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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美容美容美容美容美髮美髮美髮美髮及及及及按摩業按摩業按摩業按摩業初訓初訓初訓初訓 104 ＞＞＞＞

前國防醫學院前國防醫學院前國防醫學院前國防醫學院健康中心健康中心健康中心健康中心 郭郭郭郭鐘鐘鐘鐘隆隆隆隆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認認認認知知知知（（（（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Recognition
危害因子及其影響危害因子及其影響危害因子及其影響危害因子及其影響

評評評評 估估估估
Evaluation

控控控控 制制制制
Control

衛生環境 之管理

檢測檢測檢測檢測危害因子危害因子危害因子危害因子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自主管理

暴暴暴暴露露露露者者者者

Receiver
危危危危害害害害

Hazard
危害因子危害因子危害因子危害因子

Stress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物理物理物理物理、、、、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及及及及人因工程性人因工程性人因工程性人因工程性＞＞＞＞

其存在其存在其存在其存在常是常是常是常是不明顯的不明顯的不明顯的不明顯的、、、、其作用其作用其作用其作用多是多是多是多是複雜的複雜的複雜的複雜的

危害因子 之 認知

危險物危險物危險物危險物

有害物有害物有害物有害物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有有有有 知知知知 的的的的權利權利權利權利、、、、業者業者業者業者 有有有有 告知告知告知告知 的的的的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不是不報不是不報不是不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時機未到時機未到時機未到」」」」

「「「「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百戰百勝百戰百勝百戰百勝」」」」

理理理理
念念念念

衛生環境自主管理計劃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依依依依 據據據據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推動推動推動推動

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環境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條條條條件件件件

合合合合法法法法性性性性 Legality （（（（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可可可可行行行行性性性性 Integrity
合合合合理理理理性性性性 Reasonableness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營業衛生管理營業衛生管理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保護法保護法保護法保護法 94 年年年年

安全衛生法規之之之之依據

菸害菸害菸害菸害防制法防制法防制法防制法 86 年年年年

＜＜＜＜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衛生法衛生法衛生法衛生法 102 年年年年
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防治法防治法防治法 103 年年年年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101 年年年年

剪髮 剪到剪到剪到剪到肘關節炎
＜＜＜＜人因工程人因工程人因工程人因工程性性性性＞＞＞＞

快剪店快剪店快剪店快剪店女髮師女髮師女髮師女髮師曾幫曾幫曾幫曾幫 2925位位位位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剪髮剪髮剪髮剪髮
連續工作連續工作連續工作連續工作 7 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右手肘右手肘右手肘右手肘發病發病發病發病、、、、向向向向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求償求償求償求償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無法工作無法工作無法工作無法工作的的的的職業災害職業災害職業災害職業災害賠償賠償賠償賠償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視視視視視視視視 101.07.10101.07.10＞＞＞＞＞＞＞＞
法官法官法官法官依依依依醫院醫院醫院醫院診斷證明診斷證明診斷證明診斷證明、、、、余姓余姓余姓余姓髮型髮型髮型髮型設計師設計師設計師設計師

因剪髮因剪髮因剪髮因剪髮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中指中指中指中指 和和和和無名指無名指無名指無名指、、、、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外展數千次外展數千次外展數千次外展數千次

致致致致「「「「右手肘關節炎右手肘關節炎右手肘關節炎右手肘關節炎」」」」與與與與 職業危害因子職業危害因子職業危害因子職業危害因子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扣除扣除扣除扣除勞保勞保勞保勞保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8 萬多元萬多元萬多元萬多元、、、、店家店家店家店家需需需需賠償賠償賠償賠償 21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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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中風症候群

＜＜＜＜人因工程人因工程人因工程人因工程性性性性＞＞＞＞

五十多歲女子五十多歲女子五十多歲女子五十多歲女子在在在在美容院美容院美容院美容院洗頭後洗頭後洗頭後洗頭後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走路不穩走路不穩走路不穩走路不穩

