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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消消 毒毒毒毒 法法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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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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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鐘隆郭鐘隆郭鐘隆郭鐘隆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 應依應依應依應依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或或或或 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之之之之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有效消毒有效消毒有效消毒有效消毒

廁廁廁廁所所所所 應經常應經常應經常應經常消毒消毒消毒消毒、、、、除臭除臭除臭除臭

並應將並應將並應將並應將清理紀錄清理紀錄清理紀錄清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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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自治條例＞＞＞＞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違反違反違反違反此此此此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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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改善者改善者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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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直接接觸皮膚之器具直接接觸皮膚之器具直接接觸皮膚之器具直接接觸皮膚之器具

未經未經未經未經殺菌消毒殺菌消毒殺菌消毒殺菌消毒 前不得前不得前不得前不得重覆使用重覆使用重覆使用重覆使用

使用拋棄式者使用拋棄式者使用拋棄式者使用拋棄式者應於應於應於應於使用後丟棄使用後丟棄使用後丟棄使用後丟棄

美容美髮美容美髮美容美髮美容美髮及及及及按摩業按摩業按摩業按摩業應遵守應遵守應遵守應遵守之之之之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營業場所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應有應有應有應有

器具器具器具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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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違反違反違反此此此此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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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改善者改善者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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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

＜＜＜＜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細細細細菌菌菌菌、、、、黴黴黴黴菌菌菌菌及及及及寄生蟲寄生蟲寄生蟲寄生蟲 ＞＞＞＞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前前前前 總菌落數總菌落數總菌落數總菌落數＞＞＞＞ 10萬萬萬萬個個個個
微微微微生生生生物物物物

注入注入注入注入、、、、吸入吸入吸入吸入、、、、皮膚皮膚皮膚皮膚、、、、黏膜黏膜黏膜黏膜及及及及食入食入食入食入
侵入途徑侵入途徑侵入途徑侵入途徑

毒性毒性毒性毒性、、、、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及及及及抵抗力抵抗力抵抗力抵抗力危害條件危害條件危害條件危害條件

微微微微 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 之之之之 感感感感 染染染染

孫女孫女孫女孫女 染染染染菜花菜花菜花菜花（（（（尖形濕疣尖形濕疣尖形濕疣尖形濕疣））））因因因因毛巾惹禍毛巾惹禍毛巾惹禍毛巾惹禍

還還還還阿公阿公阿公阿公清白清白清白清白 ＜＜＜＜100.07.07 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中國時報＞＞＞＞

設備用品設備用品設備用品設備用品之之之之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業者業者業者業者的的的的毛巾毛巾毛巾毛巾 常用到常用到常用到常用到泛黃泛黃泛黃泛黃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還在還在還在還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藏在藏在藏在藏在毛巾毛巾毛巾毛巾纖維纖維纖維纖維 的的的的黴菌黴菌黴菌黴菌、、、、細菌細菌細菌細菌及及及及病毒病毒病毒病毒 等等等等

未消毒未消毒未消毒未消毒 易引起易引起易引起易引起皮膚病皮膚病皮膚病皮膚病、、、、眼疾眼疾眼疾眼疾 及及及及性病性病性病性病 等等等等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一男生一男生一男生一男生在在在在理容店理容店理容店理容店用用用用毛巾擦眼睛毛巾擦眼睛毛巾擦眼睛毛巾擦眼睛被感染被感染被感染被感染淋病淋病淋病淋病

眼角膜眼角膜眼角膜眼角膜穿孔穿孔穿孔穿孔 快快快快失明失明失明失明＜＜＜＜ 98.08.12 TVBS ＞＞＞＞

毛毛毛毛
巾巾巾巾
感感感感
染染染染

尖形濕疣尖形濕疣尖形濕疣尖形濕疣 ＜＜＜＜菜花菜花菜花菜花 ＞＞＞＞

Genital warts

圓形中間凹陷圓形中間凹陷圓形中間凹陷圓形中間凹陷＜＜＜＜1 cm 直徑直徑直徑直徑、、、、不痛不癢不痛不癢不痛不癢不痛不癢疣狀物疣狀物疣狀物疣狀物

最會最會最會最會致癌致癌致癌致癌 ＜＜＜＜口腔口腔口腔口腔. 肛門肛門肛門肛門. 子宮頸子宮頸子宮頸子宮頸 及及及及生殖器癌生殖器癌生殖器癌生殖器癌＞＞＞＞
危危危危害害害害

