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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生物安全、高防護實驗室
一、中文摘要
因應國際趨勢及配合政府政策，對於操作高危害病原之實驗室，應有更周
延、更完善之系統化管理，本計畫目的為依據疾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推動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全面導入符合
國際標準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以及持續蒐集國內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其系統運作情形，藉由相關資料分析，
擬定政府在監管該等實驗室運作之管理制度，將有助提升我國實驗室生物
安全管理水準，達到預防和減少人類病原體或毒素的意外或故意釋放的風
險，以提升實驗室人員及民眾的安全，進一步強化國家衛生安全。
主要發現：本計畫是依據疾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
引，以做為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用標準。同時，
依此標準架構，實施一系列培訓課程，以協助與輔導 12 間高防護實驗室導
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經實驗室現場訪視過程的訪視報告結果分析，
確認 12 間試辦實驗室已成功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且具備持續執
行自主管理維持的能力。蒐集及書面審查國內 104 至 105 年試辦計畫已導
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其系統運作情形自
我評核資料，由結果得知，10 間實驗室中僅 1 間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運作不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之內容。於 105 至 108 年
度試辦計畫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現場訪視建議改善事
項執行情形書面審查結果，則發現調查之 24 間實驗室，僅有 1 間未完成改
善，且規劃不再操作 RG2 感染性生物材料。原則上，大部分實驗室皆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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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物風險管理運作。
結論：要求高防護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希望實驗室可運用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的特性，透過風險評鑑來管理風險，識別潛在危害，依據
危害的嚴重性和後果，實施對應控制措施，並透過持續改進的基礎概念，
藉由 PDCA (規劃-執行-查核-改善)流程之導入持續改進循環，讓生物安全實
驗室能有條理的找出危害來源，並由分析不符合事件與事故的原因，進而
建立有效改善措施，提升其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效能與控制生物風險。因
此，疾管署自 104 年起，就將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列為優先導入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的對象，今年度計畫已完成國內所有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
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統的目標，110 年將持續針對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之實驗室進行運作現況及現場訪視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並透過實地
訪視確認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是否符合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收集相關資料，作為未來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認可制度的參考，以利疾管署
監管實驗室。
建議事項：未來於推動全面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政策下，建議
規劃與推動由權責機關或委託、認可第三方機構執行相關評鑑制度，將能
達成「實驗室安全自主管理、有效後端監控系統運作」的長期目標。因此
建議：
1.各機構於推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時，能與生物安全會結合，成立適當專案
小組，以提升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完整性與有效性。
2.權責機關對生物安全會相關管理規範，可增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相關職
掌要求，同時配合定期生物安全查核活動執行，將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
施指引，納入生物安全現場查核範圍，不僅可以提升各機構單位的重視，
同時也可以提升機構高階管理階層的重視，讓整體運作更有效以達成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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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目標。
3.建議針對國內實驗室人員推動一系列生物風險認知教育訓練，以確保實驗
室於執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能力的完整性。
4.持續建置生物風險管理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以期更廣泛讓相關實驗室參與
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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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Biosafety、high protection laboratories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here should be mor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operating
high-hazard pathogens,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plan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high-protection laboratories and TB negative
pressure laboratories into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tandard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nnounced by the CDC.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collection of domestic implemented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of high
protection and TB negative pressure laboratory system operation, through
relevant data analysi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of such laboratories management system,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biosafety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risk of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release of human pathogens or toxi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and the public, and further strengthen
n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ey Findings: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tandard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nnounced by the CDC to
be used as a high-protection laboratory to import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application standards. At the same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tandard
framework, a series of training courses are implemented to assist and mentor 12
high-protection laboratori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s.After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report of the laboratory
4

on-site visit process, it was confirmed that 12 pilot laboratories ha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had the ability to
continuously implement independ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Collect and
review self-assessment document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s of the High
Protection Laboratory and TB Negative Pressure Laboratory,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pilot projects from 104 to 105
year, results show that only one of the 10 laboratories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s for the BSL-2 laboratory reviewed of the on-site visit recommended
improvements documents from 105 to 108 year, only one of the 24 laboratories
surveyed was found to have not completed the improvement and planned to no
longer operate RG2 infectious biological materials. It shows that most
laboratories continue to maintain biorisk management operations.
Conclu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laboratory can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to manage risk, identify potential hazards and implement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hazard And through the basic concep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ycle through the PDCA
(Plan-Do-Check-Action) process, biosafety laboratories can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hazards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non-compliance events
and accidents, thus establishing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s and control biological risks.
Therefore, since 104 years, the CDC has made high-protection and TB negative
pressure laboratories a prior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is year the research project has comple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5

biorisk management control into all high-protection laboratories and TB
negative pressure laboratories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110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operational status and on-site visits to laboratori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to th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matters, and to confirm through on-site visit whether the operation of th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complies with biorisk management standard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nd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supervising laboratories of the CDC.
Recommendation: In the futur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related
authority or designated third-party agencies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audit or
supervision will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 as self-managed laboratory safety.
1.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biosafety Committee,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s will
set up an appropriate ad hoc group to enhance the integ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2. The authority can increase the requirements
of b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regular bio-safety
check-up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 the b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standard into
the on-site inspection scope, which not only can enhance the institutional
biology safety, but also can enhance the laboratory attention, so that the overall
operation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3. A series of biorisk awareness training
should be promoted for domestic laboratory personnel, so that laboratories can
keep the capacity of the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4. Continue to produce
digital learning courses related to b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with a view to
mor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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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文
一、前言：
1. 背景分析：
近年來，各國生物安全實驗室事故頻傳，其中包含位於美國的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CDC)發生兩起生物安全事故，分別涉及高危害的炭疽桿菌及
H5N1 流感病毒。生物安全專家指出，若無正確的「生物安全意識」
，即使
是再頂尖的機構也有可能發生事故，而使實驗室人員及民眾受到安全威脅。
因此，需重新思考生物安全方向，除了基礎的安全防護設備及規範，應建
立生物安全意識及文化，讓實驗室人員對生物安全問題持有高度的重視。
不論是對於避免高危險的生物毒素(Toxin)及病原體外洩擴散造成全球疫情；
或是對於中低風險等級的實驗室進行安全防護，都需要一套國家型的實驗
室安全計畫來督導及管理 3。過去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努力下，國內
建制之生物安全相關法規及規範也逐年進行修正與國際接軌，並且透過訓
練及查核工作的安排，協助國內醫療單位、研究機構及生物技術產業之實
驗室逐步地建立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然而，有鑑於生物安全工作並非一成
不變，隨著設備使用、人員異動及實驗方法變更以及法令增修訂等因素皆
可能有所變動。因此，必須有一套可適時調整的管理制度，才能使各單位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成效持續改善 3。因此，本計畫將延續過去發展的基礎協
助國內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其可協助組織依據本身發展生物風險政策，建立達成政策承諾的目
標與過程，進而落實組織的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以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
績效，實驗室達成自主管理的目標。
2. 政策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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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的主管單位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
關管理的政策包括(一).建構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體系(二).建立我國實
驗室人員生物安全知能評核制度 (三).建立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評核
制度 4。
現行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相關法規，主要包括「傳染病防治法」(108
年 6 月 19 日)第 4 條第 4 項定義感染性生物材料、第 34 條定義不同風險的
分級管理制度、第 64 條及第 69 條定義罰則。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另訂有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105 年 7 月 06 日)、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108 年 1 月 31 日)及「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108 年 4
月 12 日)。為了推廣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的制度，我國疾病管制署編訂了一
系列技術規範及指引，包括「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編(第
四版)」、「動物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
「生物
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實驗室生物保全管理規範」、
「生物風險管理–實驗室生物保全指引」、「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
及指引」、「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及災害應變計畫指引」、「感染性物質
運輸規範指引」及「實驗室人員生物安全知能評核指引」等相關實驗室生
物安全技術文件，提供實驗室工作人員有所遵循。而疾病管制署為因應全
球新興傳染病之發生、生技醫藥研究技術開發及精進，以及國際生物安全
管理策略的新趨勢，隨時修正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法規及相關規範或指引，
以符合國際趨勢 5。
疾管署對於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政策，仍以危害風險分級，再逐步
推展。屬於「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規範之管制性病原及毒素實驗室/
保存場所、BSL-3 以上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特指使用 TB 菌株進行相關
檢驗或研究)，因從事高危險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工作，預計修法要求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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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須實施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至於 BSL-2 實驗室或感染性生物材
料保存場所，現階段並未強制要求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屬鼓勵自願性
導入。
3. 問題狀況或發展需求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5 年訂定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時，即將「實驗室」列為核心能力項目之一，要
求各會員國應實施相關生物安全程序及定期監測，並應將生物風險評估導
入實驗室管理政策 6。在 2012 年 WHO 公布「2012 年至 2016 年實驗室
生 物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框 架 行 動 」（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ction 2012-2016）
，明確要求各會員國將該標準導入實驗室生
物安全管理運作 7。同年，美國聯合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動物組織(OIE)、
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AO)、歐盟(EU)等國際組織以及 29 個先進國家，共
同發起「全球衛生安全綱領」(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其中預防策
略三為「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行動方案，建議由國家建構具有政府一致
化的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體系，對於高危險生物病原，應建立有效之流程
監管機制，避免因遺失、遭竊或濫用，引發生物恐怖攻擊事件 8。顯示國際
上已將建立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之風險管理及監督制度，列為目前
發展的重點。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的良莠，對於防疫工作的落實程度有重大的
影響。例如在 2003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發布 SARS 疫情受到控制及
無新增病例後，但短短幾個月內，新加坡又爆發實驗室的操作人員因為疏
忽而感染 SARS 的意外事件。國內外許多醫院或研究機構，因實驗室生物
安全管理不善，而導致研究人員受到感染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 9。因此，依
據國際或區域標準組織發佈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標準，輔導國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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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實驗室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系統，將可以使實驗室人員的因素所造
成的意外降至最低。同時，實驗室可以依據本身所規劃與建立的生物風險
系統，搭配 PDCA 循環品質管理的理論，藉著執行、監督、改善，展現有
效的自主管理及持續改進。
而目前在國際間，世界衛生組織(WHO)也鼓勵各會員國導入實驗室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事實上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已就生物風險事項，於 ISO
第 212 號臨床實驗室試驗與體外診斷試驗系統技術委員會，(簡稱 ISO/TC
212)成立第 5 工作小組，就 ISO 15190 醫學實驗室安全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進行整合性工作，預計於未來發展出整合生物安全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
一套國際標準組織發佈之標準 10。
4. 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
本計畫在研究期間，已收集及分析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e.g 美國)或區
域(e.g.歐盟)對於推動生物安全實驗室的相關法規及執行方案，以瞭解及比
較我國在法制面的制訂作法與其他國家/區域的做法。
美國疾病管制和預防中心(CDC)編訂〞Biosafety in the Micro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Laboratories〞(BMBL 第五版)，該手冊主要依據風險等級(1-4
級)提出運作上的要求，包括標準微生物操作實務要求、特殊操作實務、安
全設備(一級，防護與個人防護裝備)及實驗室設施(二級防護)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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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CDC 為確保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的適切性，要求實驗室定期依據
BMBL 進行查核(Inspection)，並配合相關部會(如農業部、法務部、健康與
人類照顧部等)的要求，導入必要的處罰機制。美國生物安全協會於 2016
年 所 設 立 之 國 際 實 驗 室 認 證 計 畫 (ABSA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Program)中，其認證所使用的規範除包含 BMBL 第 5 版，CDC
/ NIH（BMBL 5th）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10