由家人由家人由家人由家人扶持來扶持來扶持來扶持來雙和醫院雙和醫院雙和醫院雙和醫院就醫就醫就醫就醫（（（（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 100.05.02））））
該院該院該院該院影像醫學部影像醫學部影像醫學部影像醫學部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陳建陳建陳建陳建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1992 年年年年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印度人印度人印度人印度人多數愛留多數愛留多數愛留多數愛留長髮長髮長髮長髮、、、、洗頭洗頭洗頭洗頭時間久時間久時間久時間久及及及及過於後仰過於後仰過於後仰過於後仰

使使使使後頸部後頸部後頸部後頸部兩條兩條兩條兩條椎動脈椎動脈椎動脈椎動脈受到受到受到受到壓迫壓迫壓迫壓迫 變變變變狹窄狹窄狹窄狹窄

洗完頭洗完頭洗完頭洗完頭後有後有後有後有頭暈頭暈頭暈頭暈、、、、步態不穩步態不穩步態不穩步態不穩等等等等類似類似類似類似中風症狀中風症狀中風症狀中風症狀

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求救鈴求救鈴求救鈴求救鈴、、、、溫度溫度溫度溫度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及及及及警示語警示語警示語警示語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及及及及飲酒飲酒飲酒飲酒過量者過量者過量者過量者

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 5 - 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沙漏沙漏沙漏沙漏或或或或時鐘時鐘時鐘時鐘））））＞＞＞＞

＜＜＜＜物理性物理性物理性物理性＞＞＞＞高溫濕環境

乾熱烘箱乾熱烘箱乾熱烘箱乾熱烘箱、、、、濕熱蒸汽濕熱蒸汽濕熱蒸汽濕熱蒸汽及及及及熱水池熱水池熱水池熱水池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急性急性急性急性-失水失水失水失水、、、、熱痙攣熱痙攣熱痙攣熱痙攣、、、、熱衰竭熱衰竭熱衰竭熱衰竭 及及及及 中暑中暑中暑中暑

慢性慢性慢性慢性-男性不孕男性不孕男性不孕男性不孕
熱傷害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保護法保護法保護法保護法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具有具有具有具有危害危害危害危害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之之之之可能者可能者可能者可能者
應於應於應於應於明顯處明顯處明顯處明顯處 有有有有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 及及及及緊急處理緊急處理緊急處理緊急處理

＜＜＜＜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菸害防制法

成癮性成癮性成癮性成癮性、、、、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致癌致癌致癌致癌、、、、早產早產早產早產
胎兒體重不足胎兒體重不足胎兒體重不足胎兒體重不足、、、、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及及及及陽痿等陽痿等陽痿等陽痿等

菸害

應應應應全面禁菸全面禁菸全面禁菸全面禁菸、、、、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入口處入口處入口處入口處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明顯明顯明顯明顯禁菸標示禁菸標示禁菸標示禁菸標示
且且且且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供應供應供應供應 與與與與吸菸吸菸吸菸吸菸有關物品有關物品有關物品有關物品

室內室內室內室內吸菸者吸菸者吸菸者吸菸者及及及及業者業者業者業者違規違規違規違規 或未勸阻或未勸阻或未勸阻或未勸阻吸菸者吸菸者吸菸者吸菸者
均均均均直接直接直接直接處處處處壹萬元 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罰罰罰罰 則則則則

菸草菸草菸草菸草 種植在種植在種植在種植在非洲非洲非洲非洲、、、、大量噴灑大量噴灑大量噴灑大量噴灑除草劑除草劑除草劑除草劑和和和和農藥農藥農藥農藥
烘乾過程烘乾過程烘乾過程烘乾過程及及及及二手煙塵二手煙塵二手煙塵二手煙塵會產生會產生會產生會產生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戴奧辛 等等等等劇毒物劇毒物劇毒物劇毒物 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 PPD 是是是是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的的的的接觸接觸接觸接觸性性性性過敏過敏過敏過敏及及及及刺激物刺激物刺激物刺激物

