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化學品運作說明會 

環安衛中心 吳佳芬約用技術員(分機：4222) 105/12/28 





目的 

一.建立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二.建立實驗場所貯存之化學品種類。 

三.建立實驗場所貯存之化學品重量。 

四.建立化學品分級管理措施。 

五.建立管制性化學品運作概況。 

六.建立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概況。 

2.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3.危害性化學品每季數量統計表 

1.安全資料表 

5.管制性化學品使用調查表 

6.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資料表 

7.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表 

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執行表 

應置備文件 





一、化學品規定 

• 勞動部於97年至102年期間，針對較常用及危害性較高之危害性化學品，
分3次公告適用該制度之分類及標示，前3次公告計有3,171種危害性化
學品。勞動部再公告自105年1月1日起擴大全面適用，我國目前危害性
化學品約有19,000種。 

• 有鑑於全球調和制度(GHS)已於我國全面適用，本校
實驗場所儲存之化學品，一律應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法
規要求。 

• 化學品規定：1.置備安全資料表、2.張貼危害圖示、
3.置備危害性化學品清單、4.置備危害性化學品每季
數量統計表。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1. 實驗場所應置備一份危害性化學品清單，清楚列出
實驗場所儲存多少種類化學品。 

2. 實驗場所有新增或異動化學品時，應立即更新危害
性化學品清單。 

3. 實驗場所應妥善保存危害性化學品清單，並於每年3
月、6月、9月、12月10日前上傳電子檔案至暨大實
驗室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自行設定，請與暨大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內設定相同。 

任一時間於實驗場
所內儲存之最大量。 



危害性化學品每季數量統計表 

1. 有儲存化學品之實驗場所，務必向本中心申請教育
部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帳號、密碼，執行線上化
學品儲存量登記。 

2. 實驗場所購入、使用、廢棄化學品時，應至教育部
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更新儲存量。 

3. 實驗場所填寫危害性化學品每季數量統計表（請由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執行EXCEL轉檔後製作
本表格），並於每年3月、6月、9月、12月10日前交
予本中心。 

http://chem.moe.edu.tw/
http://chem.moe.edu.tw/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路徑:>報表區>化學品清單>EXCEL轉檔 



化學品ID係由教
育部化學品管理
及申報系統自行
產生。 

EXCEL檔案 

執行複製、貼上，
立刻完成本表格。 



二、執行化學品分級管理措施 

• 實驗場所於運作化學品前，應至化學品分級管理網
站執行評估，列印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執
行表備查，並依評估後風險等級執行分級管理措施。 

• 實驗場所於106年1月31日前，完成現有化學品評估。 

• 化學品分級管理的概念，係指運用GHS健康危害分類來劃分化學品的危
害群組，配合化學品的散布狀況及使用量來判斷潛在暴露程度，並提
供暴露控制措施參考。 

• 如分級後為較高風險等級者，應採取適當工程控制措施；如屬低度風
險者，可採取相關行政管理措施（如人員進出管制、訓練、防護具使
用、設備操作、維護、監督、自主檢查等）。 

• 實驗場所運作危害性化學品前，應先執行化學品分級管理措施，如未
執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可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請點我：CCB

化學品分級管
理網站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AboutCCB.aspx?classid=1


路徑:線上導覽>開始線上導覽/執行>1.建立基本資料 

輸入XXX研究室 



路徑:>2.劃分危害群組:是否知道危害族群? 選否 



路徑:>2.劃分危害群組:選擇查詢本網站內建的危害群組劃分建議 



路徑:>2.劃分危害群組:輸入CAS No. 

例如：二氯甲烷CAS No. 



路徑:>2.劃分危害群組:點擊選取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假如選取化學品的物理狀態為『液體』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請依據化學品製程溫度及沸點來判別其揮發度。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假如選擇製程在室溫下進行，請查詢SDS選擇揮發度。  



 
 

路徑:>4.選擇使用量。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假如選擇製程溫度高於室溫，請輸入沸點、製程溫度。  



 
 

路徑:>5.決定管理方法>下載執行紀錄。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假如化學品的物理狀態為『固體』  
38  



路徑:>3.判定散布狀況:選擇粉塵度  



 
 

路徑:>4.選擇使用量。  



 
 

路徑:>5.決定管理方法>下載執行紀錄。  



輸入製表者、製表日期 

• 實驗場所於106年1月
31日前，完成現有化
學品評估。 

• 本表格應由製表者簽
名及加註日期，並由
實驗場所負責人簽章，
自行保管於實驗場所。 



三、確認化學品是否為管制性化學品 

• 所謂管制性化學品，指本校於運作管制性化學品前，應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之化
學品，非經許可者不得運作。截至105年12月27日止，管制性化學品共有19個分
類。 

• 本中心於105年5月11日，調查本校實驗場所是否有儲存管制性化學品，全數實
驗場所皆回復無運作，但事後卻發現有實驗場所儲存α-萘胺(別名1-萘胺)，該
行為已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可處20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鍰。 

• 本中心再辦理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調查，請有儲存化學
品之實驗場所務必填寫管制性化學品使用調查表，於
106年1月10日前由系辦公室統一彙整後擲回本中心。 

• 定期清查：實驗場所於6月、12月10日前，上傳管制
性化學品使用調查表至暨大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如未上傳資料或所傳資料不正確，後續法律責任由實
驗場所負責。 

