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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病首次被發現，是在 1976 年美

國召開第 58 次退伍軍人協會年會時，於

會議住宿的旅館內發生一次大規模的肺炎

流行，188 位參加者與 33 位當地居民突

然出現發燒、咳嗽及嚴重的肺炎症狀，其

中 34 人死亡。歷經努力，美國疾病管制

中心終在隔年從屍體解剖取出的肺部檢

體，分離出一種新型革蘭氏陰性桿菌，遂

將其命名為嗜肺性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隨著時間的推進陸續發現

其他醫學上重要的退伍軍人菌種，也因為此

菌在退伍軍人年會中爆發流行，為追念參與

該次會議因病死亡的退伍軍人，便將其引起

之疾病命名為“退伍軍人病”（Legionnaires’ 

disease）〔1-4〕
。 

在 1970 年代末期，帶菌的冷卻水塔及冷

凝設備已被確認為引起「退伍軍人病」之

主要來源。然而，自 1982～ 1985 年，自

來水供應系統被確認為院內感染退伍軍人

病主要來源
〔5〕

。1999 年在荷蘭一個花卉

展覽會場，因漩渦按摩水療機（whirlpool 

spa）遭退伍軍人菌污染，造成共計 133 人

罹患退伍軍人病
〔6〕

；2002 年日本 166 例患

者因泡溫泉，爆發大規模的退伍軍人病感

染
〔1〕

。WHO 更於「Water Recreation and 

Disease, 2005」中指出：休閒用水與感染

退伍軍人菌兩者間有著強大的關聯
〔1〕

。不

僅如此，2005 年 10 月加拿大多倫多養老

院，共計 135 人感染發病，這些患者包

括養老院中的住民、工作人員、訪客、鄰

近醫院的工作人員，以及毗鄰的公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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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更造成 23 名年老患者死亡。該疫情經

當地官員調查後發現，係因空調系統之冷

卻水塔遭退伍軍人菌污染所致
〔7〕

，英國自

1982～ 1990 年間爆發近 20 件退伍軍人病

之院內感染事件，係導因於患者吸入受污染

之供水系統之水霧而致病 〔8〕
。這二起案例

更突顯出「控制及監測環境中退伍軍人菌」

在醫療（事）機構院內感染防範，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

國外爆發退伍軍人病流行事件不勝枚舉，我

國自 1995 年起以研究計畫方式監測退伍軍

人病之流行病學，並於 1999 年正式將退伍

軍人病納入第三類法定傳染病進行監視與通

報。近五年（2002～ 2006 年）確定病例

數每年在 38～ 108 例之間，期間共有 385

例確定病例，均為散發病例。近五年發生率

約為每十萬分之 0.34 人，相較於澳洲每十

萬分之 1.0 人為低
〔9〕

。

不過由於此疾病不易與其他致病原引起之肺

炎區別，所以實際感染的情形容易出現低估

的現象。臺大醫院曾在1995~1996年間，自

院內感染肺炎之病例中發現，退伍軍人菌感

染率竟高達31.4%〔10〕
。英國自1980～2002

年共計4,402例退伍軍人病確定病例，其

中264例為醫院感染
〔8〕

。WHO於「Water 

Recreation and Disease, 2005」中引述學者

Evenson於1998年研究中發現：退伍軍人病

患者中，約有25％為醫療（事）機構院內感

染引起，其餘患者為社區感染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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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溼熱，地狹人

稠，都市化程度高，大樓林立，空調系統之

冷卻水塔成為大樓最基本之設施之一；另

一台灣獨特現象為居家及辦公建物頂樓都設

有蓄水池，易有沈積物及形成生物膜，且烈

日照射高溫下更適宜退伍軍人菌之繁衍。而

退伍軍人菌亦容易在供水系統之靜滯水孳

生，因此，在一些醫療（事）機構及老舊大

樓複雜的空調與供水管線中，若有靜滯不動

或循環再利用的水環境，恰好提供退伍軍人

菌良好的生長環境。不僅如此，隨著生活水

準提高，國人休閒、娛樂、保健之風氣盛

行，泡溫泉、SPA及泳池等休閒活動已成為

時尚主流。衛生署前預防醫學研究所曾在全

國主要車站、醫院、餐廳、戲院等218 個場

所，針對冷卻水、水龍頭、飲水機等，採集

1,592 件樣本進行檢驗，檢出退伍軍人菌的

陽性率高達19.7%〔11〕
，這些設施提供溫

暖潮濕的環境供該菌繁衍，而其所散播之

帶菌懸浮微粒，致使退伍軍人菌侵入人體

機率大為提升，因此，如何降低民眾遭退

伍軍人菌感染之風險，在世界各國早已成

為重要防治課題。

在退伍軍人病的防治上，由於目前尚無人傳

人的案例報導，因此，清除水中的退伍軍

人菌，破壞其繁殖所需之條件，為目前最

主要的防治概念。因此，本局參酌國外的管

理經驗及控制對策，針對國內各種人為環

境，提出具體的除污消毒以及其他控制管理

措施，供各界引用參考，期以降低退伍軍人

病感染發生，提供國人安全無虞之生活及休

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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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菌之生物特性

