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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工業發展迅速，各產業工作場所中新興化學品數量及種類劇增，由於時間與資

源有限，化學品在研發、製造、使用、甚至廢棄階段中的安全資訊研究不盡完備，為數眾

多的化學品安全資訊難以標準化等種種因素，勞工於工作場所中受到化學品危害的風險也

與日俱增，可能因不當暴露而對於人體致癌、致敏感、致突變性、致生殖毒性、外因性干

擾生物體內分泌（環境荷爾蒙）等慢性危害等，對於第一線作業人員健康有著莫大的潛在

威脅，我國各產業工作場所也面臨相同的挑戰。

全球各先進國家已意識到此些問題對於勞工健康維護的嚴重性，面對各級大中小型企

業參差不齊的管理形式與能量，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民間所屬相關機構等，透過不同研究

及調查致力於發展新的運用技術及基本評估辦法，以期能克服上述化學品安全管理與使用

執行上的障礙，發展出具經濟有效且易懂易執行的工作場所共通性化學品健康風險評估方

法，希使不同種類作業場所中勞工，可以運用這些評估方法，使工作場所中的作業得到適

當地安全保護。這些評估方法主要是運用標準化的化學品危害分類辨識，考慮勞工現場暴

露程度使用量和物質揮發性等特性，以風險矩陣分類等級，再針對風險等級選擇適合對應

的控制管理措施，加強健康暴露危害控制。

面對眾多化學品種類特性，以及不同企業規模能量與作業現場實務，在眾多不同評估

方法中，傳統廠場中的職業暴露限值（��������	
�����	�����������，���）為基礎之風

險管理的發展速率已明顯的不及，而近年來以結合定性及半定量風險的分級管理（�	
��	��

��
��
�，��）的發展與運用最受到矚目。分級管理策略的模式主要是結合化學品本質危

害和暴露情況，將不同工作場所中的可能化學品運作的健康暴露風險做分級管理，並依此

建議不同層級之管控方法，並建議該類化學物質安全操作的措施。

由於分級管理其實用性及可行性範圍相當大，此策略觀念已被一些國家及國際組織所

認可並採用，包括美國、英國、荷蘭、德國、韓國等國家，也紛紛發展出適用於各種不同

工作場所的分級管理工具版本，國際勞工組織（�
���
���	
������	���������，���）也已提

出一套簡易實用的國際化學品控制工具（�
���
���	
�������������	
��	���		����，����）指

引，以分級管理之概念結合運用 �� 危害分類，評估選擇適合的控制管理措施。由於眾

多國家及組織的投入發展，關於分級管理的半定量風險評估及管理策略的文獻與運用也越

來越多，其結果皆指出在缺乏對較多較完備的化學物質研究試驗出可靠暴露標準前，分級

管理將是評估職業健康暴露危害一個比較整體可行的管理策略，以免在取得可靠的暴露標

準前，忽略了對於可能造成危害的物質做到必要的安全防護作為與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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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 !"世紀末即制訂第一個職業暴露限值以保障勞工健康，當時的措施是於

廠場空氣中採樣並分析化學物質濃度，得到結果後與職業暴露限值做比較。!"#$年美

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	
����
���	���	&��
��
�����
����������'���
����，

%����）公佈其首批 !#(種化學品的暴露限值，名為最大容許濃度（)�������%��	*�����

�	
��
�����	
�），並在 !"+$年改名為恕限值（������	���������,�����，��,�）。在隨後

的幾十年間針對某危害化學物質現場採樣並分析（������
�-�
�-�
��'���）的風險管理方

式，受到許多工業化國家的採用，包括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於 !"".年起依據公告作業環

境測定制度的採用，明確改善了工作場所環境並保障勞工生命健康。

但由於廠場中危害化學品數量急劇的增加，常用危害化學物質在各工業化國家中已超

過數千數萬種，仰賴現場採樣及分析空氣中危害化學物質，隨之與職業暴露限值比較的做

法，在近幾十年間的執行上已越來越難，除了趕不上新興化學物質出現的進度外，以現行

數百種危害化學物質的職業暴露限值，對應於廠場中上萬種化學物質及新興運用形式（如

奈米級材料等），對龐大數量的危害化學品建立相關的職業暴露限值的壓力，已遠遠超過

政府及廠商的能力範圍。由於近年來這些變化的現實，為保障勞工於工作場所中健康危害

的挑戰也越來越大，各國政府組織、民間企業、貿易組織也因此需要籌劃發展出創新可行

的風險管理策略以保障勞工健康及環境。

我國於勞工安全衛生法令中特別訂定「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明確規範作業

環境測定的項目及期限、測定人員、機構及紀錄、實驗室之認證及管理等事項。透過辨識

勞工在作業環境的實態，加以科學化量測勞工的暴露濃度，並據以改善勞工之有害暴露的

程度，達到預防健康危害及保護勞工的目的。目前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對於勞工作業環境測

定要求，主要係根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之規定，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場所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而上述所稱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則包括坑內

作業場所、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所、高溫作業場所、粉塵作業場所、鉛作業場所、四烷

基鉛作業場所、有機溶劑作業場所等。舉例來說，從事粉狀鋁或二氧化鈦之袋裝場所之作

業，應每六個月測定粉塵濃度一次以上；製造、處置或使用丙酮、甲苯等有機溶劑之作業

場所，也應每六個月測定其濃度一次以上。此外，勞委會也訂有「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