• 新增運作：實驗場所填寫管制性化學品運作申請表、
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資料表後交予本中心。 

https://phpweb.ncnu.edu.tw/safetylab/Safety_lab_unit_list_viewlist.php
https://phpweb.ncnu.edu.tw/safetylab/Safety_lab_unit_list_viewlist.php
https://phpweb.ncnu.edu.tw/safetylab/Safety_lab_unit_list_viewlist.php


管制性化學品 

1. 黃磷火柴 

2. 聯苯胺及其鹽類 

3. 4-胺基聯苯及其鹽類 

4. 4-硝基聯苯及其鹽類 

5. β-萘胺及其鹽類 

6. 二氯甲基醚 

7. 多氯聯苯 

8. 氯甲基甲基醚 

9. 青石綿、褐石綿 

10. 甲基汞化合物 

11. 五氯酚及其鈉鹽 

12.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類 

13. α-萘胺及其鹽類 

14. 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類 

15. 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類 

16. 鈹及其化合物 

17. 三氯甲苯 

18. 含苯膠糊［含苯容量占該膠糊之溶劑
（含稀釋劑）超過百分之五者。］ 

19. 含有2至16列舉物占其重量超過百分之一之
混合物(鈹合金時，含有鈹占其重量超過百
分之三為限)；含有17列舉物占其重量超過
百分之○．五之混合物。 



請有儲存化學品之實驗場所
務必填寫管制性化學品使用
調查表，於106年1月10日
前由系辦公室統一彙整後擲
回本中心。 



四、確認化學品是否為優先管理化學品 

• 所謂優先管理化學品，指具有下列危害性應被優先管理之化學品。截至105年12
月27日止，優先管理化學品共有516個分類。 
1. 對於未滿十八歲及懷孕中或生產後未滿一年女性勞工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13種 
2. 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

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83種 
3. 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且其最大運作總量達規定之臨界量，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420種 
• 實驗場所未填寫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表，可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 本中心定於每年四月至九月期間辦理清查，
實驗場所有儲存優先管理化學品者，應填寫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表交予本中心。 



優先管理化學品項目 
(附表一) 對於未滿十八歲及妊娠或分娩後未滿一年女性勞工具危
害性之化學品 

1. 黃磷 

2. 氯氣 

3. 氰化氫 

4. 苯胺 

5. 鉛及其無機化合物 

6. 六價鉻化物 

7.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8.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9. 二硫化碳 

10.三氯乙烯 

11.環氧乙烷 

12.丙烯醯胺 

13.次乙亞胺 

14.含有1至13列舉物占其重量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 

13種 



83種 420種 



相關表格 

請至環安衛中心網頁\表單下載自行下載使
用。 

•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 危害性化學品每季數量統計表 

• 管制性化學品使用調查表 

• 管制性化學品運作資料表 

• 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表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安全資料表取得來源 

1. 實驗場所於購買化學品前應取得安全資料表，無法
取得時不得購買該化學品。 

2. 安全資料表取得來源：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販賣業者
於販賣危害性化學品，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請實
驗場所優先考量向販賣業者索取安全資料表。購
買物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份之混合物時，販
賣業者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並提供安全
資料表。 

 實驗場所可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設置網站下
載取得。 

http://ghs.osha.gov.tw/CHT/masterpage/index_CHT.aspx
http://ghs.osha.gov.tw/CHT/masterpage/index_CHT.aspx


請自行註冊申
請帳號及密碼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GHS網站 

點我 

輸入CAS No.，即可查
詢及取得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3.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實驗
場所工作人員所能瞭解之外文。安全資料表格式應
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第十二條規定。 

4. 實驗場所應將安全資料表存放於實驗場所易取得處，
以利實驗場所工作人員查詢使用。 

5. 實驗場所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
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其內容、
更新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6. 安全資料表請備有電子檔案，並上傳至本中心設置
之暨大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phpweb.ncnu.edu.tw/safetylab/Safety_lab_unit_list_viewlist.php


安全資料表 

請務必填上供應商之名稱、
地址、電話。如有異動適
時更新。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應
與現場使用相符。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 

製表日期單位、製表人應
確實填寫，製表日期應保
持於3年以內。 
 

法源：實驗場所應依實際狀
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
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
三年檢討一次，其內容、更
新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
保存三年。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網址： 

• http://chem.moe.edu.tw/ 

• 忘記密碼時，請由首頁登入處下方進行查詢，
密碼將寄送至設定e-mail。 

http://chem.moe.edu.tw/
http://chem.moe.edu.tw/
http://chem.moe.edu.tw/


新增帳號、密碼 

每間實驗場所設一組帳號、密碼。 

請提供下列資料： 

 系所名稱 

 實驗室名稱：中文全名，勿填簡稱。 

 實驗室負責老師。 

 實驗室分機 

 e-mail 

 設定帳號 

 設定密碼 

新增帳號及密碼，請至本中心網頁\表單下載下載教育部化學品
管理與申報系統帳號申請表，並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http://www.psc.ncnu.edu.tw/infoPage.asp?info_id=3


報表區 

• 報表區常用功能： 

• 化學品清單：查詢化學品名稱及剩餘量，及執行EXCEL轉檔。 

• 化學品基本檔：下載安全資料表。  



 
查詢化學品名稱及剩餘
量，及執行EXCEL轉檔。 



化學品管理區 

• 化學品管理區常用功能 

• 列管毒化物減量：輸入列管毒化物運作量。 

• 一般化學品減量：輸入一般化學品(不含毒化物)運作量。 

• 新增化學品：輸入新購入一般化學品、列管毒化物數量。 

 



 

1.填入使用量 2.儲存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