NIH）所出版的 Research Involving Recombinant or Synthetic Nucleic Acid
Molecules 則用於評估該機構生物安全和實踐的技術方面，亦包含實驗室生
物風險管理規範(CWA 15793)，以評估該機構對生物安全的整體管理。如此
方能建立全面性的生物安全防護 12。
配合國際趨勢，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已修訂法規，將風險管理的要求納
入法規中。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新法規〞Human Pathogens and Toxins Act〞
(HPTA)和〞Human Pathogens and Toxins Regulations〞(HPTR)生效 13，全面
提升加拿大政府對生物安全和生物保全之管理強度。HPTA 適用於涉及 RG
2、RG3 或 RG4 之人類病原體和毒素工作之所有人員/設施。除非被排除或
豁免，否則實驗室必須根據 HPTA 申請許可證，以進行管控活動（持有、
處理、使用、生產、儲存、允許任何人進入、轉移、進口、出口、釋放、
丟棄、處置人類病原體或毒素）
。病原體和毒素許可證的效期取決於病原體
的危險群 (Risk group)等級及毒素於 Security Sensitive Biological Agent
(SSBA) 的狀態。RG2 病原體，prion 和非 SSBA 毒素的最長許可期限為 5
年。RG3 病原體和 SSBA 毒素的最長期限為 3 年，結核分枝桿菌菌群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MTBC）需要 RG3 許可證才能進行
相關操作。RG4 病原體的最長期限為 1 年。許可證受各種法規及規範的約
束，包括須遵守加拿大生物安全標準(CBS)之要求。新的監管制度更強化實
驗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文化 14。
歐盟為推動所屬成員國對於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有一致性的規範，由
歐洲標準化組織在 2008 年公告 CEN 實驗室生物安全風險管理標準 (CWA
15793)，於 2011 年修訂為 2011 年版，並於 2012 年公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CWA 15793:2008)實施指引(CWA 16393)15 。歐盟的做法屬於驗證
(Certification)制度的管理，相較於美國 CDC 的要求，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11

系統(CWA 15793) 強調實驗室運作精神、生物安全執行政策、目標規劃及
達成、持續改善的機制、文件管制、內部稽核等。
2013 年至 2014 年，國際生物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iosafety Associations (IFBA)) 、 歐 洲 生 物 安 全 協 會 (European Biosafety
Association (EBSA))、ISO 會員國、WHO 及歐洲標準組織(CEN)有感於國際
間需要有一份屬於國際性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標準，即向 ISO 第 212 號臨
床實驗室試驗與體外診斷試驗系統技術委員會，簡稱 ISO/TC 212)提案，成
立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為主要任務的第
五號工作小組。以 CWA 15793:2011 版文件為草案，促成國際生物風險管理
標準，即 ISO 3500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標準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14。目前此標準已於 2019 年 11 月發布 ISO 35001 之國際標準
版(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16。
5. 研究目的
因應國際趨勢及配合政府政策，對於操作高危害病原之實驗室，應有更周
延、更完善之系統化管理，本計畫將依據疾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推動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全面導入符合國際
標準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以及持續蒐集國內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其系統運作情形，藉由相關資料分析，擬定
政府在監管該等實驗室運作之管理制度，將有助提升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
管理水準，達到預防和減少人類病原體或毒素的意外或故意釋放的風險，
以提升實驗室人員及民眾的安全，進一步強化國家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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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規劃於二年 (民國 109 年至 110 年)內，透過訓練、評鑑及經驗
分享等方式，完成國內所有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建構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藉以提升系統性生物危害風險鑑別能力，有效進行預防措施處置，
及避免發生實驗室意外事故，保障實驗室工作人員、周遭工作人員及社區
民眾之安全無虞。對已導入管理系統之實驗室，進行蒐集現行管理系統運
作之各項自我評核資料，以及先前導入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並
針對前述資料及結果進行彙整及分析，做為實驗室已具備自主管理及持續
改進的能力證明，並擬定疾管署認可該等實驗室管理系統之管理制度草案，
達成後端監控的目的。今年的工作目標依計畫需求為：1.辦理實驗室導入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活動、2.辦理 104-105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
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至少 10 間以上），蒐集現行運作之各項自我
評核資料以及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進行書面審
核(必要時，進行實地訪視)，並針對前述資料及結果進行彙整及分析，納入
成果報告及 3.蒐集 105-108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
（至少 20 間以上），確認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
(必要時，進行實地訪視)，並針對前述資料及結果納入成果報告。
1. 辦理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活動：
為達成前述計畫目標執行，擬依下列(1)至(6)項完成，說明如下：
(1) 至少接受 10 間以上高防護實驗室或 TB 負壓實驗室參與導入系統試行
活動 (以下稱「實驗室」)。
目前國內共計有 21 間高防護實驗室及 22 間 TB 負壓實驗室(專指執行鑑定、
藥敏試驗) 符合計畫對象，目前已有 15 間高防護實驗室及 9 間 TB 負壓實
驗室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因此本計畫將於兩年內邀請尚未導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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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實驗室參與試辦計畫。109 年預計邀請 10 間以上之實驗室參與試辦
計畫。
(2) 辦理「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訓練課程。
A. 成立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
計畫團隊將邀請國內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的產、官、學、研或醫療等專家
與學者依其專業能力組成專家工作小組。專家的背景原則以現(曾)任機構生
物安全會委員或相關業務人員，具生物安全相關管理實務或研究經歷者、
生物技術相關生物安全實驗室代表(BSL-2 以上)、大學教授(分別具職業安
全或微生物免疫背景者)、計畫委託單位(CDC)推薦的生物安全第三等級查
核種子委員、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究員、過往參與相關計畫表現優異之實驗
室代表以及具備管理系統驗證稽核、生物/醫學實驗室管理及認證管理專長
之專家為主，提供專業意見以協助計畫執行，其工作小組配合計畫需求之
任務如下：
i.提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訓練課程(包含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撰寫工作坊(Workshop)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之內部稽核及管理審查工作坊(Workshop)之科目、教材等事項建議。
ii. 擔任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訓練課程之講師。
iii. 課程課後討論，研擬修正方案。
B.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施實指引訓練課程
為協助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人員以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施實指引為基
準架構，建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除規範介紹外，將先讓學員建立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觀念，進而學習生物風險評鑑技術及管理
系統之系統管理和其建立步驟和方法。另外，透過先前參與計畫之實驗室
訪視常見建議改善事項，預先瞭解建立此系統應注意之條文，藉以擬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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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將於專家工作小組討論後決定課程方向)。
 課程主題：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實
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鑑技術指引介紹、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
管理之方法論及現場訪視常見建議改善事項之條文說明。
 建議出席人員：參加人員以試辦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會成員或實驗室執行
人員為主。
(3) 辦理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撰寫工作坊(Workshop)
為協助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人員以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為基準架構，建
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文件。先讓學員瞭解文件撰寫概念，進一步學習
如何建立符合自身機構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包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
冊及程序書等。課程中將透過實作練習，學習如何進行生物危害鑑別及生
物風險評鑑，並建立相關表單。利用課程中所建立之相關文件及表單，協
助推行符合其組織文化與任務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擬透過工作項
目(1)之教材暨課程專家工作小組制訂相關訓練內容及訓練教材。
 課程主題：文件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課程講解(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化、生物風險管理實作經驗分享、建立生物風險管
理程序書生物風險管理-實作 Q&A、危害鑑別及生物風險評鑑)與分組實
作練習。
 建議出席人員：參加人員以試辦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會成員或實驗室執行
人員為主，需先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訓練課程。
(4) 辦 理 實 驗 室 生 物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之 內 部 稽 核 及 管 理 審 查 工 作 坊
(Workshop)。
為確認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執行之有效性，及因應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內容 4.5 檢驗與矯正措施和 4.6 管理審查章節，將協助實驗室人員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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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何執行內部稽核與導入有效的矯正措施及管理審查機制。擬透過工作
項目(1)之教材暨課程專家工作小組制訂相關訓練內容及訓練教材。
 課程主題：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案概述與管理系
統稽核實施流程、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演練包括(風險管理系統稽核
計畫、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查檢表設計、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蒐
集與查證資訊技巧、現場稽核案例演練、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矯正
措施案例(生物風險管理審查)、稽核員之適任性與評估。並參考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規範標準，導入實務案例演練。
 建議出席人員:由參與試辦計畫的實驗室推薦代表參加，以生物安全會
成員或實驗室執行人員為主，需先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訓練課
程。
(5) 辦理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地試評。
原則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應屬實驗室自主管理為主，並
搭配實驗室所屬機構的生物安全會依流程定期管理。但配合計畫需求，為
確保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執行成效與落實，計畫預計對參與試辦計畫
之實驗室(至少 10 間)辦理實地試評活動，透過試評的方式確認實驗室建立
之系統是否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並了解各實驗室運作情形及遭
遇之困難。
預計作業流程如下：
 協助與指導本年度參與實地試評的實驗室完成自我評核。
 邀請已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評審員培訓課程的評審員，參與實
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實地試評活動前共識會議。
 規劃及安排評審員組成評鑑小組進行試辦實驗室實地試評，完成評鑑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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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本年度試辦實驗室，依其內部稽核與外部實地試評的結果，指導實
驗室完成矯正措施。
(6) 彙整及分析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行實驗室試評結果及發現，並撰
寫成果報告。
依據實地評核結果，分析、彙整及討論相關資訊，產出成果報告。