退伍軍人菌是一種需氧、具鞭毛的革蘭

氏陰性桿菌，目前至少已鑑定出 48 種

Legionella 菌種及 70 種血清型，其中又以

嗜肺性退伍軍人菌（L. pneumophila）血清

型第一型最易引起退伍軍人病
〔1-3,9,12-14〕

。

在溫度、微生物及潮濕環境等因素交互作

用下，致使該菌得以獲得繁殖，並廣泛存

在於自然界水體和土壤中，而下列人造環

境中之有機與無機物質，更是提供該菌一

處良好的生長環境
〔9, 12, 15〕

： 

1.  供水管線產生生物膜累積，水流呈現停滯

狀態，或管線設計之結構複雜，如：有

許多死角、管徑彎曲及配管相互交錯，造

成水流緩慢或停滯、沉積物產生。

2.  退伍軍人菌最佳生長溫度為 35～ 45℃。常

見存在介於 25～ 50℃溫度之水環境，當

水溫超過 60℃的情形下亦可存活。

3.  可於 pH2.0～ 8.5 之環境中生存，而大

多的水質 pH 值介於 5.0～ 8.5。 

4.  水垢及沉積物產生：

停滯不動或水流緩慢的水體，容易造成微

生物繁殖，而其繁殖程度取決於日照、溫

度、pH 值、間歇性使用及淤塞情形，當

然這些因子亦是造成容器內形成生物膜

（biofilm）之重要條件。而生物膜更是

微生物生長與繁殖的主要環境，不僅如

此，水中各類微生物及藻類亦提供其生長

所需之營養來源。 

5.   退伍軍人菌可抵抗原蟲細胞之內部溶解

機制，因此，該菌可利用環境中之阿米

巴等原蟲作為自然宿主而潛伏增生，躲

避殺菌劑作用，並產生更具毒性之退伍

軍人菌。

由此可知，生活週遭環境中，舉凡供水系

統之冷熱水管線、水龍頭、蓮蓬頭等淋浴

設備、冷卻水塔之蓄水槽及其管線、人造噴

泉、各類 SPA 設施、展示場之噴霧器、溫

泉浴池、呼吸輔助醫療裝置等人造設施，均

是提供退伍軍人菌移生與繁殖的良好場所。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egio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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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病和龐提亞克熱

Legionnaires’ Disease  
and Pontiac Fever

退伍軍人病是一種細菌性感染疾病，其傳

播途徑主要是因人體吸 / 嗆入含有這種細菌

的氣霧或水（粒徑 5 微米以下），細菌從呼

吸道進入並積聚於肺內而引起
〔1-3,9,12-14〕

。

感染退伍軍人菌後會引起兩種流行病學上

完全不同的臨床症狀，分別為退伍軍人病

以及龐提亞克熱（Pontiac fever）。退伍軍

人病的潛伏期約 2～ 10 天，但在 1999 年

荷蘭一次花展引發之退伍軍人病群聚感染

事件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16% 病例潛伏期

超過十天，這項發現可以提供臨床醫療及

公共衛生調查時參考；而龐提亞克熱潛伏

期約 1～ 2 天。初感染時，二種疾病皆有

厭食、身體不適、肌痛與頭痛等類似感冒

的共同症狀，通常在 1 天之內會快速發燒

且伴隨畏寒，出現乾咳、腹痛及下痢等症

狀，體溫通常高達 39.0～ 40.5℃。而退伍

軍人病患者胸部Ｘ光會出現肺部實質化

浸潤，且可發展至肺兩側，嚴重可出現

呼吸衰竭，死亡率可高達 15％，若患者

有免疫機能障礙，死亡率更高達 50％；

退伍軍人病對於一般人，其侵襲率約在

0.2 ～ 7.0 ％
〔6,16-18〕

，若為住院患者侵

襲率則提高至 0.4～ 14％，致死率約為

0～ 20％。龐提亞克熱不會引起肺炎或死

亡，雖然侵襲率可高達 95％，但病患通常

在 1 星期內可自行痊癒。一般而言，龐提

亞克熱為自限性的疾病，故並不需要任何抗

生素治療；對於退伍軍人病患者，及早給予

適當的抗生素治療即可治癒
〔1-3,9,12-14〕

。

嗜肺性退伍軍人菌為一伺機性感染細菌，主

要侵犯免疫功能較差者，一般人亦可能受

到感染，但少見於 20 歲以下的人，研究

顯示：至少有一半的退伍軍人菌感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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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onnaires’ Disease  
and Pontiac Fever

肺炎有關，而年齡越大（大多數病患均大

於 50 歲），病情越嚴重、吸煙者、糖尿

病、慢性肺部疾病、腎臟病、惡性腫瘤患

者，以及免疫能力受損，尤其是接受類固

醇（corticosteroids）治療或器官移植的人

更是容易罹患退伍軍人病，而這些因素亦

會影響病患感染後之預後。
〔1-3,9,12-14〕

除

此之外，暴露型態與暴露強度如：污染

水霧能被吸入的程度、可能宿主暴露在

污染水霧親近程度、宿主的易感性及菌

株的毒性等，在致病機轉中亦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
〔13〕

。

▼

 退伍軍人病患者之肺炎現象 

（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胡伯賢主任提供）

▼

 革蘭氏染色法下之退伍軍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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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Disinfection Measures

欲控制環境中退伍軍人菌增殖情形，不外

乎三大策略：改善水質、調節水溫、進行

清除與消毒措施。依據其生物特性進行生

長環境之限制，便能達到降低感染風險之

目的，國外文獻建議之消毒方式
〔2, 12〕

，分

述如下：

一、各類消毒原理

（一）加熱法： 

加熱之作用原理為使細菌體內蛋白質凝

結，破壞細胞膜組織達到消毒目的。文獻

指出退伍軍人菌在 50℃水中即可出現抑制

效果，60℃則可使該菌失去培養性，而在

20℃以下，則可抑制該菌之活性。右圖顯示

該菌在不同溫度下有不同的殺滅效果：

可殺滅 100% 的退伍軍人菌

90% 的退伍軍人菌可於 2 分鐘內殺滅

90% 的退伍軍人菌可於 2 小時內殺滅

退伍軍人菌生存之最適溫度範圍

大多數退伍軍人菌呈現休眠狀態

引用： US AWT, Legionella 2003: An Update and Statement by the 

Association of Water Technologies

>70OC

60OC

50OC

35-45OC

<2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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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氯法： 

