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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與化學品管理趨勢

余榮彬
jpyu@sahtech.org

2016.11.19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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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業化學品潛在健康危害

►國際化學品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標竿企業特質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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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Risk

PERSISTENT POLLUTANTS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

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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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POLLUTANTS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

飲用水70 ppt
US EPA

2016.05.19

IIIA族
VA族

稀
土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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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gree of Influence

Issues Show Stopper
HIGH 
RESTRICTION 
POTENTIAL

MEDIUM RESTRICTION 
POTENTIAL

List of 
Chemicals or 
Raw 
Materials 
Subject to 
Actual or 
Potential 
Manufacture 
or Use 
Restrictions

Asbestos Materials
Certain glycol ether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Fully halogenated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Carbon tetrachloride
1,1,1 trichloroethane
Halons 1211,1301,2402
Hydrobromofluorocarbons(HBFCs)
HCFC 141b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s) and 
their ethers/oxides(PBDEs)
Cadmium compounds
Lead compounds
Mercury compounds
Hexavalent Chromium compound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
Terphenyls(PCT)
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PCN)
Short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C10-
13,Cl>50%)
Tributyl tin(TBT) and, Triphenyl tin
(TPT) compounds, including
Bis(tributyltin)oxide(TBTO) (NB:TBTO is 
black in Japan)
Certain Azo Colorants

.Hydrochlorofluoro
carbons(HCFCs)
.Perfluorooctyl
sulfonates(PFOS)
.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and its 
salts
.Cadmium 
compounds
.Lead compounds
.Mercury 
compounds
.Hexavalent 
Chromium 
compounds
.Other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Other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Perfluorocompounds(PFCs)
-SF6  -C4F10
-C2F6 -C5F12
-CF4 -C6F14
-NF3 -CHF3
-C4F8 -C3F8
Hydrofluorocarbons(HFCs)
Certain phthalates
Phenols
Perfluoroalkyl sulfonates(PFAS)
Ethylene Oxide
Ethylene Dichloride
Polyaromatic 
hydrocarbons
Antimony Trioxide
Beryllium
Polyvinyl chloride(PVC)
Other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Triethyl arsenate
Anthracene
Cobalt dichloride
Diarsenic pentaoxide
Diarsenic trioxide
Sodium dichromate
Alkanes,C10-13,chloro(Short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Red – restriction only applies to product content; if the material is not ultimately contained in the final product, there 
is no use restriction.
Blue – restriction applies both for process use and containment in final product, but restriction level is higher if 
material is ultimately contained In final product.
Black – Restriction level is the sa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material is included in the final product or merely 
used in the process.
The tool is meant to focus only on the potential for legal limitations on the use of a substance, and is not meant to 
substitute for the broader risk assessment or for the more thorough EHS review performed as part of chemical use 
approval.

RoHS2 (2011/
65/EU) 2015年
6月公告新增4
項鄰苯二甲酸
鹽限制物質，
2016/12/31生
效，2019/7/22

正式實施。
DEHP, BBP, 
DBP, DIBP限

值 0.1%

多環芳香族碳
氫 化 合 物
(PAHs)家族 中
的 苯 并 [a] 芘
(Benzo[a]pyre
ne) 2016/6/20
新 增 至 EU
REACH高度關
切物質(SV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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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s  Sb
Organic meta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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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tial Chemical Bans/Restrictions
� Nanomaterials
as a component of epoxy or solder used in die attach
Metallic nanoparticles (e.g. Cu, Ag), CNTs, graphene, Boron 
Nitride nanotubes and nanoparticles.  Their e-waste
� Indium compounds
US NIOSH: Research is needed to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the 
current REL for protecting workers  from indium-related disease 
and whether indium exposure limits, including biological 
exposures, should apply to all Indium compounds or be 
compound-specific.
� Effective Chemical Exposure Management
rapid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tool, ESH data for new/ 
proprietary chemicals,  process by-products, exposure and 
hazard information,  PPE and engineering control
� Climate Change 
PFC, N2O, carbon footprint
� Green Chemistry

Concerns for Chemicals used in Hi-tech

2006 2012

2007

2014

2009 2011

2018201620102008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杜拜宣言

GHS推動

• 職業安全衛生
• 劇毒農藥風險管理
• 農藥管理制度
• 汽油中鉛的使用
• 鼓勵企業參與/責任制度

• 差異分析與排定優先行動
• 整合性國家管理制度
• 國際合作協議
• 法規、政策面與組織面考量
• 能量建置支援國家管理計劃
• 避免有毒及危險物品非法販輸
• 國家保護區管理