2. 辦理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至少
10 間以上），蒐集現行運作之各項自我評核資料以及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進行書面審核(必要時，進行實地訪視)，並針對
前述資料及結果進行彙整及分析，納入成果報告。
104 年至 105 年度之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提升
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險研究計畫中共有 13 間高防護實驗室及 9 間 TB 負
壓實驗室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實驗室等級是依據疾管署 109 年度提供
的名單為主)，105 至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研究計畫中共有 2 間高防護實驗室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詳細
名單請見表一。為了解前述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將進行相
關資料蒐集，預計辦理流程如下：
 成立專家小組：以具備管理系統驗證稽核、生物/醫學實驗室管理及認
證管理專長之專家，且已擔任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評審員的人員為主。主
要工作為：
i.擬定書面審核所需之各項自我評核資料。
ii. 擬定書面審查方式，定義何種情況需進行實地訪視。
iii. 對書面審查意見表或其相關文件給予建議。
 調查對象：調查現有 24 間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否仍持續運作。
邀請仍持續運作之實驗室參與本年度計畫(預計 10 間以上)，提供相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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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核資料及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審查所
需之自評資料將參照 105 年度我國高防護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認
證制度建議方案中實驗室認可作業流程之初次申請提交之相關申請資
料，包含項目為：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害程度分類一覽表
及風險評鑑紀錄表、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包括生物安全操作手冊維
持與相關人員內部定期生物安全操作訓練、單位所屬生物安全會或生物
安全管理員定期內部稽核、相關設備或設施檢驗報告、人員訓練能力維
持、意外事件、內部稽核改善事項維持及必要性現場設備環境功能測試
查核等，實際自我評核項目待工作小組會議後決議。
 由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評審員就實驗室提供之自評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必
要時，可提出改善措施與觀察事項。
 文件審查意見確認後，依據審查結果確認是否需進行實地訪視，安排及
辦理現場查證。
 將前述資料及結果進行彙整及分析，納入成果報告。

3.蒐集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至少 20 間以上），確認
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必要時，進行實地訪視)，
並針對前述資料及結果納入成果報告。
105 年至 108 年之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
計畫中共有 72 間 BSL-2 實驗室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詳細名單請見表
二。為持續追蹤前述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先前試評缺失改善情形是否
已完成，將請實驗室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必要時將至實驗室進行現場訪視。
預計辦理流程如下。
 邀請 20 間以上已參與過前述研究計畫的實驗室參與本年度計畫，說明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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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實驗室提供現場訪視委員所開立之「建議改善事項」對應之改善計畫
實際完成的情形及相關佐證資料。
 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評審員(原則已當年度對應之現場訪視委員為主)審
查前述書面資料，確認其「建議改善事項」是否已依據實驗室所提供的
改善計畫完成改善，並確認是否需要進行現場訪視。
 將前述資料及結果進行彙整及分析，納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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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1. 辦理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活動
(1) 接受 12 間高防護實驗室或 TB 負壓實驗室參與導入管理系統試行活動
(以下簡稱實驗室)。
本計畫團隊依據疾管署所提供的我國備查設置單位名單中，符合高防護實
驗室或 TB 負壓實驗室資格者，確認尚未參與過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相關研究計畫的設置單位共計 12 間。計畫團隊於 2020 年 2 月 17 日以電子
郵件提供「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培訓課程行前調查問卷」詢問前述 12 間實驗
室參與計畫的意願及對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研究計畫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培訓課程的意見。綜整實驗室回
覆之建議為：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撰寫授課內容希望更趨近實務面，
以文件撰寫內容實際的佐證及說明，避免過於空泛。2. 建議課程延後安排
至武漢肺炎疫情較趨緩時。3. 建議課程地點增加台中區域。另外，超過半
數實驗室回覆，希望課程辦理時間為非假日。上述意見皆於課程暨教材工
作小組中提出討論。
今年度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響，初期邀請實驗
室參與計畫時，僅有 6 間實驗室同意參加，其餘 6 間實驗室以疫情為由，
希望明(110)年度再參與計畫，但為利計畫資源發揮最大應用效益，疾管署
與本計畫團隊商討後，建議集中於今年計畫完成 12 間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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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壓實驗室(使用菌株)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故由疾管署計畫承辦
人員出面協助商請實驗室配合計畫規劃參加今年試辦計畫。今年度參與試
辦計畫的實驗室名單，請詳見表三，共計 12 間，包含 BSL-3-1 間和 TB 負
壓-11 間。
(2) 辦理「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訓練課程。
2.1 成立專家工作小組
本次計畫團隊於計畫初期，即參考 108 年度參與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建構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的專家團隊成員為基礎，邀請具有導入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經驗或擔任計畫培訓課程講師的人員擔任專家工作小組委
員，期望可藉由過去參與計畫過程的經驗，提供更加精進授課內容，以協
助參與計畫的實驗室能更順利的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今年度參與試辦計畫的對象為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因此，工
作小組成員新增 3 位曾經參加 104-105 年度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險計畫之實驗室主管擔任工作小組
委員，提供導入及運作經驗。專家工作小組委員共計有 10 位，包括感控醫
師、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認驗證專家，
委員名單請詳見表四。
2.2 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
計畫團隊已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假台中高鐵會議室，邀請專家工作小組成
員完成第一次的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會中針對「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訓練課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撰寫專班及辦理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之內部稽核及管理審查工作坊，進行課程內容與教材更新討
論，除參考 108 年度計畫培訓課程內容外，亦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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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行前調查」結果提出討論，課程相關會議重點如下：
 因應今年度疾管署 2020 年 1 月 15 公告之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請講師依據疾管署公告規範修改課程教材內容。
 擬定今年度課程大綱，初步訂定 5 場訓練課程及預計擔任講師人選：(A).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課程、(B).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
會一、(C).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二、(D).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文件撰寫 Workshop 與(E).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會
議結論請詳見附件一。其中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二為今(109)年度新增之
課程，主題為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工具-HFMEA 為例，此課程
將介紹風險評鑑方法之一 HFMEA 的原理及如何運用，並進行實作演練。
講師將以邀請醫療機構人員為主，所提案例會更貼近今年度試辦實驗室
的需求。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保障學員及講師的安全，委員建議原
計畫規劃 3-4 月完成各項培訓課程辦理，應調整於 6 月以後辦理較適宜，
需請計畫團隊再與疾管署溝通協調。
本計畫團隊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函請疾管署同意辦理計畫變更事宜(全認

實一字第 20200378 號)，調整各項工作辦理時程，包含將原定 3 至 4 月需
完成之訓練課程修改為 7 至 8 月完成辦理。於 2020 年 4 月 9 日收到疾管署
回覆同意本會申請之計畫變更函文(疾管感字第 1090004286 號)。
確認課程辦理時間將安排於 7 至 8 月，本計畫團隊於 2020 年 5 月 21 日辦
理第二次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延續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之大綱，進
一步討論課程內容及講師安排，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培訓課程擬
定，會議結論請詳見附件二。另外，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二課程
內容，本會已於 4 月 22 日及 5 月 12 日前往亞東醫院與朱芳業及湯惠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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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商討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二課程內容及辦理方式，為因應今年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將課程主題修改為「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
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染病)：SARS-CoV-2/TB、生物保全作業
為例」，並訂於 2020 年 7 月 21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 會議室辦
理。預計人數為 30 位，共分 5 組進行實作練習。本計畫團隊已於 5 月 28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試辦實驗室人員報名，並於 6 月 8 日正式發函通知。為
響應環保，於各項課程舉辦前一周，以電子郵件寄送上課通知提醒學員並
提供課程講義給學員預習。各項課程參與人數請詳見表十，以下為各訓練
課程辦理的實際情形說明。
(A)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
 課程時間：2020 年 7 月 6 日(一) 9:30~16:00
 課程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富蘭克林廳 401 會議室
 課程目的：協助實驗室工作人員及單位生物安全會成員(或生物安全
專責人員)等，瞭解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內容及相關
要求，介紹相關生物安全會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任務及作法，
以及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分享。同時，邀請曾參與
計畫之實驗室人員分享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管理與運
作經驗。
 出席人數：42 位。
詳細課程議程請見表五，此課程活動辦理情形請見圖一，課程內容實
用性及講師講解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請詳見圖二，超過 97%
學員認為課程實用且對講解方式感到滿意。
(B)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
 課程時間：2020 年 7 月 14 日(二) 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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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課程目的：為協助實驗室工作人員以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為基準架構建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讓已完成(A)實驗室生
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之學員，可進階瞭解建立實驗室管理系統
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觀念，進而學習生物風險評鑑技術及建立管
理系統之步驟和方法。另外，讓實驗室工作人員瞭解如何實施意外
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與矯正措施，以確保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持續改進及運作。
 出席人數：41 位
詳細課程議程請見表六，此課程活動辦理情形請詳見圖三，課程內容
實用性及講師講解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請詳見圖四，超過
95%學員認為課程實用且講解清楚。

(C) 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染
病)： SARS-CoV-2/TB、生物保全作業為例
註：HFMEA (healthcare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醫療失效模式
與效應分析)
 課程時間：2020 年 7 月 21 日(四) 8:30~17:00
 課程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 會議室
 課程目的：協助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人員有系統地檢討分析各
流程或子系統中應有的功能與要求，透過團隊運作的方式，逐步地
偵測系統、過程、設備、物料、訊息及人為所造成的潛在失效模式
及可能的影響結果，透過實作練習了解如何以 HFMEA 執行實驗前
中後程序的風險評鑑，以及風險管理作業，以期能提升風險管理能
力，降低實驗室人員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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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數：35 位
詳細課程議程請見表七，此課程活動辦理情形請詳見圖五，課程內容
實用性及講師講解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請詳見圖六，超過
90%學員認為課程實用且講解清楚。

(3) 辦理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撰寫專班
 課程名稱：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撰寫 Workshop
 課程時間：2020 年 8 月 6 日(四) 8:30~17:00
 課程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富蘭克林廳 401 會議室
 課程目的：為協助實驗室人員以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為基
準架構，建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文件。讓學員瞭解文件
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符合自身機構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如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手冊及程序書等。此外，透過實作練習，學習如何執
行生物危害鑑別及生物風險評鑑，並利用活動中所建立之相關文件、
表單，執行符合其組織文化與任務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
 出席人數：38 位
詳細課程議程請見表八，此課程活動辦理情形請詳見圖七，課程內容
實用性及講師講解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請詳見圖八，超過
95%學員認為課程實用且講解清楚。經疾管署建議，本年度課程中，有
提供 WHO 發布之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南所
附之風險評鑑範本給實驗室於危害鑑別及生物風險評鑑實作練習。