與細菌接觸，會產生氧化作用而破壞細菌

的細胞結構，進而殺死細菌。

（三）銅銀離子：

 吸附於細胞膜，造成細胞溶解死亡。

（四）臭氧消毒： 

侵入細菌細胞膜，破壞 DNA，使細菌不活化。

（五）紫外線消毒：

改變細胞膜通透性。

消毒方式 使用方法 優點 缺點

加熱 加熱至 70℃以上
1. 價格便宜容易操作

2.   可作為群聚感染時之處置，快速降低該菌在水體 
環境中的陽性率及菌落量

1. 耗費大量的人力及成本

2. 潛在燙傷之危險性

3. 無法保持管線的溫度一致，提供短暫效果

4.   若醫院冷水系統發現退伍軍人菌，則加熱法無法去除冷水中的退伍軍

人菌

加氯
餘氯 1～ 3 mg/L
（因應不同環境選擇適當的餘氯濃度）

1. 被證實有效之消毒方式

2. 濃度易檢測

3. 可採用自動裝置，將餘氯濃度控制在有效範圍內

4. 安裝費用便宜

1. 對管線具腐蝕性，管線維修成本可能高過安裝成本

2.   有刺鼻味，當水中存在有機物時，高濃度之加氯消毒易產生三鹵甲烷

等有害之致癌消毒副產物，不慎食入則對人體有害

3. 易受水體 pH 值高低影響消毒方式

4. 供水管線中氯濃度無法均勻分布

5. 水中餘氯容易引起孕婦流產

6. 為抑菌作用

銅銀離子
銅離子 - 0.2～ 0.4 mg/L
銀離子 - 0.02～ 0.04 mg/L

1. 具殘留效果

2. 可採用自動裝置，將離子濃度控制在有效範圍內

1. 退伍軍人菌長期暴露在銀離子下，可能提高其耐受性

2. 須定期監測離子濃度

3. 易受水中高 pH 值影響其消毒作用

臭氧 0.1～ 0.5 mg/L 或 0.8～ 1.5 g/m3 殺菌速度快

1. 費用高

2. 無殘留效果

3. 對管線及設施具腐蝕性

4. 臭氧為有毒氣體，需精準控制使用劑量

紫外線 波長 254nm（200～ 300nm）

1. 40℃以下之水流適用

2. 易於安裝及操作維護

3. 不會對環境水體及生物等產生副作用

4. 消毒過程中不會產生中間有害物質

1. 局部消毒，無殘留效果

2. 效能易受濁度影響

二、�退伍軍人菌於水中消毒方式之優缺點
〔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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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方式 使用方法 優點 缺點

加熱 加熱至 70℃以上
1. 價格便宜容易操作

2.   可作為群聚感染時之處置，快速降低該菌在水體 
環境中的陽性率及菌落量

1. 耗費大量的人力及成本

2. 潛在燙傷之危險性

3. 無法保持管線的溫度一致，提供短暫效果

4.   若醫院冷水系統發現退伍軍人菌，則加熱法無法去除冷水中的退伍軍

人菌

加氯
餘氯 1～ 3 mg/L
（因應不同環境選擇適當的餘氯濃度）

1. 被證實有效之消毒方式

2. 濃度易檢測

3. 可採用自動裝置，將餘氯濃度控制在有效範圍內

4. 安裝費用便宜

1. 對管線具腐蝕性，管線維修成本可能高過安裝成本

2.   有刺鼻味，當水中存在有機物時，高濃度之加氯消毒易產生三鹵甲烷

等有害之致癌消毒副產物，不慎食入則對人體有害

3. 易受水體 pH 值高低影響消毒方式

4. 供水管線中氯濃度無法均勻分布

5. 水中餘氯容易引起孕婦流產

6. 為抑菌作用

銅銀離子
銅離子 - 0.2～ 0.4 mg/L
銀離子 - 0.02～ 0.04 mg/L

1. 具殘留效果

2. 可採用自動裝置，將離子濃度控制在有效範圍內

1. 退伍軍人菌長期暴露在銀離子下，可能提高其耐受性

2. 須定期監測離子濃度

3. 易受水中高 pH 值影響其消毒作用

臭氧 0.1～ 0.5 mg/L 或 0.8～ 1.5 g/m3 殺菌速度快

1. 費用高

2. 無殘留效果

3. 對管線及設施具腐蝕性

4. 臭氧為有毒氣體，需精準控制使用劑量

紫外線 波長 254nm（200～ 300nm）

1. 40℃以下之水流適用

2. 易於安裝及操作維護

3. 不會對環境水體及生物等產生副作用

4. 消毒過程中不會產生中間有害物質

1. 局部消毒，無殘留效果

2. 效能易受濁度影響

  備註：可採用二種不同方式合併進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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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trol  
Measures against Legionella

國際間雖然對於退伍軍人菌在各種生長環境，運用物理性（如紫外線）或化學性（如加氯消

毒）之消毒措施來進行殺菌，但實際上，該菌在生物膜及原蟲體內受到某種程度保護，不易受

殺菌劑之作用，使得退伍軍人菌難以完全去除。雖然如此，各國家仍建議應定時進行清潔及消

毒，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減少退伍軍人菌在水中滋長，降低環境檢出之陽性率，以減少吸入後

致病之風險。此外，應儘量避免甚至放棄使用容易產生水噴霧的設備，如果不能避免，則應採

取減低污染水沫飛散之措施，如此才能達到預防或控制疫病傳染風險之目的
〔9,12,20,21〕

。  

預防措施之原則

Desig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一、設計方面的預防措施

1. 減低水噴霧的逸散；

2.   避免管線中出現盲端、死角及讓水流停

滯不動的管路裝置；

3.  設計易於清潔及排水的儲水設施；

4.  水管的鋪設要有足夠的傾斜度，以免

積水；

5.  熱水管線應具有良好隔熱效果，避免管線

水溫降低。建議安裝溫度追蹤及控溫設

備，確保管線各部位均可維持一定水溫；

6.  冷卻水塔應提供適當的氣槽清潔孔檢修

面板，以便檢查及清潔；

7.  確保所有需經常保養及清潔的供氣或供

水系統組件能易於接觸並妥為保養。 

二、操作及保養方面的預防措施

1.  在更改供水系統時，除去不需使用的部

分，避免裝置中出現死角及鈍角；

2.  維持管線中之水溫，儘量使水溫保持在

60℃以上或20℃以下，並應避免冷熱水

管線交互穿透，影響水溫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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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清潔儲水槽及排去貯水，以避免污

染及防止淤泥、粘泥、海藻、真菌、

鐵鏽、鏽皮、灰塵、污垢及其他異物

的積聚；

4.  定期清洗水管的出水口和不可避免的死

角或鈍角；

5.  定期檢查及清潔氣槽，維持水中有效餘

氯濃度；

6.  把所進行的測試、保養及預防措施妥為

記錄，並監測其結果；

7.  為確保醫療（事）機構住民或病患之

安危，建議各單位應依據個別環境設

施之差異，規劃退伍軍人菌管理原

則，便於防範與即時處理院內感染聚

集事件之發生；

8.  使用含氯消毒劑作為消毒方法時，應參

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規定，設有專任消毒作業負責

人，以及妥善規劃消毒藥劑儲存空間與

適當消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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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卻水塔之清洗及消毒方法
〔12,14,20,22-24〕