害物容許濃度標準」，規定雇主不得使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濃度超過其附表所列的

容許濃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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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參考國際間作法，已建置有作業環境測定制度，但其所指定的化學品僅限於

法規表列的化學物質。對於那些目前尚未有足夠暴露或危害資訊來協助訂定容許濃度標準

的化學品而言，並非不具有危害性，但卻可能因未制定標準而使得其危害性被忽略，使得

勞工接受危害暴露的風險增加。故為了預防這些工作場所中可能潛在危害性的化學品對勞

工健康造成傷害，近年來國際間發展運用的分級管理（��）的觀念，運用 �� 健康危害

分類或歐盟風險片語（/����������，/-������）將化學品分成不同的危害群組，再依據其

使用量及逸散到空氣中的程度（如揮發性或粉塵度），利用風險矩陣將化學品分成四個風

險等級，且每個風險等級都有提供其相對應的建議控制管理措施。希望透過這些建議措施

的採行，降低勞工暴露危害化學品的機率及可能的健康風險，進而達到保護勞工健康的目

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目前也正修法導入廠場應評估化學品的可能健康危害，並依風險程

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為有效控制工作場所危害化學品暴露，英國職業衛生安全署（��������
�� ����'�

������&�，� ）制訂物質健康危害控制要點（�	
��	��	�� �����
������0���	����	�������，

�� ��），以控制工作場所中危害化學物質可能對工作者所致的健康危害，在相關法令

推行多年之後，許多相關調查結果均指出，廠場中對物質的健康危害控制之執行成效尚有

努力空間。為探討原因，� 做了市場調查，以瞭解業界對於 ���的認知及 ���對於

管控措施決定的影響。

英國 � 於 !""1年代的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所在之工作場所之勞工數少於

!1人，此為英國業界主要的企業規模；且並非所有受訪廠商均瞭解物質健康危害控制等

法令，以及小公司對於法令無所適從等因素導致該等法案成效有限。深究其原因為，英國

小企業（員工數小於 +）因為資金的限制、���對小企業較無實質用處，同時礙於人員

的調度等問題，以致於較無法遵循物質健康危害控制及 ���等規範，這些調查結果在很

多國家有著相同的情況，亞洲國家與台灣產業界應也不例外。

有鑑於 ���未能被企業廣泛了解與徹底執行，行政主管單位持續增加 ���數量並

不實際與經濟可行，各國 ���清單多局限於廣泛使用的主要關切物質。而實務上以化學

品的危害特性與使用等其他資訊，即可對工作者提出適當的管控措施建議；因此，國際間

於是建議重新評估 ���風險評估系統，也因此於 !""1年代末期促成了化學品「分級管

理」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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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至 !""1年代 .1年間國際上在風險管理有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以健康危害特性

結合潛在暴露所衍生的一般風險評估與管控策略，此一簡單但影響力深遠的觀念在此時期

開始發展產生。上述策略將廠場中化學物質運作以分級模式做適當的風險管控，即依化學

品有關的健康危害及暴露資訊，結合半定量風險評估方法，並依結果決定適當管理措施。

早期分級管理策略演化的基礎為假設雖勞工會暴露在一些化學品的環境中，但只要存

在幾種明確的方法可以保護他們（如個人防護器具、局部排氣設施），則雖然不能精準

的了解勞工的實際暴露值，但勞工的暴露危害應可被適當的控制。分級管理策略將化學物

質的危害，經由簡單的毒理測試得知測試標的危害（�
��	�
��），並與一系列管控措施連

結。此觀念的應用不僅止於化學品，在其他方面如物理性及人體工學等危害，皆可應用及

延伸。相同的概念透過職業健康促進者、學者、化學工業界、政府機構、專業人員、貿易

組織間的互相交流，使分級管理觀念快速演化並於各國有不同分級管理策略及運用工具的

出現。

分級管理的核心目標為提供一套方法，縱使由非專業人員使用也可以得到相似且良

好的結果，無需仰賴複雜耗時的採樣分析方法與程序，來確定主要暴露源（��'����	�����

�������
�
��）。為達到此目標，分級管理的核心原理包括有 3

4� 相關流程需使勞工容易理解以便於評估及溝通風險。

4� 流程需容易在廠場中執行，執行上的指引必須切合實際。

4� 必要的資訊，如物質安全資料表（) 5 ）與標示需讓勞工可以輕易取得，特別是中

小企業的勞工。

4� 評估流程所其產出之結果與建議值得信賴。

4� 建議的呈現必須透明且具一致性。

由此可知分級管理流程發展的主要組成要素，為能夠容易地將物質的危害性用極易取

得的相關資訊，將其歸類並與危害分類、) 5 對應標示等資訊連結在一起。

!6� 英國（!""(年起）－物質健康危害控制要點（�� ������
�����）

英國職業衛生安全署（� ）制定物質健康危害控制要點（�� ������
�����）

源起於他們意識到因應龐大的化學物質清單，發展���是不切實際的且緩不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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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中小企業本身對於既有的物質健康危害控制（�� ��）不是很瞭解，往往沒有