(4) 辦 理 實 驗 室 生 物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之 內 部 稽 核 及 管 理 審 查 工 作 坊
(Workshop)
 課程名稱：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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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時間：2020 年 7 月 28 日(二) 8:30~17:00
 課程地點：IEAT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會議中心 1F 演講廳
 課程目的：為協助實驗室工作人員瞭解執行內部稽核與導入有效矯
正措施及管理審查的機制，課程內容包括稽核指導綱要 ISO 19011：
2018 架構、稽核內容重點、稽核原則、稽核計畫管理、稽核活動及
稽核員能力與評估。並參考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標準，導入實
務案例演練，以使實驗室工作人員建立內部稽核計畫，執行內部稽
核，並成為適任之稽核人員。
 出席人數：35 位
詳細課程議程請見表九，此課程活動辦理情形請詳見圖九，課程內容
實用性及講師講解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請詳見圖十，超過
95%學員認為課程實用且講解清楚。

(5) 辦理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地試評。
為瞭解參與本年度試辦計畫之實驗室，於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一系列
課程的培訓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構的情況，於 10 月起，陸續安排相關
機構/實驗室，辦理實地評核活動，以輔導為主，查核為輔的模式進行，故
此活動以「現場訪視」為名，經由現場訪視瞭解各機構/實驗室實際建構狀
況，瞭解培訓課程之成效，並依據訪視的結果給予評價及建議，以提升試
行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完整性。
於現場訪視前，另就此次議題活動需要，規劃以下三點進行方向辦理：(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計畫與查檢表、(2).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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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訪視作業及(3).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結果分析。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計畫與現場訪視相關文件
A. 現場訪視計畫：
為配合試辦計畫的現場訪視活動需求，計畫團隊重新審視實地試評
作業流程，請詳見圖十一、現場訪視作業流程與規劃。
B. 現場訪視活動相關文件
現場訪視需要之文件分為查檢表及現場訪視報告兩種，查檢表是於
實驗室完成培訓課程後，提供給實驗室執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評
估用，而為讓整體現場輔導訪視工作更為有效率及留存紀錄，計畫團
隊於現場訪視活動當天提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
作為現場訪視委員於現場輔導訪視過程之記錄使用。為因應疾管署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發布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兩份表
格已完成修改(原表格為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研究計畫擬定的)，請詳見附件三、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
我查檢紀錄表及附件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該
訪視紀錄表格使用模式與之 108 年度研究計畫之設計邏輯一樣，區分
為 A 與 B 兩部分，其中 A 表的部分，其查核內容包含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規範條文第 4.1 章、第 4.2 章、第 4.3 章、第 4.5 章及第 4.6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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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訪視委員負責完成。B 表部分，查核內容為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
範條文第 4.4 章節，則由另一位訪視委員負責完成。對應的訪視紀錄表，
另包括實驗室訪視建議改善表，作為現場訪視過程後現場訪視委員提
供相關建議改善事項說明與對應條文章節此表格填寫，以讓試行實驗
室可依此表格內容模式，提出其相關改善計畫或矯正措施，後續方便
於期限內，由訪視委員協助完成該次改善計畫之確認。查檢表則是依
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的條文設計，作為實驗室自我
評核用，在評核過程中，可將對應佐證資料文件名稱註記於表格內，
以利委員審查時可查找對應文件。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查核作業
A. 查核作業前：
1.) 辦理現場訪視委員共識會議：
配合現場訪視作業的需求，計畫團隊已於 2020 年 9 月 14 日假
艾維士商務會議中心，辦理一場次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
場訪視委員共識會議」，邀請對象為現場訪視工作小組成員與已完
成 104、105 年度及 108 年度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評審員
培訓的人員，以有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管理者優先，出席人員
共計 22 位。會議記錄請見附件五。會中有提供今年度疾管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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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及訪視重點說明供委員參
閱，現場訪視查核重點說明內容請詳閱附件六，現場訪視查核重點
說明是以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
究計畫的版本為主，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修
訂。
2.) 試行實驗室自評作業：
配合現場訪視活動時間安排與調合現場訪視活動之差異，計畫
團隊已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以函文通知實驗室填寫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請試行實驗室作以此自我查檢表執行一次內
部稽核。並於現場訪視活動前 2 周回覆實驗室自我查檢表及生物風
險管理手冊，以利訪視前供委員確認
B. 查核作業：
1.) 現場訪視行程安排：
現場訪視日期的安排是依據試行實驗室回饋可配合時間，再與
委員可行的時間媒合後決定。今年度 12 間試行實驗室現場訪視活動
時期程為 2020 年 10 月 02 至 10 月 27 日，各實驗室辦理日期請參閱
表十一、實驗室訪視時程表。此外，計畫團隊也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行文通知各單位訪視對應時間與整體訪視流程通知說明，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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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視機構可以瞭解訪視作業與提供協助。
2.) 現場訪視委員安排：
本次訪視活動的訪視委員安排是由已完成 104、105 及 108 年度計畫
查核評審員課程訓練的委員為主，兩位委員中，其中一位會挑選有
高防護或 TB 負壓實驗室管理經驗的委員。針對本次參與的試行實
驗室執行實驗室現場訪視作業，詳細作業流程請參閱表十二、現場
訪視活動流程。
每場次皆由 2 位委員參與，參與現場訪視的委員，可於訪視前
兩周獲得訪視單位提供的自我查檢紀錄表與生物風險管理手冊(名
稱不限，依各實驗室之規定命名)與計畫團隊提供的訪視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及查核重點說明，以協助訪視委員於現
場訪視前，可以有效瞭解受訪視單位管理系統建置的現況，同時完
成現場訪視作業前準備工作，包括自行擬定擬查證事項或現場工作
時間配置，以於有限訪視時間下有效達成需求作業與現場訪視作業
的參與人員的一致性。
3.) 現場訪視報告與改善計畫及矯正措施確認：
於現場訪視活動中，現場訪視委員會針對於試行實驗室建構之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已輔導的方式給予建議。於試行實驗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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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現場訪視後，會提供一份現場訪視報告與建議改善事項表，讓受
訪視機構/實驗室了解訪視後結果，後續可參考委員的建議做修正。
當現場訪視委員確認試行實驗建構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不符合實驗
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時，將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現場訪視報告」對應條文項目中勾選不符合，並提出建議改善事
項於「實驗室訪視建議改善表」
，試行實驗室需依據委員所提之建議
改善事項於兩週後回覆改善計畫及矯正措施，經由委員審查確認才
算完成整體作業。
(3).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查核結果分析
依據已安排的訪視時程，請參閱表十一、實驗室訪視時程表，今年度共
計完成 12 間試行機構的現場訪視作業。
12 間試行實驗室現場訪視活動辦理情形，請參閱圖十二、實驗室現
場訪視照片，訪視結果則請參閱表十三，實驗室訪視結果一覽表，內容
包括各實驗室整體評價、建議改善事項，缺失改善計畫、及訪視委員審
查結果。計畫團隊由表十三、實驗室訪視結果一覽表之現場整體結果審
查確認，本次的 12 間實驗室皆已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而由 12 間試行實驗室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結
果發現，如圖十三、各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數量，以 F 試行機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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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7 件)，而 0 件建議改善事項則有 4 間試行機構/實驗室。由統計結
果得知，12 間試行實驗室之建議改善事項件數平均為 2 件，僅有 3 間實
驗室超過平均數，可顯示整體計畫推動輔導過程，12 間試行機構/實驗
室都積極參與及用心建置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針對試行機構/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對應條文進行分析，如圖十四、
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對應生物風險管理規範條文分析)，可發現 12 間訪
視實驗室，委員共計提出 24 件建議改善事項，其中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條文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是本次現場訪
視中數量最多的條文項目(3 件)，4.4.4.1 一般安全、4.4.4.6 員工健康方案、
4.5.5 查核與稽核及 4.6.1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皆為 2 件。
事實上，本次試行機構/實驗室於建構過程，對應生物風險管理規範
可能窒礙難行的章節來看，未有發現有特別突出或高比例於某章節被發
現未能滿足的情況，應可視為規範各項條文於相關試行機構/實驗室建構
運作過程，尚能滿足我國國情之各機構/實驗室的運作現況。換言之，疾
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對於參與試行機構/實
驗室於架構其本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可行且適用的，不論是
BSL-3 或是 TB 負壓實驗室，甚至於執行動物型試驗之實驗室(ABSL)及
BSL-2 亦能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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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可見，參與本計畫的多數試行機構/實驗室，對於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於整體系統的執行上並未有發現特別難準備的部分，顯示本計畫
規劃之培訓課程內容及現場訪視已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因此，相信於本
次計畫現場訪視活動後，各實驗室經查核評審員提供之建議確實執行改
善後，並配合管理系統持續改善的特性，必定能讓相關實驗室的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更加完善與有效運作。

2. 辦理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至少
10 間以上），蒐集現行運作之各項自我評核資料以及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進行書面審核
(1) 選定受查實驗室
本計畫團隊依據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研究計畫辦理之試辦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調查之結果，發現 104
至 108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共計
24 間，其中有 6 間實驗室未回覆問卷調查表，故將前述 6 間實驗室列入今
年度調查對象，以利了解該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除此之外，
經彙整 104 至 105 年度計畫現場訪視結果資料發現，有 8 間試辦實驗室當
年度依據委員所提之建議改善事項僅提出改善計畫，故由前開實驗室中挑
選 4 間作為今年調查對象。因此，本年度調查對象共計 10 間，詳細名單請
詳見表十四。
(2) 書面審查作業：
本計畫團隊於 2 月 21 日第一次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中商討執行方式，
104 至 105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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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書面審查方式確認前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並依據委
員審查意見，再評估是否需要執行現場查證。專家委員於工作小組會議中
建議書面審查所需資料應包含：A.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評核表及 B.檢附
資料：a.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害程度分類一覽表、b.生物風險
評鑑紀錄表、c.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管理審查輸出資料 (近三年)及 d.歷年生
物風險管理之內部稽核資料 (近三年)，會議記錄請詳見附件一。
本計畫團隊於會後，依據疾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
引擬定一份「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後續請委員再次審
查。審查完畢後，將草案呈送給疾管署審閱，並於 5 月 21 日第二次課程暨
教材工作小組中確認最終版本，結果請詳見附件七。本計畫團隊已於 2020
年 6 月 2 日函請試辦實驗室填寫，並在資料回收後，提供給當年度的訪視
委員進行審查，包含 6 間需提供當年度改善計畫執行狀況之實驗室，已一
併彙整回覆資料提供給委員審查。於第二次專家工作小組會議中討論「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審查意見表」，以提供委員審查紀錄用，
請詳見附件八。
本計畫團隊已於 2020 年 6 月 2 日發函請 10 間實驗室填寫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及提供對應佐證資料。資料收集完全後，將實驗室提
供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及佐證資料交付給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查核評審委員審查，委員是以當年度主訪視委員為主，而實驗室提交
之改善計畫實際執行情形則交由當年度開立建議改善事項的訪視委員審查。
結果請詳見表十五。
(3) 審查結果：
10 間實驗室皆已回覆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及對應佐證資
料，其中 6 間實驗室也一併提供改善計畫執行情形資料。經委員審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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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室中，9 間實驗室經委員確認，目前管理
系統仍持續運作，僅有 1 間實驗室(F)因為提供完整佐證資料(管理審查)，因
此委員由目前實驗室所提供的資料判定該實驗室管理系統並未良好維持。
10 間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室中，有 6 間一併提供當年度改善計
畫實際執行情形，結果請詳見表十六。經委員審查，有 2 間實驗室未確實
完成改善，委員也將相關意見提供給實驗室參考，本計畫團隊將會把前述 2
間實驗室(D 及 F)列為明年度實地訪視的對象，並將對應缺失列為查核重點，
以確認實驗室是否依委員意見完成改善。