＜＜＜＜德德德德、、、、法法法法、、、、瑞典等國瑞典等國瑞典等國瑞典等國已已已已立法立法立法立法、、、、禁用禁用禁用禁用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

染髮劑 - 對苯二胺
p – Phenylenediamine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限制限制限制限制染髮劑染髮劑染髮劑染髮劑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濃度濃度濃度濃度、、、、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4.5 ％％％％
＜＜＜＜要有要有要有要有 - 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警告標示、、、、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及及及及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PPD 易經由易經由易經由易經由頭皮頭皮頭皮頭皮 及及及及呼吸呼吸呼吸呼吸侵入侵入侵入侵入體內體內體內體內、、、、造成造成造成造成危害危害危害危害

＜＜＜＜血血血血紅素變紅素變紅素變紅素變性性性性、、、、貧貧貧貧血血血血、、、、皮皮皮皮膚炎膚炎膚炎膚炎 及及及及膀胱膀胱膀胱膀胱癌癌癌癌＞＞＞＞

染髮前染髮前染髮前染髮前 - 要先要先要先要先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及及及及告知告知告知告知危害危害危害危害 並作並作並作並作 過敏測試過敏測試過敏測試過敏測試

＜＜＜＜女性生理女性生理女性生理女性生理期期期期、、、、生產前生產前生產前生產前後後後後、、、、生病等生病等生病等生病等、、、、不應染髮不應染髮不應染髮不應染髮＞＞＞＞

由由由由硫醇基乙酸銨硫醇基乙酸銨硫醇基乙酸銨硫醇基乙酸銨與與與與溴酸鈉溴酸鈉溴酸鈉溴酸鈉反應反應反應反應生成生成生成生成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強烈刺激強烈刺激強烈刺激強烈刺激及及及及腐蝕腐蝕腐蝕腐蝕性性性性高毒高毒高毒高毒性性性性物質物質物質物質

遇遇遇遇明明明明火火火火、、、、高熱高熱高熱高熱或或或或氧氧氧氧化劑化劑化劑化劑、、、、有有有有燃燒燃燒燃燒燃燒或或或或爆炸爆炸爆炸爆炸危危危危險險險險

＜＜＜＜灼傷灼傷灼傷灼傷皮皮皮皮膚膚膚膚、、、、皮皮皮皮膚炎膚炎膚炎膚炎、、、、過敏過敏過敏過敏性性性性皮皮皮皮膚炎膚炎膚炎膚炎＞＞＞＞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塗抹塗抹塗抹塗抹 在在在在腳底腳底腳底腳底 去去去去雞眼雞眼雞眼雞眼、、、、造成造成造成造成嚴嚴嚴嚴重重重重潰爛潰爛潰爛潰爛 並並並並截肢截肢截肢截肢

實驗兔實驗兔實驗兔實驗兔皮皮皮皮膚塗敷膚塗敷膚塗敷膚塗敷 本品本品本品本品 10 %溶液溶液溶液溶液 5ml/kg 即即即即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作作作作 用用用用

＜＜＜＜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冷燙劑

硫醇基乙酸硫醇基乙酸硫醇基乙酸硫醇基乙酸 Thioglycollic acid

危危危危 害害害害

違者違者違者違者 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屆期屆期屆期屆期 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 依依依依違違違違反反反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處處處處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参参参参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輕度輕度輕度輕度-頭暈頭暈頭暈頭暈、、、、臉紅臉紅臉紅臉紅、、、、噁噁噁噁心心心心、、、、嘔吐嘔吐嘔吐嘔吐 及及及及 疲倦疲倦疲倦疲倦等等等等
重度重度重度重度-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困難困難困難困難、、、、昏迷昏迷昏迷昏迷 而而而而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化學性 ＜＜＜＜一氧化碳與與與與二氧化碳＞