人類乳突狀病毒人類乳突狀病毒人類乳突狀病毒人類乳突狀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有有有有尖形尖形尖形尖形 及及及及扁平濕疣扁平濕疣扁平濕疣扁平濕疣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性行為性行為性行為性行為 會會會會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外外外外
只要只要只要只要磨破磨破磨破磨破皮膚皮膚皮膚皮膚並並並並接觸接觸接觸接觸 到到到到病毒病毒病毒病毒、、、、 2 週後週後週後週後就就就就發病發病發病發病
足底疣足底疣足底疣足底疣 感染感染感染感染＜＜＜＜沙灘沙灘沙灘沙灘、、、、共用拖鞋共用拖鞋共用拖鞋共用拖鞋與與與與指甲刀指甲刀指甲刀指甲刀＞＞＞＞

病病病病
因因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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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消毒

Effectively Disinfection       

消滅消滅消滅消滅 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 致病致病致病致病的的的的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

使少量使少量使少量使少量的的的的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 不足以不足以不足以不足以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有有有有效效效效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標準作業程序標準作業程序標準作業程序標準作業程序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工具工具工具工具、、、、濃度濃度濃度濃度、、、、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
正正正正 確確確確

Infection 身體組織身體組織身體組織身體組織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

或其或其或其或其毒素毒素毒素毒素侵入侵入侵入侵入 所所所所產生產生產生產生的的的的危害危害危害危害
感感感感 染染染染

嗜肺嗜肺嗜肺嗜肺 性性性性退伍軍人菌退伍軍人菌退伍軍人菌退伍軍人菌

45 ℃℃℃℃熱水中熱水中熱水中熱水中可活可活可活可活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退伍軍人症 Legionnaires’ disease   

冷卻冷卻冷卻冷卻水塔水塔水塔水塔 每月放入每月放入每月放入每月放入氯氯氯氯錠錠錠錠（（（（次氯酸鈣次氯酸鈣次氯酸鈣次氯酸鈣））））

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實施一次實施一次實施一次實施一次並並並並保留保留保留保留清潔紀錄表清潔紀錄表清潔紀錄表清潔紀錄表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經通知屆期經通知屆期經通知屆期經通知屆期未改善者未改善者未改善者未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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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共生共生共生 - 水藻水藻水藻水藻 及及及及阿米巴阿米巴阿米巴阿米巴（（（（青苔青苔青苔青苔））））

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 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 或或或或淋浴淋浴淋浴淋浴 之之之之飛沫飛沫飛沫飛沫
1976年年年年 221人人人人急性肺炎急性肺炎急性肺炎急性肺炎 34 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

細細細細 菌菌菌菌

清清清清洗洗洗洗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之之之之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及及及及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各具備一種以上各具備一種以上各具備一種以上各具備一種以上＞＞＞＞

1.蒸氣消毒法蒸氣消毒法蒸氣消毒法蒸氣消毒法 2.紫外線消毒法紫外線消毒法紫外線消毒法紫外線消毒法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

1.消毒用酒消毒用酒消毒用酒消毒用酒精精精精 2.氯液氯液氯液氯液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

蒸氣蒸氣蒸氣蒸氣 100 ℃℃℃℃ 加熱加熱加熱加熱＞＞＞＞1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容器中心點容器中心點容器中心點容器中心點 蒸氣溫度蒸氣溫度蒸氣溫度蒸氣溫度＞＞＞＞ 80 ℃℃℃℃

濕熱濕熱濕熱濕熱 使微生物使微生物使微生物使微生物 蛋白質變性蛋白質變性蛋白質變性蛋白質變性

蒸 氣 消毒法 Vaporous Disinfection     

洗淨過洗淨過洗淨過洗淨過 濕毛巾濕毛巾濕毛巾濕毛巾
摺疊直立摺疊直立摺疊直立摺疊直立 併排而放併排而放併排而放併排而放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溫溫溫溫度度度度

放放放放置置置置

雞蛋白雞蛋白雞蛋白雞蛋白變性變性變性變性＜＜＜＜濕熱濕熱濕熱濕熱 60 ℃℃℃℃ / 乾熱乾熱乾熱乾熱 170 ℃℃℃℃＞＞＞＞

濕熱濕熱濕熱濕熱用用用用蒸氣蒸氣蒸氣蒸氣比比比比乾熱乾熱乾熱乾熱用用用用烘箱烘箱烘箱烘箱＜＜＜＜要快要快要快要快及及及及省電省電省電省電＞＞＞＞

蒸氣消毒箱內毛巾蒸氣消毒箱內毛巾蒸氣消毒箱內毛巾蒸氣消毒箱內毛巾
直立放入切勿擁擠直立放入切勿擁擠直立放入切勿擁擠直立放入切勿擁擠
取出要用鑷子夾出取出要用鑷子夾出取出要用鑷子夾出取出要用鑷子夾出 紫外線紫外線紫外線紫外線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消毒法