足夠的資源以符合該法案之規定，評估工作場所中所使用的化學品的風險，尤其勞

工的健康風險。為此 � 特建立一套簡單通用的健康風險評估系統。此策略用以選

擇適合的管控機制，被稱之為物質健康危害控制要點（�� ������
�����）。

英國 � 物質健康危害的控制策略，為首先瞭解化學物質健康危害以及廠場運

作潛在暴露，再實施一般性的風險評估，然後採取管控措施。

�� ������
�����為發展最早的化學品分級管理策略，根據下列簡單易取得的

資訊要點，以指引使用者選擇適當的管理分級（��
��
��）：

4� 執行任務的類型（分 !.種一般層級），例如 3一般通風、儲存、除塵等。

4� 根據化學品危害性將其分配至危害分級 %到 級

4� 依據化學物質揮發性（分 7級）或產生空氣懸浮粒子的潛勢（分 7級）

4� 作業中化學物質的使用量（分 7級）

�� ������
�����接著以管控指引表（�	
��	�������
��������，�� ）的內容形式，

提供具體的工作場所作業程序及建議分級管理作法。在英國 �� ������
�����已成

為保護勞工免於作業場所環境中空氣汙染物危害重要的工具，其原始版本局限於吸

入途徑的暴露及使用於製造過程中的特定化學品，主要為中小企業而發展及納入管

控建議。利害關係人們肯定 � 以管控指引表的形式提供指引，但他們也指出英國

公司內部溝通的不足為另一保護勞工的障礙，進而建議 � 持續強調安全與健康問

題的重要。現行管控指引表資訊可參考 � 網站（***6�	�������
�����6	��6��）。

.6� 德國（!""(年起）－化學品管理指引（���������)�
�����
�������）

德國為全球第三大化學品製造國且為第一大化學品出口國，其在化學品安全

管理與落實為世界領先標竿國家之一。在其國家化學品安全會議計劃（�	
&�
��	
�

8�	9����	
���������� ����'） 裡， 德 國 技 術 合 作 公 司（5�������������������������

����
������:������
������，��:）發展出化學品管理指引（���������)�
�����
��

�����）為化學品安全先期計劃的一部分。化學品管理指引介紹一個方法用以展示及

記錄化學品安全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獲得改善，並在執行面上與國際標準

接軌。其中化學品管理指引其原則包含執行健全化學品管理、增加產品質量、保護

環境、減低勞工健康風險，德國的化學品管理指引已於多個國家地區如阿根廷、印

尼、歐盟國家等地被運用（參見 ***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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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化學品管理指引三步驟中的第一步為確定在製造過程中的危害源（�	��

��	��），例如辨識管理效率差的儲存、處理、使用位置等；第二步驟為製作詳細的

化學品清單，以掌握作業場所中的化學物質種類數量；第三步為從基本風險評估、

管控策略描述、) 5 、危害物質安全標示及圖式中選一個或多個來分類危害物質，

但這些都還是最基本的廠場危害通識作為。

自 .11+年起，德國聯邦理工學院職業安全及健康協會（�����
���
����
������

����%�����������0��
��%����������0�
，�%�%）為中小企業工作場所風險評估提出一易

於使用的工作場所危害物質管控計劃（�
�������)�<
����
�	
0������������	���，

)=�），以進一步提升保護勞工的健康，此方法為經由) 5 中得到的資訊應用

至基本工作場所運作情況，)=�的使用者可接著運用適當管控策略以減少吸入或

皮膚接觸途徑的暴露。

德國的工作場所危害物質管控計劃（)=�）與英國健康危害物質控制要點

（�� ������
�����）相似。兩者間主要差異為一些 /-8�����危害分級分配的歧異

及更詳細的工具以評估皮膚暴露。典型狀況的管控指引表（�� ）提供通用的管控

策略，於 .112年，通用管控指引頁中補充了化學品在橡膠工業中的專頁。目前在

�%�%網站上公佈的 7$筆 �� �與 �� ������
�����中類似的主題一致。

雖然德國 )=�所提供的指引並不具法律效力，不像英國 �� ������
�����一

樣屬於法規義務，但 )=�受到德國國家危害物質委員會實務指引的充分支持。

)=��.61版新增了 711種屬於德國 ���列管的物質，使用者也可以利用 ��的

危害分組來進行風險評估，也就是原先 ��只是利用 �� 危害分類或 /-������來劃

分其危害群組並僅限於非氣體危害物質，)=��.61則是新增加了利用 ���的數值

大小來分組，讓 ��的運用更廣泛。

該版本有兩種可能的實際運用方式：

.6!�根據該物質空氣中濃度來選擇適當的危害範圍群組，且該範圍應涵蓋其 ���，

其分組級距如下：

群組 粒狀物濃度（��;�7） 氣態物濃度（���）

% !＜ �≦ !1 +1＜ �≦ +11

� 16!＜ �≦ ! +＜ �≦ +1

� 161!＜ �≦ 16! 16+＜ �≦ +

5 1611!＜ �≦ 161! 161+＜ �≦ 16+

 �≦ 1611! �≦ 161+



�	

.6.�選擇低於該物質 ���的群組及相對應的控制措施，即採取高估危害的方式，選

取較嚴格的控制措施。

上述第一種方式，雇主必須實際測量工作場所的空氣中濃度來改善 ���的符

合度，而後者則可免除實際測量。

伴隨著德國 ���列管物質的擴增，使 )=��.61有更多的應用。另外，應

用物質的無影響程度值（5���&���>	���������&��，5>�），)=�也可做為一簡

單工具以得出向歐盟 /%��法規註冊的物質之暴露情境，並可作為 ���之替代

值。�%�%正開發以 )=�為基礎的線上工具，用以協助化學品製造商及進口商完

成 /%��要求，並得出化學品安全報告（� /）之管控策略（�	
��	������������，

� �）及建議管理措施（如合適的 �� �）。

德國另一個運用類似概念而生的選用化學品替代物模式為縱列模式（����

�	���
�)	���）。縱列模式係為德國社會意外保險（ 	�����%�����
���
����
��）所屬

職業安全研究所（�?%）所發展，提供給企業辨識及尋找替代化學物質的一套工具。

它主要是透過一個簡要的方法，比較不同物質及產品的風險層級，決定是否可用來

替代原本產品所使用的化學品。該模組是以六個危害群組為基礎，包括：急性健康

危害、慢性健康危害、火災及爆炸危害、環境危害、暴露潛能、製程危害。使用者

可以根據) 5 中得到的資訊，如 /-������、物理型態、蒸發溫度等，將化學物質

或產品劃分成不同的風險層級，包括極高風險、高風險、中度風險、低風險、可忽

略風險。舉例來說，/-������為 /.$、/.2、/.(者，即劃分為急性健康危害中的高

風險層級。

在無其他適當建議下，縱列模式可協助使用者評估潛在替代物質的相互風險問

題。使用縱列模式只需要) 5 或包裝標示裡的簡短的資訊，並依照下面步驟進行

即可：

@!A�使用者將每一化學品產品名稱填入縱列模式表中。

@.A�參照) 5 取得所需資料。於) 5 第 .項可得知危害等級、/-������、德國

水汙染分類等，於第 "項可得知暴露潛能資訊。於第 7、+、!!及 !.項可獲得其

他更多資訊。

@7A�於每份「縱列模式表」記下所找到的每個產品的資訊，並記下最後一縱列所使用

的程序。

@#A�分別對每一欲進行評估的產品進行以下各縱列比較：



�


4� 急性及慢性危害

4� 環境危害

4� 火災及爆炸危害

4� 可能暴露潛勢

4� 製程可能的危害

然而，選用的替代物質並無法在每個危害群組中都具有相對較低的風險層級，

如替代物質的急性健康危害風險層級可能為低風險，但其環境危害卻為高風險。此

時就須由使用者依據其用途或使用情況，包括是否可以採取相關控制環境危害的措

施，來自行決定是否要進行替代。同時，該方法建議不適用於缺乏皮膚、毒性、致

突變性或過敏效應相關資料的化學品，目前德國 �?%正在進行與 �� 危害分類調和

發展新版本中。

76� 法國（.111年起）－潛在風險等級（/����8	��
�������������'）

法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	
������/��������������� �������，