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窒息窒息窒息窒息、、、、為為為為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最最最最 常見常見常見常見氣體中毒氣體中毒氣體中毒氣體中毒
與與與與 血血血血紅素紅素紅素紅素 的的的的 親親親親和和和和力力力力、、、、約為約為約為約為 氧氧氧氧 的的的的 210 倍倍倍倍

CO中毒中毒中毒中毒

症症症症 狀狀狀狀

無毒無毒無毒無毒 會會會會 缺氧缺氧缺氧缺氧、、、、吸氣吸氣吸氣吸氣 0.03 %、呼氣呼氣呼氣呼氣 4.5 %
室內空氣室內空氣室內空氣室內空氣 之之之之 污污污污染指標染指標染指標染指標 ＜＜＜＜ 0.1 %C O2

違規違規違規違規致死致死致死致死依依依依違反違反違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處處處處三三三三年年年年有有有有期徒刑期徒刑期徒刑期徒刑、、、、拘役拘役拘役拘役及及及及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参拾参拾参拾参拾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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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建築物症候群

Sick Building Syndrome、SBS

1982 年年年年 WHO認定認定認定認定 凡因凡因凡因凡因建建建建築築築築物物物物內內內內空氣空氣空氣空氣污污污污染染染染
導致導致導致導致人體人體人體人體非非非非特異症狀特異症狀特異症狀特異症狀稱為稱為稱為稱為「「「「病態建築物病態建築物病態建築物病態建築物症候群症候群症候群症候群」」」」
＜＜＜＜泳浴泳浴泳浴泳浴業業業業 為為為為 氯氣氯氣氯氣氯氣與與與與 三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甲烷、、、、其其其其他他他他業業業業為為為為甲醛甲醛甲醛甲醛＞＞＞＞

只需只需只需只需要要要要測量測量測量測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濃濃濃濃度度度度值值值值
就就就就可可可可知知知知室內室內室內室內 的的的的通風通風通風通風 與與與與換氣換氣換氣換氣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二二二二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無法無法無法無法 依靠依靠依靠依靠過過過過濾濾濾濾設設設設備備備備來來來來消消消消除除除除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適當適當適當適當的的的的通風通風通風通風與與與與換換換換氣氣氣氣 來來來來稀釋稀釋稀釋稀釋二二二二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濃濃濃濃度度度度

評評評評估估估估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應先應先應先應先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屆期屆期屆期屆期 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 處處處處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黃金葛黃金葛黃金葛黃金葛

＜＜＜＜水水水水. 體體體體液液液液＞＞＞＞共用茶杯喝喝喝喝水水水水
傳染性傳染性傳染性傳染性最強最強最強最強的的的的肝炎肝炎肝炎肝炎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急性急性急性急性、、、、癒後癒後癒後癒後免疫免疫免疫免疫

＜＜＜＜血血血血液液液液＞＞＞＞醫醫醫醫療療療療業業業業
病毒性病毒性病毒性病毒性肝炎首號兇肝炎首號兇肝炎首號兇肝炎首號兇手手手手、、、、慢慢慢慢性性性性為為為為主主主主、、、、癒後癒後癒後癒後免疫免疫免疫免疫

＜＜＜＜輸輸輸輸血血血血. 注入注入注入注入＞＞＞＞醫醫醫醫療療療療業業業業
不具不具不具不具免疫力免疫力免疫力免疫力 易易易易轉為轉為轉為轉為肝肝肝肝癌癌癌癌、、、、有有有有增加趨勢增加趨勢增加趨勢增加趨勢