由於冷卻水塔多設置於大樓頂樓，受日曬

之影響，水溫溫度容易因此而提高，而水

溫越高則越接近退伍軍人菌生長之溫度。國

內外相關研究指出，冷卻水塔使用年限越

久、水塔底部污泥越多者，檢出退伍軍人

菌之機率愈高，因此，在天時（日曬）及

地利（污泥）的條件下，致使退伍軍人菌

孳生其中，再藉由冷卻水塔運轉時產生水

霧所濺起之微小水滴，飄散於空氣中，從

而增加疾病傳播之機率。

（一）啟動時機與原則

冷卻水塔應進行例行之消毒清洗、人工去

污並應定期監測異營細菌（heterotrophic 

bacteria）孳生狀況。此外，冷卻水塔在下

列情況下應實施清洗及消毒：

1.  在建築物興建或裝修時，被灰塵或有機

物等污染。

2.  停止使用超過 1 個月（或醫院的冷卻水

塔停止使用超過 5 天）。

3.  機械性的改造或分解，而導致污染。

4.  在定期間隔使用時，若周圍環境是多灰

塵的或當地水之品質無法被控制。

5.  鄰近的冷卻水塔與「退伍軍人病」之流

行曾是有關聯的來源。

（二）平時維護及保養注意事項

欲控制冷卻水塔內退伍軍人菌及其他有機

體增殖情形，目視檢查冷卻水清潔程度與

重點環境／設備之消毒措施及注意事項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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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維護機具為最佳方式。因此，維持冷

卻水的良好品質，蓄水池的固定清洗及消

毒，維持管路的流暢及維修均是常規的保

養工作，相關建議如下：

1.  適當的設計（請參閱前述「預防措施之

原則」一節）。

2. 每月定期檢查設備。

3.  冷卻水塔之例行性清洗、消毒及人工去

污，建議至少每季或每半年進行一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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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次數的多寡應依據裝置內沉

積物和污垢積聚的快慢而定，而污物積

聚的快慢則主要取決於水源的水質程度，

必要時得增加清洗與消毒之次數。

4.  定期使用殺菌劑、抗鏽劑、生物分散劑

（biodispersant）等物質，以控制冷卻水

水質，降低生物膜或其他有機體產生之

情形。

5.  定期進行微生物檢測，建議於施行除污

前與除污完成後進行比較，暸解控制成

效，以進一步評估作業指引之適用性。

6.   應妥善備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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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環境採檢方法及注意事項 06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21

04	 環境中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

（三）例行清洗和消毒的步驟如下： 

1.  以含有 5 mg/L（ppm）餘氯及生物分散

劑（biodispersant）的水循環六小時。如

水中 pH 值大於 8.0，需要提高為 5～ 20 

mg/L 的餘氯含量，以達消毒之目的。

2.   讓冷卻水塔中的水漏光。

3.  冷卻水塔及水之輸送系統需以人工清洗：

水塔周圍和供水相關配件應適當清洗，清

洗時避免用會產生太多水霧的方法（如：

以高壓水噴洗）。上述情形如無法避免

時，應在無人使用時進行，若建築物內

仍有人員，其門窗及空氣流通口應關

閉。清洗人員應有適當的訓練，工作時

並應佩戴適當的呼吸保護裝備與穿著工

作服。

4.  重新注入清水並以含氯及生物分散劑

（biodispersant）的水重新消毒。

5.  在送風關閉的狀況下運轉六小時，並保

持餘氯之濃度在 5～ 15 mg/L。

6.  再次漏光冷卻水塔中的水，並再次沖洗

後，重新注入清水，並添加適當的化學

藥品，如殺菌劑。

7. 上述步驟完成後，始得重新運轉。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方式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四） 如遇爆發流行時可採取下列緊急

步驟： 

1.  所有人員應遠離該冷卻水塔；立即關閉

冷卻水塔之送風機風扇及關閉外部 30 公

尺範圍內之空氣通風進氣口。

2.   在採取進一步措施前，應先進行採樣以

利檢驗。

3. 關閉循環抽水機。

4.  停止一般化學處理項目（防腐劑、防鏽

劑等），並停止化學材料供給裝置。

5.  立即採取有關冷卻水塔之清潔及消毒

措施。

A.  加入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

於水中，使其達到50 mg/L餘氯的濃度，

在加次氯酸鈉之後或同時，可再加入適

量之生物分散劑（biodispersant）。

B.  在送風關閉並保持餘氯濃度20 mg/L的狀

況下，持續運轉6小時。

C.  去氯化（dechlorination）及排盡該系統

內之水。

D.  重新注入水，並再次重複上述A～C步驟。

E.  以人工方式清洗水塔及水之輸送系統（清

洗人員應佩戴正壓之呼吸器）。

F. 重新注入清水，並加入次氯酸鈉。

G.  再一次在送風關閉的狀況下運轉6小時，

餘氯的濃度維持在20 mg/L。

H. 去氯化及排盡該系統之水。

I .  再注入清水，循環及取樣作檢驗。

J .  當檢驗嗜肺性退伍軍人菌結果為陰性

時，方可重新使用該系統。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方式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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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水系統清洗及消毒方法
〔2,12,13,20,21,25〕

供水系統主要提供冷、熱水以作為清洗、清

潔、飲用等目的，包含盥洗、沐浴、飲水

機等設施，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機率頻繁。當

住宅或醫療機構之建築物管路配線設計老

舊，出現管線盲端、死角、長期固定不動

的水源及冷熱水管線交互使用等因素，致

使生物膜隨著管徑生長，形成微生物繁殖

之環境，再藉由供水系統管線出水口如水

龍頭、蓮蓬頭等處所產生之水霧飛散，使

用者吸入這些污染水沫即可能因而致病。

（一）平時維護及保養注意事項

1.  熱水系統

A. 加熱消毒：

有關系統的熱水貯存裝置（例如直接或

間接加熱的熱水器、貯存容器等）的

溫度應設定保持在 60℃以上，才能達

到有效抑制細菌生長之目的。輸送至

有水龍頭等出水處之水溫，應不可低於

50℃。如無法維持此溫度之設施，建

議改用其他消毒方式，控制退伍軍人

菌。採用此種消毒方式應特別注意操作

人員及原單位使用人員（如醫院病房內

病患、醫療工作人員等），避免發生燙

傷之情事。

05	 環境採檢方法及注意事項 06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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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化學消毒：

