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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自主管理目的衛生自主管理目的

自我品管

與國際水準一致

提升產業競爭力

確保消費權益

資訊正確且透明

”知”及”選擇”

•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
–維持基本維持基本維持基本維持基本

衛生條件衛生條件衛生條件衛生條件

–防範疾病蔓延防範疾病蔓延防範疾病蔓延防範疾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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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衛生管理基本要求營業衛生管理基本要求
相關衛生管理法令規定

–衛生相關法令：

•營業衛生管理法（草案）

•○○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傳染病防治法

•菸害防制法

•消費者保護法

–行政指導：「營業衛生基準」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2年10月14日疾管愛核
字第1020303366號「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
理注意事項」

營業衛生相關法規營業衛生相關法規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2年10月14日疾管愛核字
第1020303366號「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理注
意事項」，並自即日起廢止「營業衛生基準」

•營業衛生基準(100年9月27日修正)-----營業衛生
管理為地方自治事項，衛生基準作為輔導業者或制
定自治條例參考。(不適用於民宿，民宿係屬家庭
副業，其衛生規範依「民宿管理辦法」第九條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89年12月28日衛署疾管特
字第0890014556號函訂頒之「臺灣省營業衛生輔導
要點」停止適用。

營業衛生管理營業衛生管理--地方自治事項地方自治事項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89年12月28日衛署疾管

特字第0890014556號函訂頒之「臺灣省營業衛生

輔導要點」停止適用。

•95年6月14日衛生署疾管局0950000472號函各縣

市政府及衛生局

•營業衛生管理係地方自治事項,不再由中央立

法,鼓勵各縣市政府制定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立法依據自治條例立法依據
地方制度法地方制度法地方制度法地方制度法民國民國民國民國88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25日總統日總統日總統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華總一義字第華總一義字第華總一義字第
880001785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號令制定公布全文號令制定公布全文號令制定公布全文88 條條條條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9 年年年年 02 月月月月 03 日日日日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第第第第 25 條條條條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 (市市市市) 、、、、鄉鄉鄉鄉 (鎮鎮鎮鎮、、、、市市市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
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授權授權授權，，，，制定自治法規制定自治法規制定自治法規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自治法規經地方立自治法規經地方立自治法規經地方立
法機關通過法機關通過法機關通過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並由各該行政機關並由各該行政機關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公布者公布者公布者，，，，稱自治條例稱自治條例稱自治條例稱自治條例；；；；自治自治自治自治
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並發布或下達者並發布或下達者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稱自治規則稱自治規則稱自治規則。。。。

第第第第 26 條條條條…….直轄市法規直轄市法規直轄市法規直轄市法規、、、、縣縣縣縣 (市市市市) 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
之行政業務者之行政業務者之行政業務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得規定處得規定處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
罰罰罰罰。。。。…….。。。。前項罰鍰之處罰前項罰鍰之處罰前項罰鍰之處罰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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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各地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 金門縣(90)臺北市(90)高雄市(92) 

• 桃園縣(94)連江縣、新竹縣(96) 花蓮縣(97)

• 南投縣(98) 苗栗縣、雲林縣(100) 

• 臺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101/12/27公布
.102/6/27施行)

• 臺中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102/3/25公布
9/25正式施行)

• 「宜蘭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02/3/22待大會二讀(自治條例自公布後六個
月施行。)

2015/6/18

適用之營業種類適用之營業種類 1/21/2

• 旅館業：指經營旅館、觀光旅館之營業。

• 娛樂業：指經營視聽歌唱、歌廳、舞廳、舞場或

其他以固定場所供人視聽、歌唱、跳舞、遊樂之

營業。

• 電影片映演業：指以發售門票放映電影片為主要

業務之營業。

2015/6/18

適用之營業種類適用之營業種類 2/22/2
• 美容美髮業：指以固定場所經營理髮、美髮、

美容等之營業。

• 浴室業：指經營浴室、三溫暖、浴池、溫泉浴

池、漩渦浴池(spa)或其他以固定場所供人沐浴、

浸泡之營業。

• 游泳業：指經營游泳池、海水浴場、河川浴場

或其他以固定場所供人游泳、戲水之營業。

• 各縣市政府得視地區特性，自行斟酌納管範圍

營業場所類別營業場所類別

2015/6/18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新新新新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

美容美髮業 指以固定場所經營理髮、
美髮、美容之行業

指以固定場所經營理髮、
美髮、美容等之行業。

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理
注意事項貳一、四、五

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第三條

營業種類參考「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及經
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
目代碼表」之行業名稱。