�>/ ）提出一套以簡單及易取得資訊為基礎的方法，來優化作業場所中的化學品

風險評估，�>/ 指出風險結果（������������）為危害及暴露結合的結果，在化學品

管理方面，風險與產品的毒理特性對應，及暴露與一些要素作連結，包括化學品使

用量、使用情況、產品物理特性、採取的預防措施及暴露持續時間等因子。基於由

) 5 取得到的資訊及標示，化學品根據以下幾點做歸類 3

@!A�危害分類與標示（�-,）；

@.A�使用頻率（�-�,）；

@7A�使用量（�-,）；

@#A�而使用量及使用頻率的得分加起來成為另一分類，稱為暴露潛勢（�	��
������

���	����）（�-,�根據專家建議）；

@+A�危害（5）及暴露潛勢（）的得分則根據下列加乘公式計算：�

加成得分（8�	�������	��）＝ !1�@5-!A�×�76!$�@-!A

專家將所得的結果分數依優先順序分類為 %∼ �（%＝高，�＝中，�＝低），

排序清單可作為工作場所優先關注的對象，如進一步風險評估或管理。

#6� 荷蘭（.117年起）－  �	���
��
����

荷蘭  �	���
��
����為一線上版本的工具，用以使中小企業可以在有化學物質



��

的工作場所中能進行安全評估。 �	���
��
����透過使用一個互動式化學風險管理方

法，將潛在暴露風險納入其管理策略當中。 �	���
��
����並支援危害物質清單維護

的功能，包含風險清單之風險評估及控制、獲取管控措施計劃、製作工作場所指引

頁、協助化學品正確儲存與運作等。

 �	���
��
����的建構是參考德國、澳洲、英國、瑞典及芬蘭等作法發展，企

業主可根據必要物質之健康危害辨識資訊，如原歐盟系統中 /-������的分類，製

作物質危害清單，並回應決定化學品暴露程度的問題，來完成半定量暴露評估。

 �	���
��
����自動計算一個風險總分（�������	��），以完成初步健康風險評估，企

業主再根據風險總分，選擇最適合、最有效的管控措施，進而控制風險至可接受程

度以安全運作。

+6� 挪威（.11.年起）－ =9���/���

由挪威石油工業（>	�*����
�	����
�����'）基於實務經驗，所共同合作發展出

的 =9���/���為一評估化學健康風險的工具。此工具同樣以歐盟 /-�������及安全片

語（�����'��������， -�������）為基礎，將化學品物理特性、化學品處置、技術適

當性、管理措施與個人防護、工作任務的持續程度和頻率列入考量，以管制化學品

暴露。化學品依 /-������和  -������被歸類為 +個健康危害分類中的 !個分類。在

=9���/���應用中定義出 !+個一般作業。風險評估則分為風險潛勢及最後風險兩階

段，這些都可根據採取何種管控機制來調整健康風險值，健康標的物包含肺、內臟

及皮膚等危害。=9���/���除適合生產線管理者或安全健康人員作為一簡要的風險評

估工具，也適合工業衛生人員運用，因它可產出較一致的結果，可使不同的作業場

所會有較一致的管控措施。

$6� 新加坡（.11.年）－半定量風險評估（ B/%）

半定量風險評估（ ���-B��
������&��/����%�������
�， B/%）是由新加坡人力

勞動部所開發，其目的為協助辨識化學危害，評估暴露可能性，確定風險等級，並

優先適當管控，以降低所確定的風險。半定量風險評估的暴露評估措施為監測個人

暴露、選擇暴露評估要素及參數、在設施及製程設計階段運用經驗及理論公式預估

暴露等三個方法來進行。半定量風險評估的風險分級第一級為可忽略風險（
����������

����），而第二級為低度風險（�	*�����），建議定期重新評估及個人空氣中有害物

暴露監測要求。第三級為中度風險（�����������），包含執行及維持控管、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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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評估、決定是否訓練及個人空氣環境監測為必要等措施。第四級為高度風險

（���������），建議執行工程管制、個人空氣中有害物暴露監測、個人防護具（88）

要求及訓練、在所有管控完備之後重新評估風險等。第五級為極高風險（&��'������

����），包含指引使用者諮詢專家建議、確實遵守第四級規範、管控實施之後重新評

估等建議。

26� 比利時（!""(年，.11#年）－ /����	���
�� ��%>

比利時開發並運用一個兩階段的風險評估策略（/����	�），以因應原歐洲化

學指令（��	���
����������%��
���5������&��"(;.#;�），該指令要求公司需評估及

管理工作場所中的化學品風險。為了減少需做風險評估的化學品數量，主要為減少

企業支出。策略第一階段採用法國（�>/ ）根據歐盟 /-8�����、年使用量、使用頻

率等，為潛在風險作排序。接著使用必要物質健康危害控制做法，將中或高風險化

學品進行第二階段評估，藉由簡單的工作情況測試便可讓工廠導入半定量風險評估

（ ���C��
������&��/����%�������
�），同時/����	�策略也培訓了一群顧問（���&�
��	
�

��&��	��），與企業主、員工、勞工共同合作，以協助收集風險評估的資訊。

另一個由比利時所開發的為篩選、觀察、分析、專家（���� ����
�
�D�

�����&���	
D�%
��'���D���������， ��%>）的方法，為一個四階段風險評估與預防

策略，由比利時魯汶大學在 .11#年所發展出來。篩選階段的主要目標為找出工作現

場主要問題，並可以立即解決問題的簡單程序。在觀察階段，較複雜的問題會被更

詳細檢驗。一共九頁的指引透過觀察過程協助勞工及管理階層了解風險。如果在經

過前兩階段之後問題還是存在，則由職業健康專家們執行適當的措施以分析發展合

適解決方案。在最後階段將與諮詢專家以設計更複雜的解決方案或改善現有方案，

如同我國持續執行中的工作場所輔導團專家診斷協助。

(6� 韓國（.112年起）－控制工具箱（=��）

韓國化學品控制工具箱（=	���
��	
��	���		������	�����������，=��）由韓國職

業安全健康局（=	���
���������	
��� ����'��
���������%��
�'，=� �%）發展給中小

企業所使用的線上系統。韓國化學品控制工具箱為一半定量評估策略，對特定的化

學物質所產生的危害提供管控建議（***6�	���6
��;�
���69��）。=� �%計畫將韓

國化學品控制工具箱中的化學物質擴增為 71個，這些化學物質經 =� �%所做的職

業疾病統計和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其經常於韓國引起職業疾病。第一個 =��所依據



��

的調查結果為 .11$年系統性地於 +!$家公司針對正己烷、三氯乙烯、甲基溴化物、

二甲基甲醯胺和 >D>-二甲基乙醯胺、甲苯二異氰酸酯和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及