• 減少農藥風險
• 清潔生產
• 風險評估、管理與通識
• 危害資訊資料庫建立與提供
• 化學品安全資訊管理與傳佈

• 化學品生命週期管理
• 建立登錄制度
• 社會/經濟層面的考量

建置GHS危害測試能量

•2020目標：化學品以最
小化不良環境與人類健康
影響的方式被製造或使用

ICCM2

ICCM5

ICCM4

ICCM3

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s Management (I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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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REACH化學品管理法規

註冊

≧1噸/年的
物質

評估
會員國共
同執行

授權
高度關切

物質(SVHC)

限制
化學品使
用的安全

網

單一源頭管制：
既有化學物質(phase-in)+

新化學物質 (non phase-in)

高產量 高危害
優先註冊期程

供應鏈資訊傳遞：
藉由上下游的溝通，
掌握授權物質流向

落日條款：
限時全面淘汰授權物

質

資訊
公開

商業機密
審核

高額授權申請費$$

資訊要求

REACH=Registration(註冊), Evaluation(評估), Authorization(授權), 

Restriction(限制) of Chemicals

特定用途
之限制與

禁用

►公開註冊檔案，已有超過54,000份檔案共計
14,000種物質資訊

►新版階層式資訊公開安排
I.   Infocards

II.  簡短檔案 (Brief Profiles)

III. 原始資料 (Original data) 

16

歐盟REACH化學品管理法規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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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5.24 眾議院表決通過、2016.6.7參議院無異議通過TSCA
修正案(Frank R. Lautenberg Chemical Safe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經歐巴馬2016.06.22簽署生效。

► 對於既有化學物質的審查及管理流程、新化學物質評估方法、
測試要求、化學物質清單及通報的更新、機密資料保護的機制、
聯邦優先權與州際法規及規費的使用等皆有明確地調整及更新，
相關產業輸出到美國以及在美國境內運作將受到新法規的影響。

17

美國化學品管理框架TSCA修法

� U.S. has updated its chemicals management law in 40 years. 
� Require chemical manufacturers to test their products for 

possible risks to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 Allow EPA to request safety data for both new chemicals 

and substances that are already on the market. 
� Allow EPA to collect fees from industry to pay for chemical 

safety evaluations.   (ACS C&EN 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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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措施包括：
•禁止或限制物質製造、加
工或商業經銷活動
•針對物質的特定用途或是
特定濃度來禁止或限制製
造、加工或商業經銷活動
•要求標示及使用說明
•要求記錄保存或測試
•禁止或規範商業用途或棄
置的方式
•指示製造商及加工者通知
經銷商及大眾；或取代/購
回化學物質或混合物

「加速行動」PBT篩選標
準包括：
•物質已列於TSCA工作計
畫；
•持久性與生物蓄積性（兩
項特性的評估積分高，或
其中一項高，另一項高或
中）；
•非金屬、非金屬化合物；
•可能對一般大眾或特定脆
弱族群造成暴露；
•不屬於TSCA 第 5 章審查、
第 4 章 協定範圍，且不是
評估工作所列的問題劑型

韓國化學品管理法規概況
框架

20

化學品管理法規 CCA 化學品註冊和評估法規 K-REACH

• 新化學物質與既有化學物質通

報/註冊

• 危害與風險評估

• 供應鏈中化學資訊溝通

• 含有危害物質產品之管理

• 化學相關產品物質確認

• 授權許可物質之申請

• 危害物質的安全管理與許可

• 化學災害預防與應變

原有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T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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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透過SDS傳遞化學品評估結果，雙向溝通
�相同化學物質有義務進行註冊檔案共同提

交 (Joint Submission)
21

註冊註冊年度提報年度提報 具風險疑慮之化
學產品管理

具風險疑慮之化
學產品管理

• 所有新化學物質以及噸
數超過1噸/年之既有化
學物質，每1年進行年度
提報，遞交製造或輸入
總量資訊

• 依據危害性、使用用途
和全國年總量，自韓國
既有化學物質清單中篩
選出優先評估化學物質
• 篩選條件:

