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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確保相關防護器具及應變器材之正常運作，特制定本辦法。 

 
2. 範圍： 

本校驗證範圍所屬實（試）驗室、研究室、實（驗）習工廠等工作場所。 
 
3. 定義： 

無。 
 
4. 權責： 

4.1. 環安組：規劃各單位防護具汰換或新購數量、期程，並於請購後發放予各單位。 
4.2. 各單位助理：協助統整該單位內防護具汰換或新購數量。 
4.3. 實驗室負責人：定期實施點檢，發現不堪使用之防護具，應予提出需求進行更新。 

 
5. 內容： 

5.1. 防護具由學校於一定期限內免費給予汰舊換新，若為教職員工個人使用不當或蓄意破壞造成防

護具不堪使用時，經確認後教職員工必須自行購置。 
5.2. 安全事項： 

5.2.1. 防護具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用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2.2. 進入作業現場或管制區前，先行測試個人防護具是否勘用及符合要求，並依其規定配戴。 
5.2.3. 來賓進入相關作業區時，應由實驗室負責人予以說明並要求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5.2.4. 防護具基準數量應為作業人員數或以上之數量。 
5.2.5. 防護具檢點項目由各實驗室負責人自行於【適用場所每日安全衛生檢點記錄表】內增訂，並

上環安管理系統（http://163.21.69.91/SjuWebLab/Login.aspx）填報紀錄。 
5.3. 環境清潔：隨時保持作業區域整潔；並注意個人清潔，如有與相關化學品或有害物質接觸，應

先洗手並擦拭乾淨。 
5.4. 耳塞、耳罩穿戴規範： 

5.4.1. 用途： 
5.4.1.1. 作業環境在噪音 85 分貝之場所，因噪音引起危害之虞。 
5.4.1.2. 特殊工作時（如發電機測試運轉等引起高分貝噪音作業），其工作人員務必帶防護耳

塞（罩）。 
5.4.1.3. 噪音危害之現場巡檢或參觀時。 

5.4.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4.2.1. 配戴時務必清潔手部，以免因弄髒耳塞（罩）而造成耳道污染。 
5.4.2.2. 耳塞為海綿軟體所製成，使用時將耳塞揉至最小直徑，塞左耳時右手自腦後拉開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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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再將耳塞塞入；反之塞右耳時左手自腦後拉開右耳道，再將耳塞塞入，並以手按

住耳塞待其膨脹。 
5.4.2.3. 塞入動作完成後，將兩手蓋住耳使聲音不能進入，如雙手蓋上或離開時所聽到的聲音

一樣，才算是使用適當。 
5.4.2.4. 耳罩之穿戴方式：將耳罩撐開後，直接罩住耳朵即可。 

5.4.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4.3.1. 耳塞（罩）是否髒污。 
5.4.3.2. 耳塞（罩）是否有變形破損。 

5.4.4. 保養： 
5.4.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4.4.2. 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4.4.3. 海綿體破損不堪使用時應更換新品。 

5.5. 安全眼鏡穿戴規範： 
5.5.1. 用途： 

5.5.1.1. 作業環境有外物侵入眼睛引起危害之虞。 
5.5.1.2. 特殊工作時，如化學藥品泡用、裝填、分裝。 
5.5.1.3. 電焊、氣焊、熔切等強光作業時。 
5.5.1.4. 化學物洩漏處理時。 
5.5.1.5. 加油作業。 
5.5.1.6. 其它可能有外物侵入眼睛之作業。 

5.5.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5.2.1. 配戴時務必戴正，以不影響視線，不易鬆脫，且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為宜，以免影響

工作安全。 
5.5.2.2. 應確實使外物不能進入安全眼鏡內。 
5.5.2.3. 鏡片材質必須不會破裂分離，以免破裂致碎屑傷眼。 
5.5.2.4. 選用正確類型的安全眼鏡，以免影響視線。 

5.5.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5.3.1. 鏡片務必完好無裂痕，以免破裂致碎屑傷眼。 
5.5.3.2. 如鏡片有水氣務必擦拭乾淨，避免影響視線。 
5.5.3.3. 鏡片是否有磨損或老化現象。 