2015/6/18

總則

罰則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

遵守遵守遵守遵守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附錄

「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草案))」」
架構架構 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順序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順序

自治條例未規定之相關事項

–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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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立法目的 §1

• 加強營業場所及其從業人員之衛生管理

• 維護民眾健康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2

「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之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營業衛生營業衛生
營業衛生:

–營業場所

–從業人員

之衛生管理。

2015/6/18

衛生管理重點衛生管理重點
人人人人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空氣空氣空氣空氣
飲水飲水飲水飲水
廁所廁所廁所廁所
周邊周邊周邊周邊

消毒設施消毒設施消毒設施消毒設施
簡易急救箱簡易急救箱簡易急救箱簡易急救箱
病媒防治設施病媒防治設施病媒防治設施病媒防治設施
供應品供應品供應品供應品

從業人員從業人員從業人員從業人員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負責人負責人
•僱用之從業人員

– 經健康檢查合格後始得從業

– 應每年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1. 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
2. 傳染性眼疾檢查
3. 傳染性皮膚病檢查
4. 視力檢查(美容美髮業從業人員需加做此項，矯正

視力兩眼均在0.6以上)

– 應依規定至衛生局參加營業衛生管理講習

• 指定專人為衛生管理人員(不得同時充任二家以上營業場所

• 對主管機關查核或抽樣時，營業場所相關人員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 違反者，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2萬5千元以下罰鍰

– 衛生局應適時公布稽查或抽驗結果，。2015/6/18

負責人及從業人員負責人及從業人員
–密閉空間之場域，勸阻可能透過空氣或飛沫
傳染疾病等之消費者入場，或請其戴口罩入
場注意事項叁、二 (五)

– 發現消費者有發燒、嘔吐、腹瀉或其他疑
似傳染病症狀時注意事項叁、二 (六)

• 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 協助就醫。

20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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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係指各營業從事相關業務之人員§3

• 每年接受健康檢查每年接受健康檢查每年接受健康檢查每年接受健康檢查§4

• 應依規定至衛生局參加營業衛生管理講習

• 應注重個人衛生§5

–從業人員工作前、後均應洗手
• 廢棄之頭髮應放置於有蓋垃圾桶

• 使用過的毛巾、圍巾應放置於有蓋容器

• 穿著清潔之工作服裝§6-7

• 修面或美容時應戴口罩。
• 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及主管機關之指 示，配合辦
理管制追蹤措施。

– 若感染疑似（含確定）傳染病

– 接觸疑似（含確定）傳染病病人 2015/6/18

專人負責衛生管理專人負責衛生管理--1/31/3
衛生管理人員§5

–不得同時充任二家以上營業場所之衛生管理人員

–應取得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其他機關﹙

構﹚發給之營業衛生講習合格證書

• 新設立之營業場所

–衛生管理人員應於設立登記生效日起1年內

取得營業衛生講習合格證書

–服務期間每3年至少應參加訓練課程1次。

2015/6/18

專人負責衛生管理專人負責衛生管理--2/32/3
�管理事項

– 每年定期安排同仁健康檢查

• 將從業人員之名冊及健康檢查紀錄其檢查報告留
存備查。 (注意事項叁、二 (三))

– 每年安排同仁至衛生局參加衛生講習

• 營業場所有專人負責傳染病防治，並參加相關教
育訓練。(注意事項叁、二 (二))

– 負責管理營業場所之衛生事項

– 指導從業人員個人衛生工作

– 確實執行自主衛生管理
2015/6/18

專人負責衛生管理專人負責衛生管理3/33/3
確實執行自主衛生管理

– 進行有效消毒(依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
衛生局公告之方法)§7

– 進行衛生檢查工作，負責人及從業人員針
對缺失項目即時改善。注意事項叁二(一)3

2015/6/18

項目 類別 方法 適用對象 附註

物理

消毒法

煮沸消毒

法

水溫度攝氏100度，
時間5分鐘以上。

毛巾、浴巾、布巾、

圍巾、衣類、抹布、
床單、被巾、枕套、

金屬、玻璃、陶瓷

製造之器具、容器
等。

蒸氣消毒

法

溫 度 攝 氏 100度
（容器中心點蒸氣
溫度攝氏 80度以
上），時間10分鐘
以上

毛巾、浴巾、布巾、

圍巾、衣類、抹布、
床單、被巾、枕套、

金屬、玻璃、陶瓷

製造之器具、容器
等

毛巾之

蒸氣消
毒器內

應有通

之隔架。

紫外線消

毒法

放於10瓦（w）波
長240至280 nm之
紫外線燈之消毒箱

內，照明強度每平

方公分85微瓦特有
效光量，時間20分
鐘以上。

刀類、平板器具類、

理燙髮器具。

可做為

各類物
品消毒

後之儲

藏櫃。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營業衛生消毒方法營業衛生消毒方法營業衛生消毒方法營業衛生消毒方法