Infection of Ultra Violet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 U V光光光光使微生物使微生物使微生物使微生物細胞細胞細胞細胞不能分裂不能分裂不能分裂不能分裂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紫外線燈紫外線燈紫外線燈紫外線燈10 W 波長波長波長波長 240 - 280ｎｍｎｍｎｍｎｍ
箱內時間箱內時間箱內時間箱內時間＞＞＞＞ 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可見光可見光可見光可見光 380 - 760））））

放放放放置置置置 - 洗淨過洗淨過洗淨過洗淨過 乾燥乾燥乾燥乾燥的的的的梳子梳子梳子梳子
剪刀剪刀剪刀剪刀等等等等器具器具器具器具 橫放在架子上橫放在架子上橫放在架子上橫放在架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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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抑制微生物細胞的生長抑制微生物細胞的生長抑制微生物細胞的生長抑制微生物細胞的生長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用來浸泡乾淨之棉球用來浸泡乾淨之棉球用來浸泡乾淨之棉球用來浸泡乾淨之棉球 -皮膚皮膚皮膚皮膚. 器具器具器具器具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消毒用酒精溶液消毒用酒精溶液消毒用酒精溶液消毒用酒精溶液 75 %

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1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酒酒酒酒 精精精精 Alcohol、、、、Ethanol
＜＜＜＜酒精溶液酒精溶液酒精溶液酒精溶液 95 % 無無無無消毒作用消毒作用消毒作用消毒作用＞＞＞＞

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 75 % 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 1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消毒酒精液 75 % 之之之之配製配製配製配製

藥用酒精藥用酒精藥用酒精藥用酒精
95 %

100 ml 量筒量筒量筒量筒
取取取取 75 cc

加加加加包裝包裝包裝包裝水水水水 至至至至 95 cc

倒倒倒倒入入入入乾棉球乾棉球乾棉球乾棉球鋼杯鋼杯鋼杯鋼杯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微生物細胞微生物細胞微生物細胞微生物細胞的的的的部分殺滅部分殺滅部分殺滅部分殺滅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氯液氯液氯液氯液 200 ppm 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 2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沾到沾到沾到沾到皮膚皮膚皮膚皮膚或或或或黏膜黏膜黏膜黏膜

對對對對象象象象 -先先先先 浸泡浸泡浸泡浸泡抹布抹布抹布抹布（（（（擦拭用擦拭用擦拭用擦拭用））））、、、、拖鞋拖鞋拖鞋拖鞋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拖把拖把拖把拖把及及及及廁所廁所廁所廁所

氯液氯液氯液氯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消毒作用消毒作用消毒作用消毒作用＜＜＜＜濃度濃度濃度濃度與與與與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成成成成反比反比反比反比＞＞＞＞ 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 之之之之配製配製配製配製

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 6 % 33 cc、、、、加水加水加水加水至至至至 10 L
氯氯氯氯 液液液液
200 pm

漂白水漂白水漂白水漂白水
6 % 

50 cc量筒量筒量筒量筒
取取取取 33 ml

倒入倒入倒入倒入 有有有有 10 L 刻度刻度刻度刻度
水桶中水桶中水桶中水桶中、、、、加水加水加水加水 至至至至 10 L

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次氯酸鈉液 200 ppm 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浸泡時間 ＞＞＞＞ 2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消消消消毒毒毒毒

6 %

消毒設備消毒設備消毒設備消毒設備 之之之之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物理消毒物理消毒物理消毒物理消毒 及及及及化學消毒區化學消毒區化學消毒區化學消毒區分分分分 區區區區

危害性低危害性低危害性低危害性低、、、、安全安全安全安全、、、、便宜便宜便宜便宜又又又又方便方便方便方便（（（（優先優先優先優先））））選選選選 用用用用

工作衣帽工作衣帽工作衣帽工作衣帽、、、、手套手套手套手套及及及及口罩等口罩等口罩等口罩等（（（（最後最後最後最後））））防護具防護具防護具防護具

（The end）

化學消毒法化學消毒法化學消毒法化學消毒法
優先優先優先優先選用選用選用選用氯氯氯氯液液液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