3. 蒐集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至少 20 間以上），確
認先前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評缺失改善情形
(1) 選定受查實驗室
彙整實驗室 105-108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辦實驗室現場訪視
報告資料，確認參與計畫之 74 間實驗室(其中 2 間為 BSL-3 實驗室)，共有
36 間試辦實驗室當年度對委員所提之建議改善事項僅提供改善計畫。因此，
將從 36 間中挑選 20 間實驗室做為調查對象，詳細名單請見表十七。
本計畫團隊於調查中發現，前述 36 間實驗室，依據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
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辦理之試辦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調查之結果，共有 4 間實驗室回覆其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僅部
分規範條文有持續維持，但欲了解實驗室是否於計畫結束後有完成改善計
畫，故將此 4 間實驗室列入調查對象，詳細名單請見表十七。
(2) 書面審查作業：
本計畫團隊於 2 月 21 日第一次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中商討執行方式，
105-108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將以書面審查方式確
認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並依據委員審查意見，確定是否需要執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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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書面審查需檢附之資料應包含：實驗室提供現場訪視委員所開立之
「建議改善事項」對應之改善計畫實際完成情形及相關佐證資料。會議記
錄請詳見附件一。
本計畫團隊於會後，擬定一份「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改善措施
回覆表」，以提供給試辦實驗室回覆及委員審查使用，此回覆表已經委員
及疾管署審閱，請詳見附件九。
本計畫團隊已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函請 24 間實驗室對當年度提供之改善計
畫回覆其改善措施執行情形，並提供佐證資料。已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完
成 BSL-2 實驗室之建議改善事項改善狀況資料(含佐證資料)收集，並於 2020
年 5 月 11 日將資料提供給委員審查。實驗室回覆內容及委員審查結果，請
詳見表十七。
調查結果顯示，24 間實驗室，共計有 23 間已完成資料回覆。其中 22 間已
經委員確認已確實完成改善計畫，而有 1 間回覆資料說明，今年度生安會
召開管審會議，決議廢止保存並銷毀危害風險等級二生物材料，且經本計
畫團隊確認，本年度追蹤改善計畫中貴單位提供之佐證資料並無完整涵蓋
107 年度查核時提出的改善計畫內容，因此，本會建議實驗室目前已無操作
RG2 感染性生物材料，可評估是否持續維持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若仍要維
持，請實驗室確實完成改善計畫，後續會再追蹤調查。另 1 間實驗室則回
覆實驗室已經由衛生局與疾管署 BSL-2 查核，也完成改善，故本次不配合
回覆相關資料，惟該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並未持續運作，故本會將
不會再進行追蹤，後續會將結果提報給疾管署，將此 5 間實驗室於示範實
驗室名單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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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1. 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參與本計畫之成效
所謂高防護實驗室，包括 BSL-3 以上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109 年度
疾管署所提供的實驗室名單中，經疾病管制署同意啟用之高防護實驗室共
計有 21 間及 TB 負壓實驗室(專指執行鑑定、藥敏試驗) 有 22 間，藉由 104
至 108 年度委辦計畫協助，已有 15 間高防護實驗室及 9 間 TB 負壓實驗室
完成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置，加上今(109)年度導入的實驗室，共計有 16 間
高防護實驗室及 20 間 TB 負壓實驗室。未參與本計畫試辦活動之 4 間 BSL-3
以上實驗室，包含疾病管制署-台南實驗室、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第三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ABSL-3 及
BSL-4 實驗室，但此 4 間設置單位的其他高防護實驗室皆已導入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後續皆說明會以同單位已參與過試辦計畫之實驗室為範本，自
行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此外，還有一間為 104 年度參與試辦計
畫，但未導入成功。本會仍積極邀請前述設置單位生安會及實驗室人員參
加計畫相關訓練課程，希望該實驗室可完成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置。原則
上，疾管署要求 BSL-3 以上實驗室應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政策，已進
行規劃期程，除今年度已正式公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外，
亦著手修訂「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將要求國內管制性病原及毒素
實驗室/保存場所、BSL-3 以上實驗室與 TB 負壓實驗室(涉及使用 TB 菌株)，
未來須實施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據以實施後將可再逐步推廣 BSL-2 實
驗室，以全面提升我國實驗室自主管理的能力及水準。
今年度參與計畫之 12 間實驗室現場訪視結果相較於 104 及 105 年度之高
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
險研究計畫之 22 間實驗室，可由先前研究計畫資料顯示，104 年度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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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事項為 31 件(平均 3.1-10 間)，105 年度總建議改善事項為 41 件(平均
3.4-12 間)，而 109 年度總建議改善事項為 24 件(平均 2-12 間)，低於以往的
數據，顯示整體表現良好。本年度現場訪視活動執行，非常感謝疾管署(計
畫委託單位)及各年度參與試辦計畫之實驗室的支持與配合，讓計畫團隊於
規定時程內完成各項工作事項。尤其今年度適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流
行，影響課程辦理時間(原定 4 月完成課程)，以致於 8 月 6 日才完成所有的
培訓課程，而實驗室規劃於 10 月辦理現場訪視活動。因此，今年度參與試
辦計畫的實驗室準備時間相對於其他年度研究計畫時間較短，但是實驗室
仍努力完成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置，值得鼓勵。
對應委員開立之建議改善事項，確認疾管署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
範及實施指引的條文適用性，對比發現，並無特殊規範章節有多數實驗室
被開立建議改善事項的現象，顯示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的內容可
適用於台灣的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而被開立的建議改善事項，
委員於現場訪視中已提供建議給實驗室，且實驗室已提出對應改善措施/計
畫，相信未來實驗室秉持者管理系統持續改善的精神，可使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運作更加完善。值得注意的是，104、105 及 109 年度之高防護實驗室
皆可發現規範章節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有超過 2 間以上實驗室
被開立建議改善事項，可列入課程重要主題，惟每間實驗室的目標不會相
同，可提供設定目標的參考依據或是原因給其他實驗室參考，在生物風險
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介紹及實驗室經驗分享時提供範例給實驗室參考。
因計畫為試辦階段，規劃是以高防護實驗室為導入單位，並非整個設置單
位，因此在建置時，不少實驗室是將生物風險管理相關程序文件建置在科
室，如醫事檢驗科下，而非生安會。在規範中，生安會辦理的角色極為重
要，規範章節 4.3.1.1 規劃與資源：設置單位應確認依據本規範建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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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風險評鑑系統，並向生物安全會報告風險管理系統績效，以利進行
審查及做為改進基礎。規範章節 4.4.1.3 生物安全會：設置單位應成立生物
安全會，以做為生物風險相關議題的獨立審核小組，負責監控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的運作，並向最高管理階層報告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績效與任何改進
的需求。應執行的任務包含：
a) 建立文件化的職權範圍；
b)延攬具代表性的跨部門專業人員，適合於設置單位所從事活動之性質與規
模；
c) 確認所處理之議題有正式記錄、分配工作、並有效追蹤及結案；
d)由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主席；
e) 依據既定的適當時間間隔及需要的時機開會。
f) 提供適當資源以確保可取得必要人力、設施與其他資源，以保障設施安全
運作。
g)確保整體設置單位推廣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依據疾管署規定，生安會召集人(或. 主席)應由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
若實驗室僅將相關文件建置在(醫事檢驗)科室下，則生安會的功能則會無法
發揮作用，如管理審查會議中，無法獲取高階管理階層的資源，這將會使
管理系統無法順利運作。因此，於現場訪視時，委員已有提醒實驗室，後
續可將相關管理程序轉移至生安會，以生安會做為主要管理者，除可減輕
實驗室管理者負擔，還可將管理系統推行至其他等級的實驗室。本計畫團
隊已規劃於明年度計畫辦理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針對生物風險控制目標
及標的及生安會的任務向已導入之實驗室進行討論說明，以符合疾管署未
來的管理要求，並且為 111 年度的修訂的新法規做準備。
今年度計畫成果的關鍵歸因於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研究計畫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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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及現場訪視規劃是依據每年疾管署、計畫審查委員及試辦計畫人員
之意見，經過多年的調整，目前相關培訓課程及現場訪視活動已趨於成熟，
顯示以此模式可有效協助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此外，在疾病管
制署的努力不懈下，國內建制之生物安全相關法規及規範也逐年進行修正
與國際接軌，並且透過訓練及查核工作的安排，協助國內醫療單位、研究
機構及生物技術產業之實驗室建立完善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制度，讓設置
單位人員皆參與其中，深根生物安全文化，提升實驗室人員生物安全意識，
以致於設置單位實驗室人員配合度大幅提升，積極配合導入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
本會於現場訪視活動結束後提供一份問卷調查給試辦實驗室填寫(9 間實
驗室已回覆)，有關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時，遇到的困難，一半以
上的實驗室皆提到人力不足的狀況，如實驗室欲完整執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且有
具體成效，勢必會增加管理與技術層面人力的需求，以實驗室現有人力來執行是
很大的負擔。建議應於相關法規中明確指出，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室，
應以導入前實驗室原編制人力再添加 1 人，落實執行系統以達生物風險管理之效
益，或是建議應有更清楚的法規讓院方知道此系統導入之重要性與必要性，方可
提供所需資源，如人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中，何項條文內容
較難執行部分，包含：4.5 檢查與矯正措施、4.6 管理審查、4.3.1.2 風險評鑑時機
與範圍、4.4.10 人員保全及人員知能評核的部份，由於今年度導入的實驗室尚未