2015/6/18

化
學
消
毒
法

氯液消毒法 餘氯量百萬分之200以
上之氯液，時間不得
少於2分鐘。

玻璃、塑膠、
陶瓷等之容器、
塑膠製之理燙
髮器具、清洗
游泳池、浴池、
貯水塔、貯水
池及盥洗設備
消毒。

不可用在金屬製品上。

陽性肥皂液消毒
法

0.1%～0.5% 陽性肥皂
苯基氯卡銨
（benzalkonium
chloride）溶液，時間
20分鐘以上。

理燙髮器具、
各種布類用品。

應洗淨一般肥皂成分後
才 有 效 ， 可 加 0.5%
NaNO，防止金屬之生銹。

0.1%陽性肥皂苯基氯
卡銨（benzalkonium 
chloride）。

手、皮膚之消
毒。

藥用酒精消毒法 浸在70%至80%之酒
精溶液中，時間10分
鐘以上。

理燙髮器具。 酒精很容易揮發，容器
應蓋緊，以免濃度改變。

煤餾油酚肥皂溶
液消毒法

6%煤餾油酚肥皂溶液
[含50%之甲酚(cresol)]
時間10分鐘以上。

理燙髮器具、
盥洗設備消毒。

金屬類在此溶液不易生
銹。（煤餾油酚肥皂液
別稱複方煤餾油酚溶液、
來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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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8

顧客管理顧客管理§§1212
勸阻或拒絕及張貼告示—

– 如有疑似感冒等呼吸道症狀或傳染病時，避免入場或戴口
罩入場。注意事項叁、三(二))

–客人如有妨礙公共衛生之行為營業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
應予勸阻

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口香糖或便溺等 (注意事
項叁、二 (四)2))
棄置廢棄物或有其他污染

張貼告示—
– 配合各場所之傳染病防治衛生管理，以維護場所衛生及其
他消費者之安全健康。注意事項叁、三(一)

– 於密閉空間之場域張貼告示，以勸阻可能透過空氣或飛沫
傳染疾病等之消費者入場，或請其戴口罩入場。注意事項
叁、二 (六)))

2015/6/18

環境中可能危害因子環境中可能危害因子
1. 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B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C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黴菌黴菌黴菌黴菌\\\\
2. 病媒病媒病媒病媒-蚊蚊蚊蚊\蠅蠅蠅蠅\鼠鼠鼠鼠\蟑蟑蟑蟑\蝨蝨蝨蝨\蚤蚤蚤蚤
3. 用具用具用具用具-布巾類布巾類布巾類布巾類\美容美髮理髮器具美容美髮理髮器具美容美髮理髮器具美容美髮理髮器具\食具食具食具食具
4.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通風通風通風通風\溫溼度溫溼度溫溼度溫溼度\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地板地板地板地板

5. 人體工學環境人體工學環境人體工學環境人體工學環境-工作者與環境間的關係工作者與環境間的關係工作者與環境間的關係工作者與環境間的關係

營業場所設施營業場所設施
–營業場所應保持空氣清新

• 密閉之空間應有空調設備；

–適當採光或照明

–設置有蓋垃圾桶設置有蓋垃圾桶，並隨時保持清潔。 § 6-1-3

• 廢棄之頭髮應放置於有蓋垃圾桶。

• 使用過的毛巾、圍巾應放置於有蓋容器。

– 器具、毛巾消毒設備及儲藏櫃

•有效消毒: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衛生局公告之方法

–設置病媒防制設施，並有效運作。。 § 6-1-4

– 設置有效期限內之簡易外傷用藥品及器材。§ 6-1-5 2015/6/18

簡易外傷用藥簡易外傷用藥物物
1. 體溫計 6. 繃帶 11. 壓舌板
2. 紗布塊 7. 冰枕 12. 手電筒
3. OK繃 8. 小剪刀 13. 骨折固定板數支
4. 消毒棉籤 9. 三角巾 14. 優碘藥水
5. 消毒棉球 10. 安全別針