於儲水塔定期加氯消毒（水中有效餘氯

達 10 mg/L）並沖洗水龍頭等出水口，直

到放流出的水中充滿氯的氣味為止。

考量使用者健康效益及供水管線侵蝕等

問題，在重新使用前，應澈底沖洗去除

過量的氯，維持水中餘氯濃度 1.0～ 3.0 

mg/L（我國自來水有效餘氯規範為

0.2～ 1.5 mg/L；飲用水之有效餘氯為

0.2～ 1.0 mg/L），即可達到抑菌功效。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方式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C.其他控制方式：

a. 將臭氧注入水中進行消毒。

b. 使用紫外線進行消毒。

c. 裝設銅銀離子消毒設備。

注意事項：

 ●  使用加氯消毒時，水中 pH 值應

維持在 6.8～ 7.0 才能使水中餘氯  

發揮最佳消毒效益。

 ●  在熱水系統使用加氯消毒方式，可

能會縮短金屬配管的使用年限，需

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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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期排去熱水貯存裝置內的水並進行清

洗，以免積聚氧化物、鐵鏽、鏽皮及淤

泥。清洗次數的多寡須視乎裝置內沉積

物和污垢積聚的快慢而定，而污物積聚

的快慢則主要取決於水源的水質。建議

在正常情況下，每年最少須清洗一次。

E.  熱水貯存裝置應使用絕緣設備，避免散

失熱度，導致溫度降至退伍軍人病細菌

可生存的水平。此外，亦可安裝溫度追

蹤設備，有效掌握整體之管線中水溫之

變化。

2. 冷水系統

冷水系統平時應儘量保持水溫在 20℃以

下，但由於季節變化，夏季較熱的氣溫

容易使水溫上升，在考量健康效益及管

線侵蝕問題之下，平時應維持水中餘氯

濃度 1.0～ 3.0 mg/L（我國自來水有效

餘氯規範為 0.2～ 1.5 mg/L；飲用水之

有效餘氯為 0.2～ 1.0 mg/L），亦可控制

水中退伍軍人菌。由於熱水無法流經冷

水管線，因此無法採用加熱消毒法，但

可運用其他消毒方法，詳如熱水系統之

內容。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附錄

「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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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爆發流行之處置要點

當冷熱水系統檢出退伍軍人菌，或基於流

行病學之相關性推測可能遭受污染時，則

應使用下列程序進行消毒：

1. 熱水系統

建議在爆發感染時，可採加熱法做為緊

急的處置。將水溫提高到 70℃維持 24

小時後，至少沖刷 5～ 20 分鐘以上，沖

洗期間亦維持在 70℃， 作為緊急的殺菌

方式。爾後，出水口之水溫也應維持在

50℃以上，避免水體中退伍軍人菌的孳

生。操作時應特別注意避免燙傷等情事

發生。

2.  冷水系統

A.  先進行管線清潔之動作，並進行有效之

消毒方式，可參考市面消毒藥劑之建議

消毒方式操作之。

B.  如冷水管線有明確移生之情事，建議採

用加氯消毒法，進行消毒動作：

a.   將水中餘氯濃度提高至20～50 mg / L，如

採行20 mg / L之濃度，則至少需維持二小

時；如採行50 mg / L之濃度，則至少需維

持一個小時。

b.  沖洗水龍頭等出水口，直到放流出的水

中充滿氯的氣味為止，並持續二小時。

c.  沖洗所有冷水出口四分鐘，等到末端水

象之自由餘氯濃度（free chlorine）降到

1 mg / L 以下，才可重新使用。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方式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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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眾浴池衛生管理與消毒方法
〔2,19,26,28〕

所謂公眾浴池係指：提供公共或營業之非

頭部沒式浸泡使用之室內或室外浴池，包

含溫水浴池、漩渦浴池（spa）和溫泉水

浴池。

一般而言，退伍軍人菌若存在於溫泉水

中，其數量有限，特別是在 pH 3.0 以下之

酸性溫泉或是 65℃以上之高溫溫泉。但由

於溫泉溫度過高，業者一般會搭配使用井

水、地下水或自來水等冷水來降低水溫，水

溫的改變便形成微生物增長的環境。另

外，當加入冷水的溫泉經過循環再利用，若

循環之水體含有水垢、沉澱物等，便形成

退伍軍人菌孳生之溫床，致使該菌可以長

期存在水浴槽中進而致病。

漩渦浴池（spa）設施之所以會造成退伍軍

人菌傳染事件，主要是因為此類設施的水溫

多介於該菌容易生存之溫度，加上入浴者的

皮屑、彩妝、汗水等，使得微生物在 spa 的

過濾器、水管內壁及水池等循環設施中寄生

與繁殖，搭配水療按摩浴、水打浴等設施所

產生的水霧，便形成感染退伍軍人菌的絕佳

場合。

因此，業者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維護使

用者之健康，而這些措施包括：適當的設

計、設備維修與清潔、有效的消毒措施及

保持良好的通風環境。且應規劃適合公眾

浴池之消毒方式，並確實執行消毒動作，相

關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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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及機器管理

1.  溫泉儲存槽、儲水塔

A.  於固定區域集中管理之溫泉儲存槽：

集中管理之儲泉水槽／塔及從儲泉水槽／塔

接到各設施之配水管線，必須使用不受

高溫影響，並且不會影響水溫（導致水

溫降低）之材質。

B. 於儲水塔儲存溫泉水之設施：

a.  溫泉業者供水過程經評估，發現有退伍

軍人症感染之虞時，期間應每日需將儲

水槽／塔之水溫加熱至 70 ℃，倘若水溫

溫度無法保持於 70 ℃以上，應檢討是否

使用加溫設備，或更換能將溫度設定在

70℃以上之設備。

b.  注意水塔應確實與外在空氣隔絕，並定

期檢查是否有破損之處，如發生與外面

空氣相流通或是發現破損之情況，應進

行水塔之修補、清潔與消毒工作。

2.  循環過濾設備

A.  灌注池水至浴池之注入口，應設置於高

於浴池水面處，以防止污染溫泉源頭管

線與設施。

B.  為防止溫泉於池內產生靜滯，應儘可能

於浴池底部附近加設強化水循環之裝

置，保持浴池內部池水為流動狀態。

C.  浴池如使用循環過濾設備，應安裝毛髮等

濾除裝置，以去除毛髮或懸浮污物。循環

過濾設備應根據規定實施定期保養，每天

或固定時間清洗，並排除積存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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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期檢視循環過濾裝置之循環系統管線