＜＜＜＜生物性生物性生物性生物性＞＞＞＞

病毒 性性性性肝炎 Hepatitis

B 肝肝肝肝

C 肝肝肝肝

A 肝肝肝肝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者者者者 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屆期屆期屆期屆期 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 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肺結核病 Tuberculosis
國內傳染病國內傳染病國內傳染病國內傳染病佔佔佔佔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用過用過用過用過之之之之房房房房間間間間、、、、寢具寢具寢具寢具及及及及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用品用品用品用品
並應並應並應並應消毒消毒消毒消毒或或或或銷毀銷毀銷毀銷毀

旅館業旅館業旅館業旅館業

結核桿菌結核桿菌結核桿菌結核桿菌＜＜＜＜人畜共通人畜共通人畜共通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 ＞＞＞＞

＜＜＜＜飛沫飛沫飛沫飛沫、、、、生乳生乳生乳生乳及及及及生肉生肉生肉生肉＞＞＞＞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性性性性病病病病患患患患
病病病病 因因因因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者者者者 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屆期屆期屆期屆期 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 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梅毒 Syphilis

血血血血液液液液 及及及及體體體體液液液液接觸接觸接觸接觸皮皮皮皮膚傷膚傷膚傷膚傷口口口口 或或或或黏膜黏膜黏膜黏膜

（（（（梅毒梅毒梅毒梅毒螺旋體螺旋體螺旋體螺旋體））））10天天天天 後後後後慢慢慢慢性性性性發發發發病病病病
病病病病 因因因因

梅梅梅梅毒毒毒毒 為為為為細菌細菌細菌細菌 性性性性性病性病性病性病 中中中中傳染性傳染性傳染性傳染性最強最強最強最強

驗血驗血驗血驗血 VDRL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陽性者陽性者陽性者陽性者、、、、每每每每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再再再再追蹤追蹤追蹤追蹤
婦婦婦婦女女女女懷懷懷懷孕孕孕孕感染感染感染感染梅梅梅梅毒毒毒毒、、、、導致導致導致導致胎兒胎兒胎兒胎兒先天先天先天先天性性性性梅梅梅梅毒毒毒毒

特特特特性性性性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者者者者 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應停止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並接受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屆期屆期屆期屆期 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 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連續處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接觸接觸接觸接觸地毯地毯地毯地毯、、、、毛巾毛巾毛巾毛巾、、、、髮髮髮髮具具具具及及及及床單床單床單床單
棉製毛毯灰塵棉製毛毯灰塵棉製毛毯灰塵棉製毛毯灰塵的的的的塵塵塵塵螨螨螨螨＞＞＞＞ 1000隻隻隻隻/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病病病病因因因因

最易罹患最易罹患最易罹患最易罹患 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及及及及氣喘病氣喘病氣喘病氣喘病症狀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陰暗陰暗陰暗陰暗、、、、潮潮潮潮濕濕濕濕及及及及溫溫溫溫暖暖暖暖＞＞＞＞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 ＜＜＜＜皮皮皮皮屑屑屑屑及及及及分分分分泌泌泌泌物物物物、、、、細菌細菌細菌細菌及及及及黴菌黴菌黴菌黴菌等等等等＞＞＞＞

人人人人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洗澡洗澡洗澡洗澡 掉落的掉落的掉落的掉落的皮屑皮屑皮屑皮屑、、、、可養可養可養可養三三三三千千千千隻隻隻隻塵螨塵螨塵螨塵螨 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特特特特性性性性

塵 螨

Dust mites   
蠕形螨 Demodex 

蠕形螨蠕形螨蠕形螨蠕形螨 - 長的寄生長的寄生長的寄生長的寄生毛囊毛囊毛囊毛囊、、、、短的於短的於短的於短的於皮皮皮皮脂腺脂腺脂腺脂腺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爬出爬出爬出爬出表表表表皮皮皮皮、、、、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排便排便排便排便、、、、覓偶覓偶覓偶覓偶和和和和交配交配交配交配
吸食吸食吸食吸食皮皮皮皮下下下下分分分分泌泌泌泌物物物物、、、、一一一一個毛囊孔個毛囊孔個毛囊孔個毛囊孔約約約約 7 隻隻隻隻