5.5.4. 保養： 
5.5.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5.4.2. 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5.4.3. 安全眼鏡上如有斑點、暇疵等，會影響視力和作業時，應立即更換。 

5.6. 防護手套、手袖穿戴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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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用途： 
5.6.1.1. 搬運、拆裝作業（如桶裝化學藥品搬運）及分裝等有引起手部危害之虞。 
5.6.1.2. 其他作業（如電力、高溫、電焊有致手部危害之虞時），其工作人員務必戴防護手套。 

5.6.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6.2.1. 選用正確類型手套以免手部造成傷害。 
5.6.2.2. 配戴時以不影響手部活動，不易鬆脫以免防礙工作安全。 
5.6.2.3. 應確認防護手套足以提供手部適當之保護。 

5.6.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6.3.1. 棉紗手套指頭務必完好無破損，以免傷害手部。 
5.6.3.2. 橡膠手套務必完好無破損，以免滲入化學液傷害手部。 
5.6.3.3. 皮手套手握部位務必完好無破損，以免傷害手部。 
5.6.3.4. 棉紗、皮手套是否有磨損，橡膠手套是否有劣化現象，若不堪使用時應即更換。 

5.6.4. 保養： 
5.6.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6.4.2. 橡膠、皮手套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6.4.3. 不可放置於高溫或高溼處。 

5.7. 安全帶（索）穿戴規範： 
5.7.1. 用途： 

5.7.1.1. 高架作業如作業高度 2 公尺以上，有引起墜落危害之虞。 
5.7.1.2. 進入局限空間作業高度 2 公尺以上之槽體時，有引起墜落危害之虞。 

5.7.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7.2.1. 選用正確類型安全帶（索）以免引起墜落危害。 
5.7.2.2. 配戴時以不影響作業活動，不易鬆脫以免防礙作業安全。 
5.7.2.3. 應確認安全帶於腰後適當之保護。 

5.7.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7.3.1. 安全帶是否有破裂痕跡。 
5.7.3.2. 扣環、卯釘金屬部份是否有劣化現象影響安全。 
5.7.3.3. 安全索是否有磨損。 
5.7.3.4. 有劣化現象或不堪使用時，應立即更換。 

5.7.4. 保養： 
5.7.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7.4.2. 安全索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7.4.3. 不可放置於高溫或高溼處。 

5.8. 呼吸防護具配戴規範： 
5.8.1.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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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 若化學物質濃度超過容許濃度或作業環境測定濃度過高之作業場所，應配戴呼吸防護

具。 
5.8.1.2. 若有機溶劑之濃度超過容許濃度或作業環境測定濃度過高之作業場所，應配戴適當之

過濾式呼吸防護具。 
5.8.1.3. 化學物洩漏處理時。 

5.8.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8.2.1. 選用正確類型呼吸防護具以免引起危害。 
5.8.2.2. 配戴時以不影響作業活動，不易鬆脫以免防礙工作安全。 

5.8.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8.3.1. 防護具是否劣化現象或不堪使用、有完全密合，避免危害物質滲入。 
5.8.3.2. 濾罐或濾布是否於有效期限內，並尚未失去其功效。 
5.8.3.3. 空氣瓶是否於有效期限內（保存期限 7 個月），其含氣量不低於 5%。 

5.8.4. 保養： 
5.8.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8.4.2. 面罩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8.4.3. 不可放置於高溫或高溼處。 

5.9. 防護衣使用規範： 
5.9.1. 用途： 

5.9.1.1. 有機溶劑相關作業（分裝、填充、搬運）。 
5.9.1.2. 化學物洩漏處理時。 

5.9.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5.9.2.1. 配戴時以不影響作業活動，不易鬆脫以免防礙工作安全。 

5.9.3. 每日使用前應檢查項目： 
5.9.3.1. 防護衣是否有磨損、或劣化現象，若不堪使用時應即更換。 

5.9.4. 保養： 
5.9.4.1. 若有髒污時，可用肥皂清洗後，置於陰涼通風處涼乾。 
5.9.4.2. 不可使用溶劑清洗，或以加熱方式快乾以防劣化。 
5.9.4.3. 不可放置於高溫或高溼處。 

 
6. 參考資料 

無。 
 
7. 使用表單 

7.1. 適用場所每日安全衛生檢點記錄表 EN-03-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