是否異常。如果管線發生破損，則應立

即修補與進行清潔消毒。

3.  氣泡產生裝置及噴射裝置

A.  為防止細菌與塵埃侵入裝置，可於空氣

吸入口處安裝硬質濾材之過濾網。

B.  應按照裝置維護手冊所訂規定，定期進

行保養並定期更換過濾網及各種消耗性

材料。

（二）公眾浴池之衛生管理

1.  添加消毒劑之循環池水應保持每 30 分

鐘完全循環一次以上的速率，每個月至

少施作一次以上；未添加消毒劑之自然

引流原泉浸泡池，應維持一定引流速率

和每週一次以上換水。每個水池每日應

進行至少一半的換水動作，稀釋水中的

有害物質，對於水療按摩浴、按摩水柱

等設施，則應避免將用過的浴水重複使

用。換水時應將池水完全排盡，並澈底

清掃浴池和消毒。

2.  定期清洗過濾系統、排乾設備中的水（如：

浴池、管路設施等）進行清洗之動作，並

試著除去附著於浴池、噴霧器、沖水柱

等管壁表面上之生物膜，以降低退伍軍

人菌蟄伏其中之機會，增進消毒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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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施內與浴池入口處應張貼指示，提醒

泡湯者，在進入浴池以前，先將身體上

所有的汙垢清洗去除，以維護浴池衛

生，減少細菌繁殖營養物之來源。此

外，如為患有慢性肺部疾病或服用免

疫抑制劑等為前述免疫力較差之使用

者，應避免使用漩渦浴池（spa）等噴霧

設施，以降低感染退伍軍人菌之風險。

4.   定期檢測各類漩渦浴池（spa）設施中，消

毒劑殘餘情形及 pH 值，以確保水中有

效的消毒劑量及漩渦、過濾器等設施之

功能。

5.   浴池之水質，應符合有關公共浴室業或

溫泉業水質基準之相關規定。

6.  發生疑似池水衛生不潔，有引起疾病感

染的情況，應全面儘速淨空浴池水，進

行浴池和場所之清潔消毒工作，並將儲

水槽／塔之水溫加熱至 70 ℃以上，冷卻

後再進行浴池水更換。

7.  進行上述 6. 之工作後二週，應實施浴池

溫泉水之水質衛生檢驗。

8.  若已更換浴池溫泉水，於複檢後，水質

衛生仍不符有關規定者，應使用含氯

消毒劑消毒浴池，並將從源泉到儲泉水

塔，以及從儲泉水塔到浴池之管線澈底

洗淨及消毒，以確保提供使用者乾淨的

溫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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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溫泉浴池之清掃、換水、消毒與水質衛生

檢驗應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定期檢驗作成

紀錄，並詳記時間、地點、施作人員與作

業方式，以供衛生單位查核。

10.    其餘供水系統及冷卻水塔等空調設備之

消毒方式，請參閱前述步驟操作。

（三）建議浴池可採行之消毒方式

1.  加氯消毒：

A. 注意事項：

陽光直射之室外溫泉水池、水溫高於

40 ℃及有機物含量和 pH 過高之溫泉水

質，皆不適用本含氯消毒劑消毒法。

B.消毒方式：

a.  單獨使用含氯藥劑消毒時，浴池水中之

餘氯濃度應保持於 2～ 3 mg/L。若配合

臭氧消毒時，餘氯濃度可降至 0.5 mg/L。

b.  浴池水如果發生混濁情形，除清除導致

混濁物質外，為維持餘氯濃度，必要時

可適時增加含氯消毒劑之使用量，但勿

超過 5 mg/L。

c.  使用氯自動灌入裝置（將一定濃度之次

氯酸鈉溶液自動灌入之裝置）應依照其

規格規定進行保養。使浴池溫泉水中之

餘氯濃度，保持於 2～ 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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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非使用氯自動灌入裝置者，應依照說明書

上所指示之投入使用量使用，惟投入量需

以浴池溫泉水量（浴池內水量 + 管線內水

量）換算之，並確認餘氯濃度維持在上述

目標值範圍內。藥片投入點建議在浴池內

的循環水排水口附近，或循環過濾裝置吸

入口附近之毛髮濾除裝置內。

e.  當泡湯人數很多時，由於浴池溫泉水的

污濁，會使氯之消耗量增高，因此應適

時增加消毒次數及氯使用量，否則無法

維持目標值之濃度。

f.  有些國家建議可於浴池無人使用之淨

空時間，運用高劑量餘氯濃度（shock 

dose），進行池水全面性病原體或微生物

之消毒作業。平時可定期提高餘氯濃度

至 10 mg/L，持續 1～ 4 小時之消毒方式

來維持池水品質；如遇特殊狀況如：浴池

水遭受糞便等污染時，可增加餘氯濃度至

20 mg/L，持續 8 小時進行水質消毒。

備註： 含氯消毒劑使用方式及餘氯之檢測方式，請見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2. 加熱消毒：

不適用或未添加任何化學藥劑（含自然

引流之溫泉水）之溫泉池水，每日將儲

水槽／塔儲水及每日非營業時段之溫泉

池水之水溫加熱至 70 ℃且維持 30 分鐘

以上，降溫後再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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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臭氧消毒：

A.  酸性與鹼性溫泉水之消毒，適合使用臭

氧殺菌消毒。一般基本構造包含臭氧產

生器、反應室以及過量臭氧移除裝置等。

B.  用臭氧作為主要消毒劑時，其臭氧與溫泉

水的有效氧化和消毒接觸時間以 CT 值（濃

度乘以接觸時間）表示。一般而言，臭

氧於水中之濃度應介 0.1～ 0.5 mg/L 或

0.8～ 1.5 g/m3 （適合的濃度取決於水

溫的高低，水溫越低溶解度越高）間，臭

氧和水流入混合的時間則約為 2～ 4 分

鐘，接觸的時間愈長，對污染物的氧化

和消毒效果愈好，一般 CT 值標準可採用

1.6（0.4 mg/L × 4 min）。過量臭氧可

經由活性碳過濾器、紫外線（254 nm 波

長）照射、以及二氧化錳催化加以移除。

C.  臭氧消毒系統之選擇，須就溫泉浴池之

溫泉水流量，考量適當大小之臭氧產生

量、反應室容積。臭氧產生器、反應室

大小可由下式計算之：

臭氧產生器產量（g/h） = 臭氧投加濃度（mg/L）x  溫泉水流量（m3/h）

反應室容積（m3
） =

溫泉水流量（m3/h）x  分流水流量（%）x  消毒接觸反應時間（h）
註 : 分流水流量，一般約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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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浴池水面上之臭氧濃度不可超過 0.05 

mg/L，臭氧濃度之檢驗，可使用空氣

中臭氧自動檢驗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NIEA A420.11C）測定，詳細內容請上