實際運作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可待運作後發現問題，再實施矯正措施與已
改進。這些議題都可做為明年度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的題目進行討論。實
驗室對生物安全相關課程的需求，包含人員保全、生物保全實際運作成效
經驗分享、生物安全有關設備試運轉與除役，提供疾管署及相關計畫做為
課程設置的參考。
2. 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試辦實驗室實際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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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研究計畫包含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險研究計畫(2 年期，104 至 105
年)及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4 年期，
105 至 108 年)。5 年來，共計協助 24 間高防護實驗室(含 TB 負壓)及 72 間
BSL-2 實驗室，因此，想藉由今年度的計畫確認已導入之實驗室實際運作
狀況為何。
本計畫團隊於 108 年計畫中，已先行進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現況問
卷調查」，當時並未所有的實驗室都有回覆(高防護實驗室發送 22 份，回收
16 份，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發送 60 份，回收 48 份)，因此，延續 108 年度
的調查，於今年度持續商請實驗室回覆資料，一併調查 108 年度參與試辦
計畫之實驗室(14 間)，以利收集相關資料並作為後續生物風險系統認可制
度擬定的參考依據。在本計畫團隊的努力下，所有參與 105-108 年度生物技
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之實驗室(74 間，含 2
間 BSL-3 實驗室)皆已回覆問卷，結果請詳見表十八。參與 104-105 年度高
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
險研究計畫的實驗室(22 間)中，有 6 間實驗室未回覆問卷，則於本年度計
畫以填寫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評表的方式確認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
形。
由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已回覆問卷的實驗室中有 86.7% (78/90)的實驗室
仍持續維持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
經本年度計畫以書面審查方式時調查高防護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
情形發現，24 間高防護實驗室(含 TB 負壓)已完成 10 間之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及對應佐證資料審查，其中有 1 間實驗室，經委員審
查確認，其管理系統運作未符合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要求，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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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則是 108 年度 6 間未回覆問卷的實驗室之一。10 間受查單位中，其
中 4 間查核結果與回覆問卷答案是一致的，仍持續維持。除此之外，於調
查 24 間 BSL-2 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時發現，有 1 間並未完成改善，
且該實驗室已決議將 RG2 感染性生物材料銷毀，故將之列為未持續運作。
實際上，以書面資料調查生物風險管理運作情形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大致符
合，然實際管理系統運作的狀況仍是需要進一步確認，是否如同問卷調查
回覆結果為持續維持，須待進行實驗室實地訪查方能確認，故 110 年度除
將以書面審查方式持續調查剩餘 14 間高防護實驗室運作現況外，亦會從中
篩選幾間實驗室作為實地訪視的對象，以實際確認管理系統運作情形。
於高防護實驗室自我查檢書面審查結果中發現，委員仍有提供相關意見給
實驗室參考，以利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更臻完善，故本計畫團隊將
會以委員有提供建議事項的實驗室作為明年度實地訪視的對象，尤其以未
持續運作的高防護實驗室為主，已確認實驗室是否完成改善，以因應 111
年度的新政策。前述未持續運作的實驗室，本會已商請該實驗室人員參與
109 年抗藥性檢驗與研究相關微生物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試辦計畫，以協助實驗室進行改善。
除以書面資料調查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現況之
外，本計畫團隊也針對實驗室當年計畫現場訪視活動中委員開立之建議改
善事項對應改善計畫做確認，共計有 6 間。結果發現，6 間實驗室中有 2 間
的改善計畫為完成改善，本會已將審查委員意見提供給實驗室，讓實驗室
再次改善，並將此 2 間實驗列為 110 年度實地訪視的對象，以確認是否依
委員審查意見完成改善。在實驗室自我查檢書面審查結果中，前述 2 間單
位，其中 1 間是被審查委員判定管理系統持續維持良好，但改善計畫卻未
完成改善(仍算有持續運作，但需要改善)，其原因為，實驗室自我查檢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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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委員為當年度的主訪視委員，今年度書面審查主要是確認相關佐證
資料：a.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害程度分類一覽表、b.生物風險
評鑑紀錄表、c.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管理審查輸出資料 (近三年)及 d.歷年生
物風險管理之內部稽核資料 (近三年)，以了解實驗室是否有確實運作，但
無法確認實驗室實際運作狀況，在工作小組會議時，專家委員有提到，實
際運作狀況還是以實地訪視為主。而該實驗室的改善計畫包含規範章節 4.4
實施與運作部分，本次書面審查並未請實驗室提供對應佐證資料，僅請實
驗自評符合狀況，故委員無法全面性判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維持的
實際情況，需靠後續執行現場查核對應實驗自評資料才能確實了解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另一間實驗室則是書面自評資料及現場訪視建議
改善事項兩者皆未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的要求，故判
定未持續維持。
今年度對參與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
畫之 BSL-2 實驗室進行實驗室建議事項改善計畫改善情形調查，經統計，
共有 36 間實驗室須接受調查，今年度選擇了 24 間單位進行。調查結果顯
示，24 間實驗室，共計有 23 間已完成資料回覆。其中 22 間已經委員確認
已確實完成改善計畫。24 間實驗室中，有 4 間已未持續維持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運作(108 至 109 年度計畫團隊執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現況問卷調
查，結果請詳見表十八)，其中 3 間仍完成改善計畫，但運作一段時間後，
因人力不足或是評估自身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危害較低，故僅維持疾管
署對 BSL-2 的要求，即可降低人員感染風險。另 1 間實驗室則是以疾管署
已委託衛生局查核，該單位以通過 BSL-2 查核，並完成衛生局指派委員之
缺失改善，故無需回覆本會。本會已將 4 間名單提供給疾管署，後續交由
疾管署與前述實驗室溝通協調，恢復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本會也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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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計畫培訓課程名額，讓實驗室人員參與訓練課程，以利協助實驗室恢復
運作。 除此之外，今年度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調查發現，有 1 間實驗室
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現況問卷調查時，回報結果為持續維持，
但資料審查發現，該實驗室所以之改善措施對應文件內容與不符合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與實驗室溝通後發現，該實驗室已於今年
四月經單位生安會管審會議，決議廢止保存並銷毀危害風險等級二(RG2)生
物材料，本會已告知實驗室自行評估風險，已確認是否持續維持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明年度除對剩餘 12 間實驗室調查外，將一併調查 109 年度參與
試辦計畫之實驗室改善計畫執行狀況，以利確認實驗室導入後的狀況。
由結果得知，大部分實驗室皆已完成改善，但實際管理系統運作的狀況仍
是未知，是否如同問卷調查回覆結果為持續維持，仍待進行實驗室實地訪
查方能確認，故 110 年度將會從中篩選 BSL-2 實驗室作為實地訪視的對象，
已確認管理系統實際運作情形，並將結果彙整給疾管署，以利更新已導入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名單。
綜整以上結果，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室運作情形及改善情形結
果，大部分實驗室仍努力維持此管理系統運作，顯示疾管署推動之實驗室
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符合實驗室需求且合理可行，可持續運作，以
促進我國生物安全政策與國際接軌，在藉由明(110)年度的計畫實施，建立
完整的監督認可機制，可進一步提升我國生物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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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 3 月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流行，
此疾病是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2 型（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引起 18。為降低疫情擴散及研
發疾病治療藥物及疫苗，生物醫學研究和病毒檢測成為全球對抗 COVID-19
大流行關鍵 19。為了安全地進行研究及檢測，實驗室應實施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Biorisk Management System, BMS）20，藉由危害識別，風險評估，風險
緩解和績效監控系統性管理模式，降低人員操作之感染風險。因此，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21

和新加坡衛生部在疫情爆發初期制定了

SARS-CoV-2 研究指南 22。該準則規定，病毒的分離，細胞培養中病毒的鑑
定以及感染性病毒的處理都需要在第三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BSL-3）操作，
以及針對具體地點和具體活動皆須進行風險評估後才可進行相關研究 21。而
我國疾管署也參照國際上公告之相關生物安全準則發布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目的為提供與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
進行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之臨床檢驗，病原體之培養分離與相關
實驗研究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特訂定指引以供遵循。
2020 年 8 月 5 日印尼國家標準化組織(BSN)舉辦一場網路研討會，會中提
到印尼政府部署了能夠進行 Covid-19 測試的實驗室，為了增加對實驗室測
試的信心，規定實驗室必要遵守國際標準。除要求依循 ISO 15189 或 ISO/IEC
17025 標準以外，亦提出將 ISO 3500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應用於實驗室和其
他相關組織 24，以降低實驗室人員感染及病毒擴散的風險。印尼國家標準化
組織目前已參照 ISO 35001 制定 SNI ISO 35001：2019 草案(Standar Nasional
Indonesia, SIN：印尼國家標準)，目前已完成意見徵詢，正在確認中。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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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印尼政府註冊有處理感染性生物材料的組織；將鼓勵認/驗證機構對
所有處理感染性生物材料的組織和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實施情況
進行審核，進行監督，並定期報告所有感染性生物材料的管理活動 25。此做
法可作為未來制訂生物風險管理認可制度之參考。
本年度試辦計畫主要的對象為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這些實驗
室所操作的感染性生物材料皆具有高度的致病性，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爆發期間，許多高防護實驗室都需要進行 COVID-19 的檢測，或進行
相關研究，而使用危險生物病原工作的實驗室的數量不斷增加，無疑增加
對實驗室人員的安全及附近環境的風險，必需提前預防風險，降低危害發
生。
要求高防護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希望實驗室可運用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的特性，透過風險評鑑來管理風險，識別潛在危害，依據危害的
嚴重性和後果，實施對應控制措施，並透過持續改進的基礎概念，藉由 PDCA
(規劃-執行-查核-改善)流程之導入持續改進循環，讓生物安全實驗室能有條
理的找出危害來源，並由分析不符合事件與事故的原因，進而建立有效改
善措施，提升其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效能與控制生物風險。因此，疾管署
自 104 年起，就將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列為優先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的對象，今年度計畫已完成國內所有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導入生
物風險管理統的目標，110 年度將持續針對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
室進行運作現況及現場訪視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並透過實地訪視確認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是否符合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收集相關
資料，作為未來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認可制度的參考，以利疾管署監管實驗
室。進一步依據 ISO 35001 國際標準修訂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
引，以利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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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成功關鍵在於最高管理階層支持與參與並有
效提供適當資源，同時該導入之政策能有效傳達給整體機構同仁瞭解，讓
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能有效融入組織整體運作。因此建議：
1. 各機構於推行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時，能與生物安全會結合，成立適當專
案小組，以提升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完整性與有效性。
2. 權責機關對生物安全會相關管理規範，可增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相關
職掌要求，同時配合定期生物安全查核活動執行，將生物風險管理規範
及實施指引，納入生物安全現場查核範圍，不僅可以提升各機構單位的
重視，同時也可以提升機構高階管理階層的重視，讓整體運作更有效以
達成持續改善目標。
3. 建議針對國內實驗室人員推動一系列生物風險認知教育訓練，以確保實
驗室於執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能力的完整性。
4. 持續建置生物風險管理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以期更廣泛讓相關實驗室參
與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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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1. 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辦理 5 場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培訓課程。