特特特特 性性性性

接觸人接觸人接觸人接觸人的的的的頭頭頭頭臉臉臉臉毛囊毛囊毛囊毛囊 或或或或皮皮皮皮脂腺脂腺脂腺脂腺 0.1- 0.3 mm
生生生生活史活史活史活史共約共約共約共約 14天天天天、、、、成成成成螨螨螨螨壽命壽命壽命壽命 約約約約 1 – 2 月月月月

病病病病 因因因因

眼睫毛眼睫毛眼睫毛眼睫毛脫落脫落脫落脫落、、、、酒酒酒酒糟鼻糟鼻糟鼻糟鼻及及及及青春痘青春痘青春痘青春痘危危危危 害害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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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水質微生物指標水質微生物指標水質微生物指標水質微生物指標＞＞＞＞

Total bacterial count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池水池水池水池水 培養培養培養培養 48 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後後後後＜＜＜＜500 菌落數菌落數菌落數菌落數 CFU / ml

Escherichia coli ＜＜＜＜糞便糞便糞便糞便 污染污染污染污染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大大大大腸桿菌腸桿菌腸桿菌腸桿菌應應應應低於低於低於低於 1.1 最最最最大可能大可能大可能大可能菌菌菌菌數數數數MPN

總 菌

落 數

大 腸

桿 菌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抽查之抽查之抽查之抽查之水質檢驗報告水質檢驗報告水質檢驗報告水質檢驗報告應應應應張貼張貼張貼張貼於於於於公公公公告告告告欄欄欄欄
並並並並持持持持續續續續公公公公告告告告兩週以上兩週以上兩週以上兩週以上

池水水質池水水質池水水質池水水質 未未未未符符符符合規合規合規合規定定定定
經經經經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屆期屆期屆期屆期未改善未改善未改善未改善者者者者 處處處處罰鍰罰鍰罰鍰罰鍰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自來水 供水系統

水水水水源源源源 應為應為應為應為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自來水
所提供所提供所提供所提供 之之之之飲用水飲用水飲用水飲用水 應應應應符符符符合合合合飲用水水質飲用水水質飲用水水質飲用水水質

儲儲儲儲 水水水水 池池池池 - 地上式地上式地上式地上式、、、、防止防止防止防止污污污污水水水水滲入滲入滲入滲入污污污污染自染自染自染自來來來來水水水水

供水系統供水系統供水系統供水系統 - 儲水池儲水池儲水池儲水池 及及及及水塔水塔水塔水塔 應應應應密蓋加鎖密蓋加鎖密蓋加鎖密蓋加鎖

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清清清清洗洗洗洗及及及及清潔記錄清潔記錄清潔記錄清潔記錄 2 年年年年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存證存證存證存證)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飲用水飲用水飲用水飲用水

x

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限期改善限期改善限期改善限期改善、、、、屆期屆期屆期屆期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
處處處處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與與與與 顧顧顧顧客客客客 及及及及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之之之之接觸者接觸者接觸者接觸者
先經先經先經先經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合合合合格格格格後後後後始始始始得得得得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評 估 Evaluation

逐日逐日逐日逐日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自主衛生管理表自主衛生管理表自主衛生管理表自主衛生管理表＞＞＞＞環環環環境境境境

從從從從業業業業期期期期間間間間應應應應每每每每年年年年 定期定期定期定期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健康檢查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檢查紀錄檢查紀錄檢查紀錄檢查紀錄之之之之儲存儲存儲存儲存應應應應確確確確保保保保 其其其其隱私權隱私權隱私權隱私權

從從從從 業業業業

人人人人 員員員員

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 限期限期限期限期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屆期屆期屆期屆期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
兩兩兩兩者者者者 同處罰鍰同處罰鍰同處罰鍰同處罰鍰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 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並按次連續處連續處連續處連續處罰罰罰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得得得隨隨隨隨時時時時派員派員派員派員、、、、出示出示出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