二氧化矽所做的調查。另一批 $項化學物質及 +!7間公司則於 .112年進行調查，包

含的化學物質為甲苯、苯乙烯、甲醛、丙烯醯胺、鉛和鎳等物質。依據這些調查的

結果可得知高風險之作業程序並發展適當的管控措施。

韓國 =��經由修改英國 �� ������
�����及 ��������而發展出。使用者從

選單中的 !.個化學品運作類別選出 !個類別，接著輸入工作場所的狀況，包含如

/-������、使用量、使用持續時間及頻率、物理化學特性等。再根據演算法結果依風

險等級分 %∼ 及控制分級 !∼ #。使用者可選擇特定的管控工具，特定的程序管

控建議將會被提供。=� �%目前發現勞工對於) 5 中的危害資訊並不瞭解，原

因為其中的資訊由技術術語所編輯而成，因此韓國 =��計劃的最後要項為持續修改

) 5 以符合他們的需要。

"6� 國際勞工組織（���）（.11$年）－國際化學品控制工具箱（����）

由國際勞工組織（�
���
���	
������	���������，���）邀集國際職業衛生協會

（�
���
���	
�����������	
����'���
��%��	�����	
D����%）及來自英國、美國、澳洲、

非洲和亞洲的代表，並以英國 �� ������
�����為基礎，提供中小企業工作場所勞

工之簡要指引，期能預防及減低化學品處置時所可能產生的風險。����也首度採用

聯合國全球化學品分類調合制度（�� ）危害分類定義，結合暴露情況評估簡單的

健康風險，並引導使用者用適當的方法來控制工作場所中的化學品危害。

��������是以分級管理的策略去執行，���也強調使用分級管理是因為政府沒

有辦法針對每一種化學品制定 ���，因此利用國際標準的危害分類 @如歐盟及聯合

國 �� A、使用量、粉塵度（揮發性）等特性，將不同但特性相近的化學物質分為同

一群組，最後再針對每個群組選擇適合的控制措施。����工具共分成以下五個步驟：

4� 步驟一：決定危害分類

4� 步驟二：決定使用量分級

4� 步驟三：決定逸散至空氣中的程度

4� 步驟四：決定風險等級

4� 步驟五：決定適當製程之控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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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風險評估流程圖

步驟一：決定危害分類

針對化學物質做危害分類，依吸入性危害分為 %、�、�、5、五類，另外皮膚和眼

睛接觸分為  類，對照表 !決定常用溶劑的危害群組。若化學物質為農藥，則直接進入

第五步。

表 !：常用溶劑危害群組例

化學物質 危害群組 揮發性
丙酮（%���	
�） %和  中
乙酸丁酯（���'���������） %和  中
柴油（5�����） �和  低
乙酸乙酯（��'���������） %和  中
己烷（����
�） �和  中
異丙醇（��	��	�'�����	�	�） %和  中
甲醇（)����
	�） �和  中
丁酮（)���'�����'�����	
�） %和  中
甲基異丁酮（)���'����	���'�����	
�） �和  中
石蠟（8������
） %和  低
四氯乙烯（8�����	�	���'��
�） �和  中
汽油（8���	�） �和  高
甲苯（�	���
�） �和  中
三氯乙烯（������	�	���'��
�） �和  中
礦油精（E�����������） �和  低
二甲苯（F'��
�） %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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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化學物質既不在表 !列舉內亦非農藥，則判定群組方法可依表 .歐盟 /-������

或以�� 危害分類分配到各群組，而一種化學品的危害可能有%∼群組的吸入性危害，

同時也屬於  群組的皮膚接觸危害。

表 .：依 /-������和 �� 危害分類群組

危害群組 歐盟 /-������ �� 危害分類

%組 /7$D�/7(D�/$+D�/$$
所有未被置於其他群組
的粉塵及揮發物�

急毒性，任何途徑，第 +級
腐蝕 ;刺激皮膚，第 .或 7級
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第 .級
所有未被置於其他群組的粉塵及液體

�組 /.1;.!;..D
/#1;.1;.!;..D/77D�/$2�

急毒性，任何途徑，第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第 .級

�組 /.7;.#;.+D/7#D7+D�/72
/7";.7;.#;.+D/#!D/#7D
/#(;.1;.!;..�

急毒性，任何途徑，第 7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第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第 7級�
（呼吸道刺激）
腐蝕 ;刺激皮膚，第 !級
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第 !級
皮膚過敏，第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重複暴露，第 .級

5組 /#(;.7;.#;.+D
/.$;.2;.(D
/7";.$;.2;.(D
/#1�致癌性 7類 D
/$1D�/$!D�/$.D
/$7D�/$#

急毒性，任何途徑，第 !或 .級
致癌物質，第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重複暴露，第 !級
生殖毒性，第 !或 .級

組 /#.D�/#+D�/#$D�/#"D
/$(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第 !或 .級
致癌物質，第 !級
呼吸道過敏，第 !級

 組
（皮膚及眼
睛接觸）

/.!D/.#D�/.2D�/7#D
/7+D/7$D/7(D/7";.#D
/7";.2D�/#1;.!D
/#!D/#7D�/#(;.!D
/#(;.#D�/$$

急毒性，皮膚接觸，第 !、.、7或 #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皮膚接觸，
第 !或 .級
腐蝕 ;刺激皮膚，第 !、.級�
嚴重損傷 ;刺激眼睛，第 !、.級�
皮膚過敏，第 !級
重複暴露毒性，皮膚接觸，第 !或 .級

步驟二：決定使用量分級

化學品使用量多寡會影響製程中該化學品的暴露量，因此將製程中的使用量納

入考慮。製程中使用的每一批材料用量（或於連續製程中，一天所需的用量），固

體和液體使用量可依表 7判定為小量、中量或大量等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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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化學品使用量

使用量
固體 液體

重量 包裝形態 容量 包裝型態

小量 公克 小袋或瓶子 毫升 瓶罐

中量 公斤 小桶或圓桶 公升 圓桶

大量 公噸 大批 立方公尺 大批

步驟三：決定逸散至空氣中的程度

針對化學物質逸散到空氣中的程度分群組，若為固體化學物質則考慮其粉塵度，

可以依下表 #判定固體粉塵度。

表 #：固體粉塵度

固體粉塵度 定義

低度 為不會碎屑的固體小球。使用時可以看到細小的粉塵，如 8,�小球。

中度 晶體狀或粒狀固體，使用中可以看到粉塵，但很快就下沉，使用後粉塵

留在表面，如肥皂粉。

高度 細微、輕重量的粉末。使用時可以看到塵霧形成，並在空氣中保留數分

鐘，如：水泥、黑煙末、粉筆灰。

若為液體化學物質，則藉由製程溫度和液體沸點對照圖 .判斷化學物質的揮發性，其

沸點可由) 5 第九項物理化學性質得到。圖 .分為高揮發性、中揮發性、低揮發性三

個等級，若查表落在分界上，則應選較高的揮發性。

圖 .：液體揮發性區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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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決定風險等級