協助國內 12 間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完成 10 間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
形調查。



完成 24 間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BSL-2)實驗室現場訪視建議改善事項
之改善計畫實際執行情形調查。

2. 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2020 年初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流行，民眾對於實驗室
內操作之生物病原會心生恐懼，擔心會被感染或周遭環境會遭受汙染。若
讓民眾瞭解政府單位於生物安全防護這一部分，已作好完善的管制措施，
不僅有嚴格的生物安全相關管理規範及法規，還透過科技計畫協助加強實
驗室自主管理的機制，降低生物風險的產生，這可幫助實驗室與民眾之間
的調和，降低民眾恐懼且對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之研究更有信心，以提升
企業的聲譽。

3. 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針對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而言，因為操作的生物病原危害性較高，
藉由政府計畫實施，協助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可提升預防能力及
降低感染風險，對於實驗室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建議疾管署能建立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認證制度，以有效執行監督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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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次
圖一、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認知教育訓練活動參與情形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

機構生物安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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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分享

圖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認知教育訓練問卷調查統計
(問卷回收率 83%)
A. 課程講授內容之幫助性

B. 課程講授內容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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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參與情形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鑑技術
指引介紹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與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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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問卷調查統計
(問卷回收率 78%)
A. 課程講授內容之幫助性

B. 課程講授內容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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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
染病)：SARS-CoV-2/TB、生物保全作業為例-參與情形

風險管理與 HFMEA 概念介紹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一）
定義主題、組成團隊、繪製流程圖

分組練習：界定主題範圍、繪製流程圖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二）
危害分析、決策樹

分組練習：失效模式、危害指數、失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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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三）行動與量測

圖六、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
染病)：以 SARS-CoV-2/TB、生物保全作業為例-問卷調查統計
(問卷回收率 80%)
A. 課程講授內容之幫助性

B. 課程講授內容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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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撰寫 Workshop 參與情形

文件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

生物風險管理實作經驗分享

分組實作練習 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化

分組實作練習 2:
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分組實作練習 3:

分組實作練習 4:

危害鑑別

生物風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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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撰寫 Workshop 問卷調查統計
(問卷回收率 76%)
A. 課程講授內容之幫助性

B. 課程講授內容之滿意度

59

圖九、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參與情形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案概述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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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問卷調查統計
(問卷回收率 80%)
A. 課程講授內容之幫助性

B. 課程講授內容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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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現場訪視作業流程與計畫
1.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計畫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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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2 間試行實驗室現場訪視活動實績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芮弗士醫事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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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圖十二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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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各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數量分析

建議改善事項(件)
7

5
4

2

2
1

1
0

0
A

B

C

2

D

E

F

G

0
H

I

J

0
K

L

備註：
i. A~L 為指參與本計畫今年度試行機構/實驗室，本計畫將提交正式的現場訪視報告給計畫委辦
單位(疾病管制署)及個別受訪實驗室，並對受訪視以外的單位進行保密。
ii. 數列為指各試行機構/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數量。
iii.

12 間實驗室之建議改善事項總計 24 件，平均為 2 件。

65

圖十四、各實驗室建議改善事項對應生物風險管理規範條文分析
屬性
一般要求(1)

P(5)

D(12)

C(4)

A(2)

對應之規範條文

數量

4.1.2 持續改進

1

4.3.1.1 規劃與資源

1

4.3.1.2 風險評鑑時機與範圍

1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

3

4.4.3 諮詢與溝通

1

4.4.4.1 一般安全

2

4.4.4.4 變更管理

1

4.4.4.5.1 優良微生物技術

1

4.4.4.5.3 廢棄物管理

1

4.4.4.5.4 衣物與個人防護裝備

1

4.4.4.6 員工健康方案

2

4.4.4.7.1 員工可靠性

1

4.4.4.8.2 試運轉與除役

1

4.4.5 緊急反應與應變計畫

1

4.5.3 庫存清單監控與管制

1

4.5.4.2 不符合事項的管制

1

4.5.5 查核與稽核

2

4.6.1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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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表次
表一、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名單
編號 設置單位名稱

高防護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安全等級

參加試辦
計畫年度

呼吸道病毒實驗室

BSL-3

104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檢驗醫學部
念醫院

BSL-3

104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

BSL-3

104

4

高雄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BSL-3

104

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病理部

BSL-3

104

6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設中和紀念醫院

BSL-3

104

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BSL-3

104

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生物安全
第三等級(BSL-3)實驗室

BSL-3

104

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檢驗醫學科
濟醫院

TB 負壓

104

TB 負壓

104

BSL-3

105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BSL-3

105

084 實驗室

BSL-3

105

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

BSL-3

105

15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BSL-3

105

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結核病防治研究中心

1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3 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

(分枝桿菌實驗室)
*

結核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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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設置單位名稱
16 國家衛生研究院

高防護實驗室名稱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實驗室安全等級

參加試辦
計畫年度

ABSL-3

105

1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
檢驗醫學科
念醫院

TB 負壓

105

18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臨床病理科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TB 負壓

105

19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檢驗醫學科
教醫院

TB 負壓

105

2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
病理檢驗科
紀念醫院

TB 負壓

105

2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TB 負壓

105

22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醫事檢驗科

TB 負壓

105

2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學檢驗部

TB 負壓

105

ABSL-3

106

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非人類
靈長類動物房
驗所*

*註：標示*高防護實驗室為參加 105 至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研究計畫，其他則是參加 104 及 105 年度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
力及降低感染風險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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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名單及現場訪視改善結果
參加
年度

編
號

機構名稱

1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
微生物實驗室
中心

2

喬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3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4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臨床前試驗中心

5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所

6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
囓齒類診斷實驗室
驗動物中心

僅提改善計畫

8

艾默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發展部

僅提改善計畫

105
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
區)

實驗室名稱

JBM 認證檢驗機構微生物
檢驗室

永康品管課

環境檢驗中心

現場訪視結果
無缺失
無缺失
無缺失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無缺失
僅提改善計畫

僅提改善計畫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
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僅提改善計畫

11

葛拉美美容品有限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12

昕穎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分子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13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微生物暨分析實驗室
中廠

僅提改善計畫

14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15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
晶宇生技實驗室
公司科學園區分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16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品管實驗室

勝昌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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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年度

106

編
號

機構名稱

17

捷生國際標準檢驗股份有限
捷生國際標準實驗室
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18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
臍帶血珍藏中心
有限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19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癌症轉譯研究中心
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20

定勢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子醫學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2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
菌種實驗室
所

無缺失

2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細胞製備工廠品管實驗室

無缺失

23

國立陽明大學

BSL-2 實驗室

無缺失

24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
檢測實驗室
限公司

25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檢驗中心

無缺失

26

台灣浩鼎生技公司

OBI-858 計畫專用實驗室

無缺失

27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竹北生物分析實驗室

無缺失

28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檢驗中心

無缺失

29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微生物實驗室

無缺失

30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31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
品管實驗室
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32

羅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3

統一化粧品企業股份有限公
微生物實驗室
司

實驗室名稱

羅得化學品管部 微生物檢
驗室

70

現場訪視結果

無缺失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僅提改善計畫

參加
年度

編
號

機構名稱

34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 同步輻射 P2 等級細胞培養
中心
室

僅提改善計畫

35

歐陸食品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36

三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研究室

僅提改善計畫

37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38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9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種毒繼代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40

懷特生技新藥(股)有限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41

亞洲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基科醫事檢驗所

42

永昇圃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
微生物實驗室
限公司

無缺失

43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無缺失

44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麥德凱生命科學研究所微生
物實驗室

45

亞東生技有限公司

亞東生技食安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46

諾貝爾生物有限公司

試劑研發品管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47

鑫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室

48

百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衛生物科技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49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中心 4 樓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50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服務部-台北微生物實
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51

宣捷幹細胞生技股份有限公
宣捷幹細胞台北儲存中心
司

實驗室名稱

BSL-2 生 物 安 全 操 作 實 驗
室

微生物實驗室

現場訪視結果

僅提改善計畫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無缺失

107

71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僅提改善計畫

參加
年度

108

編
號

機構名稱

52

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
微生物實驗室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53

博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54

昌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理與臨床前測試中心
(CTPS)-C215、C447 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55

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56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B407_BSL-2 細胞室、B535-1
微生物操作室

57

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基因毒理試驗實驗室

58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SL-2 實驗室

59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D 室

61

宇越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操作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2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
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3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農科
P2 實驗室
分公司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4

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5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測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6

景岳生物科技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67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68

貝爾克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SL-2 LAB

僅提改善計畫

69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實驗室名稱

楊梅品管課微生物實驗室

平鎮廠品管部微生物實驗室
72

現場訪視結果

改善資料提供完整
僅提改善計畫
僅提改善計畫
無缺失
無缺失

參加
年度

編
號

機構名稱

70

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
微生物實驗室
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71

拜寧騰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科技檢驗實驗室

僅提改善計畫

72

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僅提改善計畫

實驗室名稱

微生物檢驗室

現場訪視結果

註：以上 BSL-2 實驗室為參與 105 至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之試辦實驗室。

73

表三、參與試辦計畫之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名單
序號 機構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等級

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分枝桿菌(BSL-3)實驗室

BSL-3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TB 實驗室

TB 負壓實驗室

3

臺北榮民總醫院

結核菌室

TB 負壓實驗室

4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分枝桿菌實驗室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TB 負壓實驗室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科微生物組 TB 室

TB 負壓實驗室

6

芮弗士醫事檢驗所

分枝桿菌負壓實驗室

TB 負壓實驗室

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結核菌負壓實驗室
院

TB 負壓實驗室

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結核菌室

TB 負壓實驗室

9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TB 負壓實驗室

TB 負壓實驗室

檢驗科負壓實驗室

TB 負壓實驗室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
淡水檢驗科細菌組
水分院

TB 負壓實驗室

10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1

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臨床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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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負壓實驗室

表四、專家小組成員一覽表
編號
1-1

姓名
何承懋

服務單位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經歷
感控醫師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管制性病原查核委員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
疾管署高防護實驗室查核委
員(硬體)。