進進進進入入入入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進進進進行行行行衛生稽查衛生稽查衛生稽查衛生稽查或或或或抽驗抽驗抽驗抽驗

衛生 檢查 Hygienic Inspection

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規避規避規避規避、、、、妨礙妨礙妨礙妨礙或或或或拒絕拒絕拒絕拒絕

前項前項前項前項衛生稽查衛生稽查衛生稽查衛生稽查或或或或抽驗抽驗抽驗抽驗

第第第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處處處處罰鍰罰鍰罰鍰罰鍰伍仟伍仟伍仟伍仟元元元元
並強並強並強並強制制制制執行執行執行執行衛生衛生衛生衛生稽查稽查稽查稽查或或或或抽驗抽驗抽驗抽驗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僱僱僱僱用人用人用人用人員員員員應符合應符合應符合應符合主管主管主管主管機機機機關關關關之之之之規規規規定定定定

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經通知屆期屆期屆期屆期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處處處處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参仟元 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應經應經應經應經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合格後合格後合格後合格後始始始始得得得得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從從從從業業業業期期期期間間間間 應應應應每每每每年年年年 定期接受定期接受定期接受定期接受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專專專專任任任任負責負責負責負責管理營業場所管理營業場所管理營業場所管理營業場所之之之之衛生事項衛生事項衛生事項衛生事項
及及及及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從從從從業人業人業人業人員員員員個個個個人衛生人衛生人衛生人衛生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每每每每 3 年年年年 應參加應參加應參加應參加訓練課訓練課訓練課訓練課程程程程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從從從從業業業業
人人人人員員員員

衛衛衛衛管管管管
人人人人員員員員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營業場所設備

應遵守 之法規

應有應有應有應有器器器器具具具具、、、、毛巾毛巾毛巾毛巾等等等等消毒設備消毒設備消毒設備消毒設備 及及及及儲藏櫃儲藏櫃儲藏櫃儲藏櫃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違違違違反反反反此此此此規規規規定定定定
經經經經 通知屆期通知屆期通知屆期通知屆期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處處處處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廢棄廢棄廢棄廢棄 之之之之頭髮頭髮頭髮頭髮應應應應放放放放置置置置 於於於於有蓋有蓋有蓋有蓋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

使用過使用過使用過使用過 的的的的毛巾毛巾毛巾毛巾、、、、圍巾圍巾圍巾圍巾應應應應放放放放置置置置於於於於有蓋容器有蓋容器有蓋容器有蓋容器

供客用供客用供客用供客用 之之之之圍圍圍圍（（（（毛毛毛毛））））巾巾巾巾或或或或頭頭頭頭墊墊墊墊 應應應應保保保保持清潔持清潔持清潔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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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應備應備應備簡易簡易簡易簡易急急急急救箱救箱救箱救箱其急救用其急救用其急救用其急救用藥藥藥藥品品品品及及及及器器器器材材材材

應應應應隨隨隨隨時時時時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且不得且不得且不得且不得逾逾逾逾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應經常應經常應經常應經常消毒消毒消毒消毒、、、、除除除除臭臭臭臭備有備有備有備有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容器物容器物容器物容器
並備並備並備並備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及及及及烘手器烘手器烘手器烘手器或或或或擦擦擦擦手手手手紙紙紙紙巾巾巾巾
應將應將應將應將清清清清理理理理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置放於廁所內置放於廁所內置放於廁所內置放於廁所內明顯處明顯處明顯處明顯處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營業場所應遵守之規定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違違違違反反反反此此此此規規規規定定定定
經經經經 通知屆期通知屆期通知屆期通知屆期未未未未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者者者處處處處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參仟元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罰罰罰罰則則則則

廁廁廁廁所所所所

急急急急救救救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