�注意藥物期限注意藥物期限注意藥物期限注意藥物期限

�只準備有用的只準備有用的只準備有用的只準備有用的

�定期查核補充定期查核補充定期查核補充定期查核補充

2015/6/18

每一位消費者使用後換洗消毒並保持清潔：

一直接接觸皮膚之器具，未經殺菌消毒前，不得重覆
使用；使用拋棄式者，應於使用後丟棄

•食具、毛巾、浴巾、拖鞋等 注意事項肆、一(一) 

每一位消費者使用後換洗並保持清潔：

一供客用之圍（毛）巾或頭墊應保持清潔。必須重複
使用者，應於直接接觸皮膚部分，以拋棄式之紙類
用品隔離。

• 被單(巾)、床單、枕頭套等，

不得重複提供使用: 

拋棄式之刮鬍刀、拖鞋、牙刷等物品注意事項肆、一(二)

物品物品衛生衛生

2015/6/18

–中央空調冷卻水塔設備§注意事項肆、二(一))

•清洗消毒標準作業程序 請上網下載
• 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711301133571.pdf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711301133571.pdf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711301133571.pdfhttp://www.cdc.gov.tw/public/Attachment/711301133571.pdf

–供水系統 蓄水池等設備(注意事項肆、二(一))

(一)應每半年清洗消毒一次以上，並製作紀錄保存一年。§ 6-1-1

(二)每月定期檢查設備。注意事項肆、二

至少於每季或每半年針對冷卻水塔設備進行一次排水去污、清洗及消毒之動

作(可於夏季開始使用前及秋季關閉後分別進行相關程序)，必要時，得

增加清洗與消毒之次數。

妥善備存供水系統或冷卻水塔等清潔消毒等維護之操作時間、方法、施作人

員及微生物檢測等紀錄。

空調、供水衛生§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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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8

• 維持環境整潔衛生

• 室內應保持空氣流通§ 6-1-2

– 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規定公告之標準。

• 明顯處張貼衛生標示

–提示消費者注意事項

–於密閉空間之場域張貼告示，以勸阻可能透過空氣或飛沫傳染
疾病等之消費者入場，或請其戴口罩入場。注意事項叁、二 (五))

場所衛生場所衛生場所衛生場所衛生

2015/6/18

2015/6/18

設備:
有沖水式便器§6-1-6-1

地面及牆壁應用不透水、易洗不納垢之材料§6-1-6-2
防滑、不透水、不納垢

通風設備並隨時保持通風§6-1-6-3
有洗手設備，並備清潔劑及烘手器或擦手紙巾。 §6-1-6-4

備有加蓋之廢棄物容器。 §6-1-6-6

清理紀錄置放於廁所內明顯處§6-1-6-5

廁所衛生

34

日常日常日常日常 6 S

實施監測實施監測實施監測實施監測

確實紀錄確實紀錄確實紀錄確實紀錄

落實改善落實改善落實改善落實改善

衛生自主管理要領衛生自主管理要領

2015/6/18
35

6S6S的具體內容的具體內容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捨棄不要的東西捨棄不要的東西捨棄不要的東西捨棄不要的東西

在需要時能迅速取出必要的東西在需要時能迅速取出必要的東西在需要時能迅速取出必要的東西在需要時能迅速取出必要的東西

清除工作場所的垃圾清除工作場所的垃圾清除工作場所的垃圾清除工作場所的垃圾、、、、污穢污穢污穢污穢

保持工作場所在乾淨狀態保持工作場所在乾淨狀態保持工作場所在乾淨狀態保持工作場所在乾淨狀態

遵守規定遵守規定遵守規定遵守規定、、、、養成良好習慣養成良好習慣養成良好習慣養成良好習慣

S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Seiri)

整頓整頓整頓整頓(Seiton)

清掃清掃清掃清掃(Seiso)

清潔清潔清潔清潔 (Seiketsu)

教養教養教養教養(Shitsuke)

意外事故防範意外事故防範意外事故防範意外事故防範、、、、控制與應變控制與應變控制與應變控制與應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safety)

36

列入日常管理列入日常管理列入日常管理列入日常管理

定管理計畫定管理計畫定管理計畫定管理計畫 照表執行照表執行照表執行照表執行

交互檢查交互檢查交互檢查交互檢查

外部稽核外部稽核外部稽核外部稽核

及早矯正及早矯正及早矯正及早矯正

預防再發預防再發預防再發預防再發

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發現問題

修訂計畫修訂計畫修訂計畫修訂計畫

管理管理
修訂計畫修訂計畫修訂計畫修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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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

37

問對

問題

知識

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