環境保護署之環境檢驗所網站查詢。

E.  由於臭氧系統供應臭氧出口之氣體濃度

為固定值，因此須注意限制使用人數，以

避免消毒殺菌不足。

4.  臭氧合併加氯消毒

A.  循環式溫泉水池建議使用本消毒法，以

減少加氯消毒產生人體危害問題，並可

彌補臭氧消毒之再循環期間池水的消毒

作用。

B.  使用方式請參照臭氧和含氯消毒劑消毒

使用方法，配合臭氧消毒時，自由餘氯

濃度，應可降至 0.5 mg/L。

5.  紫外線消毒：

A.  適用於懸浮物質少，乾淨透明（濁度小於

10 NTU，真色度小於 15 色度單位，鐵

離子含量小於 0.2 mg/L）水之消毒工作。

B.  運用紫外線作為溫泉消毒方法，應選用

波長 254 nm（200 ～ 300 nm）之燈

管，並應注意紫外線燈管有其一定使用

壽命及使用期限（基本上為 600 小時壽

命），應參照規格手冊定期更換。

C.  設備之進水口須設置濾網以移除懸浮物

質與水中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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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選擇紫外線消毒設備作為溫泉水消毒殺菌

時，紫外線照射能量、使用時間長短與設

備規格，應考量溫泉尖峰流量、紫外線穿

透能力、以及水中微生物種類與應照射劑

量，並參照相關設備規格手冊進行安裝。

6.  藻類消毒：

A.  溫泉浴池常見的藻類為水面漂浮性和池壁植

入性。喜好生長在陽光、二氧化碳、礦物質

和含氮有機物充沛之池水，藻類可增加細菌

繁殖能力和消耗化學消毒劑之消毒能力，因

此溫泉浴池應有效防止藻類孳生。

B.  藻類孳生之溫泉浴池可在非使用期間提高

自由餘氯至 10 mg/L，或使用四級銨消毒

劑（例如 benzalkonium chloride）可達到

殺死藻類目的。

C.  採用化學藥劑殺死藻類後，應完全將池水

排放後再以人工方式清除殺死的藻類，並

澈底清掃浴池和消毒。

D.  藻類消毒後之溫泉浴池若再發生孳生情

形時，可重複使用上述消毒方式多次進行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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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ampling 
for Legio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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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ampling 
for Legionella 

從環境中偵測退伍軍人菌必須以適當容器

採檢適當的檢體，然後在採檢單上記錄檢

體的來源、採檢容積及任何殺菌劑之存在

或本質。若進入採檢點具有困難性，則不

要使用玻璃製容器，因其容易破裂，而最

好使用塑膠容器
〔29〕

。

一、採檢時檢體之前處理

若 水 檢 體 含 有 或 可 能 含 有 氧 化 殺 菌

劑，則必須在採檢前或採檢時加入中和

劑（inactivating agent）、 氯 氣 及 其 他 氧

化 殺 菌 劑 可 被 硫 代 硫 酸 鉀（potassium 

thiosulfate, K2S2O3）或硫代硫酸鈉（sodium 

thiosulfate, Na2S2O3）中和，中和劑濃度為

1％ Na2S2O3 或 K2S2O3，而添加比例為 0.1 

mL 劑 /120 mL 水檢體；至於對其他殺菌劑

而言，加入常用的中和劑並不實際。

二、採檢容器之選擇

必須使用無菌容器（玻璃製、聚乙烯 

（polyethlene）或類似原料的容器，具有螺

旋蓋，不滲漏；若為重複使用者必須清洗

乾淨後再以 121℃滅菌 20 分鐘）或無菌採

水袋。

三、檢體的保存及運送

運送的溫度為 18℃以下，4℃以上，並避光

及避熱，且在最短的時間內送至檢驗室，最

好 1 天內而不超過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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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體的實驗室操作時機

微生物實驗室收到檢體後應在最短時間內進行實驗

室操作，最好在採檢當天，尤其是已知檢體含有殺

菌劑，然而，在某些狀況下，檢體採檢後至送達實

驗室可能有一段時間，因此，檢體採檢至開始濃縮

接種的理想間隔為採檢後 2 天內，不超過 5 天，濃

縮後水樣分析最久不可超過 14 天。若需儲存，則

存放在 4±2℃的暗處。

五、採檢的水量及方式

採檢的水量依據來源水系統的本質、檢驗方法及

檢驗目的而定，以採檢 100～ 1,000 mL 水量為原

則，分別說明如下：

採檢環境 檢體總類 採檢方式 注意事項

冷卻水塔 水檢體
將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直接放入水面下約10公分，裝取約100～1,000 mL（毫升）

的水檢體。
避免裝過多的沈積物

熱水槽 水檢體

打開熱水取水閥立刻接取約 100 mL 水於無菌採水袋或容器中（水樣一：標示 1），然

後讓水流掉 15～ 30 秒後，再取約 100～ 1,000 mL 水於另一個無菌採水袋或螺旋蓋

容器中（水樣二：標示 2）。
依採檢時序前後，共採取 2 個水樣

水龍頭

無菌棉棒

先用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打開欲採樣之水龍頭，讓水流緩慢流動約 5 秒鐘並潤

濕棉棒後，將棉棒伸入水龍頭內順時針旋轉至少三次，再向內延伸至少三次（挖下生

物膜），置入無菌採水袋或具螺旋蓋的容器中（若太長則折斷尾部）。
1.  水 龍 頭 若 有 過 濾 器 或 氣 化 器

（aerator）需先旋轉卸下後再採檢

2.  若出水口太小，棉棒伸不進去，則

直接採取水樣檢體
水檢體 待無菌棉棒採檢完成後，再接取該水龍頭流出之約 100 mL 的水。

飲水機

無菌棉棒
先用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在欲採樣之出水口下潤濕後，伸入其內上下左右旋轉