� PBT、CMR

� 水生環境毒性物質
� 對人體健康與環境有

危害的毒性化學物質
� 高產量物質

• 產品通報
產品中之危害化學物質
超過 1 噸/年，必須事
先通報危害化學物質名
稱、成份、危害資訊、
以及物質於產品的使用
方式

• 產品風險評估
安全疑慮產品必須進行
產品風險評估

• 所有的新化學物質
以及噸數超過1噸/年
之優先物質，進行註
冊

• 韓國環境部預計分
類出3階段註冊的不
同優先等級

•階段式進行風險評估，
年總量大於100噸優
先執行

韓國化學品管理法規概況K-REACH

日本化學品管理法規概況
化学物質審査規制法(CSCL)

►目的: 
預防化學物質環境污染造成人體健康損害與影響動植物生長
以及族群數目之風險。

►範圍: 
工業用化學品，但不包括已經受食品衛生法、農業化學管理
法、肥料管理法、藥事法等規範管制之化學物質。

►修法演進：

22

1973

首次引進化審法預防持久性、生物蓄積性與毒性化學物質(PBT)造
成的環境污染
新化學物質必須進行上市前評估.
禁止製造或進口PBT化學物質

1986
修法
規範某些持久性，但不具生物蓄積性化學物質，如三氯乙烯、 四
氯乙烯、三丁基錫

2003 修法
規範生態毒性化學物質

2009 修法
既有化學物質分階段風險評估與持續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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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
(預計製造與進口之數量 > 1 

噸)

上市前申報與評估

新化學物質
• 少量
(於日本製造/進口≦1 噸/年) 
• 不具生物蓄積性
(於日本製造/進口≦10 噸/年)
• 中間體
• 低關切聚合物

第一類特定化學物質
30 項物質

(持久性、生物蓄積性、毒性)

監測化學物質
37項物質

(持久性、生物蓄積性)

一般化學品
(約莫28,000項物質)

優先評估化學物質
177項物質

第二類特定化學物質
23項物質

(高毒性、高風險)

上市前之確認

上市

• 僅允許物質必要使用之製造與進口
• 必要時政府得令企業回收物質

• 製造/進口數量須
事先申報

• 必要時政府得令減
少製造/進口量

• 必須標示

• 製造/進口數量須申
報

• 須提報裝運數量之細
節

• 須提報製造、進口、
裝運數量

• 須提報製造/進口量
• 須提報裝運數量之細節

※化學物質數量：2015年10月更新

日本化學品管理法規概況
化学物質審査規制法(CSCL)

勞動部CSNN新化學物質登記平台 環保署化學物質登錄平台

新化學物質之少量、簡易、標準登記之評估報告，
由化學物質登錄中心之統一窗口繳交。再由兩部會會審資料!

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統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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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廠場化學品管理架構

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
運作管理辦法

► 以清單為基礎，設定運作數量或依其危害，要求廠商通報相關
運作資料，以具體掌握高關切化學品之流布，及潛在運作風險
場所運作資訊，並建立以暴露與危害之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機制。

26

► 目前已接收約
25,000筆優先
化學品資訊，
約1,800家廠
商進行報備。

► 廠商透過官方工具，建立報請備查的資料，並登錄資訊至
PRoChem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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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Frontier:  Consumer Chemical Safety

In 1996, South Korean(SK) Oxy RB launched a line of 
humidifier disinfectants that contained a guanidine 
derivative. 
The SK government ordered the products off the 
market in 2011 after they were linked to an epidemic 
of serious lung injur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y 
the end of 2015, at least 95 people had died from 
exposure to the disinfectan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SK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any victims 
were children or pregnant women.
RB was not the only company to supply harmful 
disinfectants in SK. Products contained two specific 
guanidine derivatives—polyhexamethylene guanidine 
and oligo[2-(2-ethoxy)ethoxyethyl] guanidinium
chloride—as active ingredients.  (ACS CEN 2016.05)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標竿企業
常見管理特質摘要

�有感領導與安衛融入企業經營管理文化中。

�個人及部門之安衛績效與年度考核相連結。

�企業自己的安全衛生健康績效卓著。

�企業關懷協助員工居家生活的安全衛生健康。

�企業照護協助承攬商與供應商的安全衛生健康。

�企業關懷協助周遭鄰近廠商的安全衛生健康。

�企業樂於與同業分享安全衛生健康經驗。

�企業熱心其他職業安全衛生健康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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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議摘錄
►高階主管安全衛生健康的承諾及參與，並持續推動
有感的安全衛生領導。

