.3 3.24 20.87 3.67 1.56

金屬加工區 採樣點5-C
總粉塵 9.6 2.3 8.9 33.1 120.8 6,519.3 25.9 219.3 20.6 7.5
可呼吸性 2.17 ND 2.54 6.73 12.65 703.1 4.32 33.67 5.43 2.11

成品包裝區 採樣點5-D
總粉塵 3.3 1.1 2.5 11.2 50.6 2,153.7 6.3 46.3 6.9 3.1
可呼吸性 ND ND ND 2.13 16.32 106.43 1.55 5.43 1.89 ND

*濃度單位：μg/m3
；金屬製品製造業4各製程區域n=2，金屬製品製造業4總體N=8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5家金屬製品製造業作業
場所總粉塵濃度在0.25~4.51 mg/m3

之間；呼吸

性粉塵濃度在0.12~1.54 mg/m3
之間。在不同作

業區之總粉塵及可呼吸性粉塵濃度採樣結果可

知，金屬加工處理區是濃度較高區域。由總粉

塵與可呼吸粉塵內重金屬之成分分析可知，金

屬製品製造業廠樣本含有Ni、Cd、Cr、Co、
Mn、Fe、Cu、Al、Pb、Ti等重金屬，其中粉
塵中重金屬濃度均是以Fe濃度為最高。場所5
之噴砂製程是5場所作業環境中粉塵濃度最高
區域。據研究數據，雖作業環境中8小時採樣
結果顯示均未超過法規標準，但2小時的採樣
結果顯示會有短時間高濃度的微粒濃度出現。

建議可於人員作業場所區域加裝通風設備，增

加換氣效果以降低改善環境懸浮微粒濃度，或

配戴可行的呼吸防護具等防護裝備，以加強個

人職業之安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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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work investigated th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 includ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dust concentrations, and heavy metal composition in the dust, i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met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In this work, 5 met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had been chosen for regional sampling. The sampling methods of total 

particulate and respirable particulate was following the standard methods CLA4002 and CLA4001, 

and heavy metal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recommended method of CLA3011.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otal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s of 5 met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are 0.25~4.51 

mg/m3, and respirable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s are 0.12~1.54 mg/m3, which are all below the 

permit concentration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total and respirable particulate matter in the metal 

processing area were the highest in all sampling area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heavy metal in the 

total and respirable particulate matters, the detected heavy metal were Ni, Cr, Mn, Fe, Cu, Al, and Pb 

are detected. The Fe was the major content.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the Fe in 5 met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were 9.5±6.2 μg/m3, 14.2±4.3 μg/m3, 29.9±9.1 μg/m3, 12.5±3.8 μg/m3
 and 

3482.2±2015.3 μg/m3.

Keywords:   Met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 Respirable particulate, Heavy 

met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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