數次（挖下生物膜），置入無菌採水袋或具螺旋蓋的容器中（若太長折斷尾部）。 1.  出 水 口 若 有 過 濾 器 或 氣 化 器

（aerator）需先旋轉卸下後再採檢

2.  若飲水機出水口太小，棉棒伸不進

去，則採取水樣檢體
水檢體 待無菌棉棒採檢完成後，再接取該出水口流出之約 100 mL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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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環境 檢體總類 採檢方式 注意事項

冷卻水塔 水檢體
將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直接放入水面下約10公分，裝取約100～1,000 mL（毫升）

的水檢體。
避免裝過多的沈積物

熱水槽 水檢體

打開熱水取水閥立刻接取約 100 mL 水於無菌採水袋或容器中（水樣一：標示 1），然

後讓水流掉 15～ 30 秒後，再取約 100～ 1,000 mL 水於另一個無菌採水袋或螺旋蓋

容器中（水樣二：標示 2）。
依採檢時序前後，共採取 2 個水樣

水龍頭

無菌棉棒

先用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打開欲採樣之水龍頭，讓水流緩慢流動約 5 秒鐘並潤

濕棉棒後，將棉棒伸入水龍頭內順時針旋轉至少三次，再向內延伸至少三次（挖下生

物膜），置入無菌採水袋或具螺旋蓋的容器中（若太長則折斷尾部）。
1.  水 龍 頭 若 有 過 濾 器 或 氣 化 器

（aerator）需先旋轉卸下後再採檢

2.  若出水口太小，棉棒伸不進去，則

直接採取水樣檢體
水檢體 待無菌棉棒採檢完成後，再接取該水龍頭流出之約 100 mL 的水。

飲水機

無菌棉棒
先用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在欲採樣之出水口下潤濕後，伸入其內上下左右旋轉

數次（挖下生物膜），置入無菌採水袋或具螺旋蓋的容器中（若太長折斷尾部）。 1.  出 水 口 若 有 過 濾 器 或 氣 化 器

（aerator）需先旋轉卸下後再採檢

2.  若飲水機出水口太小，棉棒伸不進

去，則採取水樣檢體
水檢體 待無菌棉棒採檢完成後，再接取該出水口流出之約 100 mL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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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環境 檢體總類 採檢方式 注意事項

淋浴 / 蓮蓬頭

無菌棉棒

先將蓮蓬頭轉開取下，以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

伸入軟管內順時針旋轉至少三次，向內延伸至少三次

（挖下生物膜），置入無菌採水袋或螺旋蓋容器中（若

太長折斷尾部）。
先將淋浴蓮蓬頭的

外蓋打開後再開始

採檢

水檢體
待無菌棉棒採檢完成後，再接取該淋浴軟管流出約 100 
mL 的水，然後裝回蓮蓬頭。

噴水池 水檢體
將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直接放入水面下約 10 公分裝

取約 100～ 1,000 mL 的水檢體。
避免裝過多沈積物

SPA 儲水槽 水檢體
將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直接放入水面下約 10 公分裝

取約 100～ 1,000 mL 的水檢體。
避免裝過多沈積物

醫療設備儲水槽 水檢體
將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直接放入水面下約 10 公分裝

取約 100～ 1,000 mL 的水檢體。
避免裝過多沈積物

醫療設備增濕器

humidifier

水檢體
以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裝取約 100～ 1,000 mL 的水

檢體。
避免裝過多沈積物

無菌棉棒

完成水檢體之採集後，使用無菌棉棒（或不織布材質）

在集水槽中潤濕後於槽內順時針旋轉至少三次，再向

內延伸至少三次（挖下生物膜），然後置入無菌採水袋

或具螺旋蓋的容器中（若太長折斷尾部）。

其他 水檢體或無菌棉棒
依常識判斷採檢方式，以無菌容器或無菌採水袋裝取

約 100～ 1,000 mL 的水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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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漂白水溶液之需要量（mL , 毫升）；V：欲配製之溶液體積（L , 公升）；D：欲配製

溶液之有效氯濃度（ppm, 百萬分之一；mg/L）；A：所使用未稀釋漂白水溶液之濃度（%）。

常見之含氯消毒劑主要為漂白水、漂白粉、氯錠等含有次氯酸鹽如：次氯酸鈉或次氯酸鈣成分

之消毒劑。由於市售漂白水主要成分可分為「次氯酸鈉」及「過氧化氫（雙氧水）」兩種，使

用時應選擇成分標示為「次氯酸鈉」之漂白水才適用本指引所提之消毒措施。此外，一般市售

漂白水有效氯濃度約為 5～ 6%；市售漂白粉、氯錠其有效氯濃度多為 30～ 70% ，不同廠牌

其濃度也有高低差異，配製前請特別注意瓶身說明。

配製及稀釋含氯消毒溶液時應考慮所使用漂白水、漂白粉（氯錠）等之有效氯濃度及需要水

量。配製方式，可以下列公式計算：

Q = （V × D）/（10 × A）

漂白水稀釋溶液換算範例

一般市售漂白水溶液（內含次氯酸鈉成分）之有效氯濃度約 5％。

以有效氯濃度5%之次氯酸鈉溶液，配製10公升，50 ppm之消毒溶液。

Q = 〔V（10 L）×D（50 ppm）〕 / 〔10×A（5％）〕

= 10 （mL） 即需要漂白水溶液10 mL.



�3

04	 環境中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 05	 環境採檢方法及注意事項 06	 附錄：含氯消毒劑使用說明	

漂白粉稀釋溶液換算範例

漂白粉（內含次氯酸鈣成分）有效氯約30～70%。

以有效氯濃度30%之漂白粉（含次氯酸鈣成分），配製10公升，50 ppm之消毒溶液。       

 Q = 〔V（10 L）×D（50 ppm）〕 / 〔10×A（30％）〕

= 1.7 （克） 即需要漂白粉 1.7 克

氯錠稀釋溶液換算範例

氯錠或漂白錠（內含次氯酸鈣成分），有效氯約 70%。

以有效氯濃度70%之氯錠（次氯酸鈣成分），配製10公升，50 ppm之消毒溶液。  

Q = 〔V（10 L）×D（50 ppm）〕 / 〔10×A（70％）〕

=  0.7 （克）  即需要氯錠0.7 克

備註： 餘氯濃度之檢驗，可採用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水中餘氯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法（NIEA W408.51A）」或

餘氯測定器進行檢測。

有關分光光度計法，請上環境保護署之環境檢驗所查詢，網址：http://www.niea.gov.tw/analysis/method/

m_n_1.asp?m_niea=W408.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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