利用前面三個步驟的結果，依化學物質危害群組（%、�、�、5、）、使用量、

粉塵度（或揮發性）對照表 +風險矩陣，可判斷出此化學物質在該環境條件下的風

險等級，此數字同時也表示步驟五所需選擇之控制方法（數字越高，風險等級越高，

控制方法等級也越高）。若化學物質同時屬於  組，則在第五步驟對照皮膚接觸性

危害製程控制表單。

表 +：風險矩陣（數字為風險等級）

使用量 低粉塵度或
低揮發性

中揮發性 中粉塵度 高粉塵度或
高揮發性

危害群組 %組

小量 ! ! ! !

中量 ! ! ! .

大量 ! ! . .

危害群組 �組

小量 ! ! ! !

中量 ! . . .

大量 ! . 7 7

危害群組 �組

小量 ! . ! .

中量 . 7 7 7

大量 . # # #

危害群組 5組

小量 . 7 . 7

中量 7 # # #

大量 7 # # #

危害群組 組

危害物 組皆選擇控制方法 #

步驟五：決定適當製程之控制表單

若經步驟一判斷該化學物質為農藥，則對照表 $選擇適當的製程描述決定農藥

危害製程控制表單。若判斷具有  組危害（可能同時具有 %∼ 組危害），則對照

表 2選擇製程控制表單。

若為 %∼ 組吸入性危害，依據步驟四判斷出控制方法，對照表 (選擇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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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由步驟四風險矩陣得到），找出適當的製程描述決定製程控制表單。所

提供的控制方法包括整體換氣、局部排氣、密閉操作、暴露濃度監測、呼吸防護具、

尋求專家建議等。

表 $：農藥危害製程控制表單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稀釋濃縮劑 8!11

施用 @噴和灑 A 8!1!

燻煙 8!1.

使用毒餌 8!17

處置用過的容器 8!1#

表 2：皮膚接觸性和呼吸系統危害製程控制表單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如何減少皮膚與危害物質的接觸  �!11

選用呼吸防護具 /!11

表 (：吸入性危害製程控制表單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控制方法 !

一般原則 !11

袋、瓶、和罐儲存 !1!

大量儲存 !1.

消除空氣清淨器的廢棄物 !17

控制方法 .

一般原則 .11

排氣工作檯或工作櫥櫃 .1!

排氣櫃 .1.

清除空氣清淨器的廢棄物 .17

以輸送帶運送 .1#

填充袋子 .1+

清空袋子 .1$

從囊或袋加料予反應器�
或攪拌器

.12

填裝或清空 ���
@中型散裝容器 A

.1(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填充圓桶 .1"

以唧筒清空圓桶 .!1

粉狀量重 .!!

液體與液體或與固體攪拌 .!.

攪拌固體 .!7

過濾 .!#

篩 .!+

噴漆 .!$

浸泡 ;電鍍槽 .!2

蒸氣除油槽 .!(

盤架烘乾爐 .!"

製成小球 ..1

壓磨顆粒 ..!

控制方法 7

一般原則 711

手套箱 71!

清除萃取器的廢棄物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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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大部分的分級管理策略只能運用於吸入途徑的暴露，及製造過程中所使用的部分

化學品。國際間已經展開擴大其應用範圍之工作，且朝納入其他危害特性如皮膚及眼睛接

觸危害、生產過程所產生危害如空氣中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哮喘源及石綿等方向邁進。

近年來許多研究關於發展皮膚與眼睛化學品接觸的其他風險評估方法，雖然經過專家的研

究發展出一些評估方法，但由於這些方法往往還是太複雜、關鍵評估因子需要專家或受過

教育訓練的人員、某些評估需職業健康專業人員、耗時長、皮膚接觸物質分類太廣泛等限

制而無法運用，���已將皮膚及眼睛接觸暴露採用分級管理方式來評估。

在生產過程所產生危害方面，英國 � 為二氧化矽相關危害製作了一套名為  ������

���
�����的管控指引表（�� ）。由於其符合分級管理的一些主要概念，故  ������

���
�����被視為分級管理應用的一個良好實例。雖然國際間有許多有關於哮喘源於分

級管理應用的合作，但目前尚未發展出類似管控指引表之類的工具。關於石綿則是有

%�����	�����
�����，其包含了 .+個作業指引表（����������
��� �����），針對個人防護

器具、工作環境準備、清除程序等要項作規範，性質類似於 ���������
�����的管控指引表。

雖然分級管理策略在執行上不需要做個人空氣中有害物暴露監測（����	
���

�	
��	��
�），但在驗證及維護上仍是必要的。所以，分級管理策略無法取代或去除個人

暴露監測的必要性，而工業衛生專業人員的角色及實務解決方案資料庫等在應用分級管理

策略時，也應該受到重視並加入專業判斷。此外，分級管理策略無法對全部職業危害提供

適當的評估及管理方案，分級管理策略雖可用以有效執行許多工作場所中之風險評估及管

控解決方案，但並非所有職業危害種類（如：切割夾捲）皆可用分級管理策略解決。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固體轉運 717

高量處理的清空袋子 71#

填充圓筒 71+

清空圓桶 71$

填裝或清空 ���@固體 A 712

填裝或清空 ���@液體 A 71(

填裝或清空槽罐車 @固體 A 71"

填裝或清空槽罐車 @液體 A 7!1

填裝小桶 7!!