►重視安全衛生的基本功:高架作業安全、高空工作車
作業安全、局限空間作業安全、動火許可、可能的電
力活線作業安全、切割捲夾防護、火災預防、危害物
防護、個人防護具配戴使用等。

►持續加強安全文化，並熱心工安公益。

►落實設備維修保養、製程變更管理、人員訓練與資
格，以消減事故之頻率及嚴重度

►落實風險評估與管理，尤其是新的製程與設備。

►持續加強場區安全管理查核，並加強危險物儲放裝
卸措施之安全性。

►重視設備與管線老化所衍生的風險。

►化學品管理應同步管制CMR物質或替代使用之。

常見建議摘錄 (續)

►持續加強承攬商﹝如內部裝修、維修人員﹞之安衛
告知及檢核。

►加強巡視施工架，缺失應即採取管制及補修措施。

►落實事故(含虛驚)通報、檢討與防範措施等制度。

►宜有措施避免發生與同業近期之相似事故。

►由作業環境監測資料連結至工程控制改善或個人防
護計畫，並做系統性規劃。

►加強人因工程設計與改善，減少骨骼肌肉傷害；導
入防錯設計以減少(夜班)工作疲勞所產生的操作失
誤。

►職業醫師臨場服務宜持續與安衛人員結合，以更有
效鑑別職場危害及推動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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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議摘錄 (續)
►勞工健康檢查發現有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壓、冠
狀動脈系統疾病﹞或其他不適熱環境症狀者，宜適
當調整避免於酷熱天候下作業。

►加強職業衛生暴露評估、工程改善、個人防護（呼
吸防護、聽力保護、皮膚防護）等計畫。

►加強超時工作過勞之分析管理，並掌握改善成效。

►建立更明朗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考量聲音、光線、
氣味及溫度、色彩配置)。

►加強通勤事故之預防。

►廠內實施人車分道，人員通過人行道與車道交接處
時，宜有停聽看(如指認呼喚)行為。

►每年定期提出安環報告，加強安全績效指標內涵。

Source: ISSA , 2006, 2010

0.39
健康

0.14
能力

0.14
價值

0.33
工作

長職涯之關鍵因子Work Ability

工作之環境/管理/內涵/組織

價值/態度/動機(誘因)

資格/知識/權限(決策自由度)/
能力/(實作)技能

身/心/靈之健康



2016/11/23

17

�對勞工依能力、性別、年齡、文化差異、健康特性等

提供多元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以保護勞工

的安全、健康與幸福，期能使勞工在職場上能夠且樂

意貢獻得更久一點。
�ILO主席Guy Ryder: 持續推動與評量安全文化，加強

各措施對各界人士的吸引力；ILO與國際標準組織ISO

的合作 (ISO 45001），透過驗證稽核推廣與職安衛管

理及社會企業責任管理之相關工作。

註: ISO45001預計於2017年年底生效。

2014.09 第20屆國際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WSC觀察

2014.09 第20屆國際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WSC觀察

�西門子強調一切的安衛管理均應保持簡單易懂，使勞

工及小型供應商可有效遵行，而且管理者與勞工均須

了解其職安衛責任，及對公司零災害文化的貢獻。

�SAP公司利用軟體收集分析比較不同區域、部門、特

性之員工的職安衛所需技能、受訓記錄及職場健康資

料，強調員工身心健康的多元管理，及因壓力、憂鬱

症或其他因素造成員工需暫離職場之關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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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業多為化學品的使用者，應要求供應商提供
安全資訊與措施。製程中大宗氫氣、過氧化物，及
有機金屬的安衛應加以注意。而製程中產生的副產
物的危害，尤其是電漿製程，應加以掌了解與防範
控制。

�為維護人體健康與環境，國際化學品管理皆秉持著
嚴謹的危害資訊公開(含本質、操作、釋放、傳播)
及風險管控方針，我國相關法案已邁向與國際接軌。

�職安衛管理系統可協助企業將機會與風險管理到最
適綜效。

�對勞工依能力、性別、年齡、文化差異、健康特性
等，善用資通訊科技提供多元管理，以保護(不同年
齡層)勞動者的安全、健康與幸福，使勞動者在職場
上能夠且樂意貢獻得更久一點。

�歡迎 您來當安衛輔導志工。 (0800-300-636)

結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