製程描述 製程控制表單

以唧筒轉輸液體 7!.

填裝小容器 @袋或瓶 A 7!7

以荷重計量稱固體重量 7!#

以荷重計量稱液體重量 7!+

攪拌固體 7!$

液體與液體或與固體攪拌 7!2

蒸氣除油槽 7!(

控制方法 #

一般原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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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某些情況下，分級管理無法提供必要的經濟有效性及準確性以保護勞工健康，

不可否認的，在某些情況下分級管理可能提供了過多的防護與管控。儘管有這些疑慮，分

級管理策略確實具初階職業風險管理工具的潛力，可成為風險評估分層管理策略（�������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我們會在篩選階段使用較簡單的工具（如分級管

理策略），接著在必要時或特殊情況下採用較複雜的工具。此外，由於分級管理對於個人

保護、訓練等方面規劃較為完善，故必要之物質健康危害控制方法，可採用個人防護、訓

練、健康檢查、危害通識溝通及勞工參與等措施，以輔助分級管理之實施。

此外，於危害分級中標示標語雖然實用，但並不能夠用以取代 ���，例如我國法規

規定與相關要求等。所以在執行風險評估時企業主仍須考慮其他要素，例如健康檢查、實

施作業環境測定等，以確保充分的管控暴露。同樣地，企業主對於其特殊工作場所也應採

取適當的管控措施。分級管理在理想狀況下，於提供執行風險評估及選擇適當管控措施方

面為一實用工具，但必須體認到分級管理策略並非傳統暴露監測及職業暴露限值的完美替

代方案，而是要適度的搭配運用。

暴露評估確實與否關係到分級管理策略的有效性，而大部分分級管理策略一直以來給

外界的疑慮為其主要著重在吸入途徑的暴露，因此，考慮更多其他暴露途徑及毒理標的

（�
�����������	���	�	�������
��	�
��），將可增強分級管理策略的實用性及擴大建議管控選

項的範圍。如要進一步完善分級管理策略，公司可制訂程序以確保適當的評估準確限度

（���C����������
��	�������'），並應依作業實況調整或毒理資料可能變更等變化，適時更

新評估資訊。

另一個執行分級管理的潛在優勢為可廣泛評估現場操作（��������������）的暴露風險，

以提供暴露監測及有效管控之額外資訊。執行分級管理的整體效益，一般可提升事業單位

對化學品暴露危害的防護，同時使政府主管單位、雇主、勞工、專業顧問及社會大眾等利

害關係人都能受益。就分級管理策略角度來看，增加實施暴露評估可回饋修正管理措施的

有效性，且能協助事業單位從制式的參考管理措施中，持續改善並訂定事業單位自有的管

理策略。

廠場化學品分級管理（��）策略以其簡單、易執行、高效率、半定量化、應用層面

廣等優點，受到各國不同產業廣大的迴響。各國運用類似觀念發展適用的策略與工具，採

用 �� 危害分類為基礎，以有效地施行工作場所中的健康風險評估，並依評估結果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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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採取最適合該工作場所的管控措施。此具彈性的一個策略讓大多數的企業可入門使用並

受益。對於企業主而言，分級管理所需的危害及暴露資訊容易取得且評估流程簡易，如此

可節省企業的支出並可快速地評估工作場所中的危害，進一步採取防範措施，相信企業主

也較願意投入運用。對於勞工，分級管理以暴露評估為主要基礎，進行評估並結合採用簡

單易懂的標示如 �� 標示等，使大多數勞工可以很清楚快速得知相關危害並加以避免。

如此一來，於工作場所中多數危害可以獲得控制並改善，勞工的安全及健康也可以更有保

障。

台灣企業大多數由中小企業所組成，與複雜策略相比，經濟簡便且可達到保護絕大多

數勞工之安全健康的策略為可行之道。分級管理此種簡單高效率的風險評估機制非常適合

台灣的企業現況。由於我國相關的配套措施（如 �� 危害分類）皆已完備，使得工作場

所中的危害分級更為容易。此外，分級管理策略已有相當多的國外實例及國際文獻，對於

台灣企業發展自身的分級管理策略必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綜合以上因素，分級管理策略實

為台灣發展工作場所風險評估一個重要參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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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制度之探討，.11$；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7#6�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第二項，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6�國際勞工局對中小企業勞工暴露化學品危害風險評估策略，戴基福，工業安全衛生月刊 ;.11(6#�8(R8.$6
7$6�國內勞工作業場所暴露評估參數研究－化學物質，吳幸娟、李聯雄，.11(；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726�中小企業化學品運作風險評估工具之評估與運用，陳佳君、張詣鑫、李政憲、陳強琛，.1!1；財團法人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年度全國職場工安週之職業安全衛生技術與實務論文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