1-2

江東容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3

賴美珠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4

游雅言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1-5

高智雄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1-6

周坤良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驗證專家

1-7

劉君豪

新北市衛生局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1-8

朱芳業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技術)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
主管
東紀念醫院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1-9

湯惠斐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
東紀念醫院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1-10

李名世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認驗證專家

高防護/TB 負壓實驗室主管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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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9:30-09:55

報到

09:55-10:00

開場說明

10:00-10:50

休息

10:50-11:00

11:00-12:00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游雅言
主任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二)

午餐

12:00-13:00
13:00-14:30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游雅言
主任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一)

機構生物安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檢驗醫學科/賴美珠主任

休息

14:30-14:40

14:40-15:40

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
分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湯惠斐主任

15:40-16:00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分
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湯惠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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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
鑑技術指引介紹(一)
醫院感染科/何承懋醫師

10:00-10:10

休息

10:10-11:30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
鑑技術指引介紹(二)
醫院感染科/何承懋醫師

11:30-12:30

午餐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檢
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2:30-13:30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13:30-14:30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檢
(一)
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4:30-14:40

休息

14:40-15:40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檢
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二)

15:40-15:50

休息

15:50-17:00

事故與不良事件調查、不符合事項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檢
與矯正措施
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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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
染病)：以 SARS-CoV-2/TB、生物保全作業為例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報到

08:40~09:1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

09:10~10:10 風險管理與 HFMEA 概念介紹

休息

10:10~10:20
10:20~10:40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一）
定義主題、組成團隊、繪製流程圖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陳
韻靜組長

分組練習
10:40~12:00
界定主題範圍、繪製流程圖

午餐

12:00~13:0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

13:00~13:30 綜合討論

13:30~13:50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二）
危害分析、決策樹

分組練習
13:50~14:50
失效模式、危害指數、失效原因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陳韻靜組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陳
韻靜組長
休息

14:50~15:0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

15:00~15:30 綜合討論

15:30~15:5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陳韻靜組長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三）
行動與量測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

15:50~16:00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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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文件撰寫 Workshop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文件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生物風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險管理文件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09:50~10:10

休息

10:10~11:10

分組實作練習 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化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1:10~12:00

生物風險管理實作經驗分享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午餐

12:00~13:00
13:00~14:10

分組實作練習 2:
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休息

14:10~14:30
14:30~15:30

分組實作練習 3:
SARS-COV-2 危害鑑別*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5:30~16:30

分組實作練習 4:
SARS-COV-2 生物風險評鑑*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6:30~17:00

生物風險管理-實作 Q&A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危害鑑別及生物風險評鑑實作練習是參照 WHO 發布之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南所附之風險評鑑範本。
課程助教：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感染科/何承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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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報到

08:30~09:10
09:10~10:10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
案概述
休息

10:10~10:30

10:30~12:00

TAF/周坤良經理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一)
案例一：風險管理系統稽核計畫
案例二：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

TAF/周坤良經理

午餐

12:00~13:00
13:00~13:50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二)
案例三：查檢表設計
案例四：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

TAF/周坤良經理

13:50~14:40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三)
蒐集與查證資訊技巧

TAF/周坤良經理

休息

14:40~15:00

15:00-16:00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四)
案例五：現場稽核案例演練
案例六：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

TAF/周坤良經理

案例七：矯正措施案例

16:00-17:00

稽核員之適任性與評估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TAF/周坤良經理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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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各項課程學員參加情形
課程名稱

辦理日期

參加人數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課程

7 月 06 日

4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

7 月 14 日

41

7 月 21 日

35

7 月 28 日

38

8 月 06 日

35

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
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染病)：以
SARS -CoV-2、TB 及生物保全為例
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撰寫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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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訪視時程表
梯次

受查核單位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委員

1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10 月 6 日

鍾月容、陳吳銓

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0 月 8 日

李名世、何承懋

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10 月 13 日

周坤良、林奇勇

4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 月 14 日

邱慧玲、謝明安

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0 月 16 日

陳柏志、何文育

6

芮弗士醫事檢驗所

10 月 19 日

張文洲、賴美珠

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10 月 20 日

李名世、林奇勇

8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0 月 22 日

蕭瓊子、何承懋

9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10 月 23 日

高全良、江東容

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0 月 27 日

鍾相彬、黃雅玲

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10 月 28 日

劉君豪、吳雪穎

12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0 月 29 日

潘琳琳、許琳偵

(註：標示底線者為主訪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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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訪視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出席人員

10：00~10：30

訪視前啟始會議

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



訪視委員與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 與訪視小組成員
之雙方介紹



雙方確認訪範圍



受訪視組織/實驗室簡介(5~10 min)



說明訪視使用規範、現場訪視時程與
流程進行、查證內容及當未滿足應查
證規範內容之判定與後續應回饋事項
說明、訪視前需協助的行政事項溝通。
現場訪視

10：30~12：00


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

訪 視 委 員 與 受 訪 視 組 織 / 實 驗 室 代 與訪視小組成員
表，就應查證內容(查檢表)對應設備/
人員/SOP/執行紀錄進行審查/觀察及
詢問，必要時包括雙方溝通 討論與提
供可改善經驗分享。

休息

12：00~13：00
現場訪視

13：00~14：30


繼續上午未完成工作

14：30~15：30

訪視小組內部會議

15：30~16：00

訪視後總結會議
訪視委員向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說明


現場訪視後整體表現



現場發現與可改善事項



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之回應



溝通後續改善回應時間與行政管理事
項



現場結果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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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
與訪視小組成員
訪視小組成員
受訪視組織/實驗室代表
與訪視小組成員

表十三、實驗室訪視結果一覽表
實
驗
室

整體評價

高層管理階層重視實驗室生物
安全風險管理之實施，實驗室
A 主管、技術主任、病原體組長
等實驗室人員積極主動配合查
訪活動

建議改善事項

1.授權內部稽核人員資格，建議增列熟悉「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4.5.5)
2.另於 MMH-DMS-2-TS-3584(1)-20 文件中有
部分諮詢處理文字，建議再增加與員工、承
包商與供應商、社區代表等其他利害關係者
已提供
之生物風險資訊之溝通程序(4.4.3)
改善計畫
3.建議文件除役流程中應增列實驗室內主要
儀器設施(BSC、冰箱、培養箱等)除役前相關
除汙流程(4.4.4.8.2)
4.請依現行法規於應變計畫中增列材料保全
相關應變及通報機制(4.4.5)

此次查核之範圍包含檢驗醫學
部、微生物組、TB 負壓實驗室
及生物保存場所(9 號倉庫)，實
B 驗室整體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
作順暢，相關作業程序依據管
理手冊執行，人員各司其職，
分工適合，合理。
結核菌負壓實驗室有依生物安
全規範進行相關安全操作設施
與環境監控，管理階層積極認
C
真管理內部生物材料安全監管
生物安全會可有效監控實驗室
於良好操作環境。

缺失改善 訪視委員
計畫
審查結果

無

無

2018 年至 2020 年有 4 次稽核，內部稽核員有
鄭員、蘇員、高員、陳員、黃員及唐員等生
已提供
安委員擔任，除黃員具備稽核資格外，其他
改善計畫
稽核員均未有經合格訓練人員擔任稽核。

確立
已建構

確立
已建構

確立
已建構

(4.5.5)

1.結核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訂有風險管理
審查相關程序，但程序尚未符合規範要求，
人員積極配合，實驗室主管全
已提供
且無相關紀錄(4.6.1)
D
程陪同
改善計畫
2.實驗室未明定與文件化的變更管理程序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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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
已建構

實
驗
室

整體評價

實驗室對於整體風險管理態度
積極，院方高層有全力支持，
雖然剛導入有些文件上需整
E 合，以及其他臨床科實驗室需
再落實有效性的評估，整體來
說的風險層級不高希望未來更
加精進

建議改善事項

缺失改善 訪視委員
計畫
審查結果

當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應變計畫，實驗室有實
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及意外通報標準作業
程序(10-9034-P2-002)，內容寫到當意外事件
發生且事件等級第二級、第三級以上需啟動
已提供
緊急應變程序。但是沒有針對意外事件發生
改善計畫
事件等級進行定義，且後續須通報流程沒有
詳細規範。生物安全會應仔細討論流程並進
行桌上演練後公告給所有實驗室知悉。

(4.5.4.2)
1.查實驗室雖已於 REF-QP-029 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作業程序中，建立生物風險管理政策
及明訂目標；但目前尚未明訂對應可衡量的
指標，以確認生物風險管理政策及目標之達
成情況。(4.3.3.1)
2.查核其風險評鑑紀錄涵蓋消防、電器安全、
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係
滅菌鍋，建議鋼瓶(高壓容器)也納入風險評鑑
初建立，搭配醫學實驗室認證
(4.4.4.1)
品質管理系統進行管理，目前
3.TB 工作後知清潔消毒是使用 75%酒精，建
對生物險管理規範運作尚不熟
議評估針對結核菌消毒能力更佳的消毒劑
已提供
F 悉，建議可在 ISO15189 品質系
改善計畫
(4.4.4.5.1)
統運作既有基礎上，結合 CDC
4.建議由負壓實驗室移出知所有廢棄物皆應
法規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
先除汙後才移出(4.4.4.5.3)
範指引，積極導入實驗室整體
5.目前未執行 N95 口罩密合度確認建議須定
品質系統運作，方可產出綜效。
期執行(4.4.4.5.4)
6.TB 培養風險評鑑紀錄建議含健康危害鑑別
與管理，建議建置意外暴露於結核菌時後續
追蹤流程(4.4.4.6)
7.目前沒有員工可靠性評估政策也未執行
(4.4.4.7.1)

85

確立
已建構

確立
已建構

實
驗
室

整體評價

建議改善事項

1.實驗室雖未能於 2020/10/20
現場訪視活動當天呈現相對紀
錄(如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內稽
及風險評鑑清單)，但相關的文
G 件及規範皆已建立規範或程序
或計畫，日後執行時才會有相
關紀錄
2.實驗室已有相關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的建立

無

缺失改善 訪視委員
計畫
審查結果

無

1.4.1.2 及 4.3.3.1 於 QM 前言中訂定政策為持
續提升實驗室安全文化；目標是成為
CWA15793 認證實驗室，此政策及目標應與
第 25 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內容相呼
應(4.1.2、4.3.3.1)
2.4.3.1.1(1)單位於 109 年 8 月導入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相關規範建立於 QM 第 25 章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SOP-1001 生險管
理標準操作程序書，查核生安會一相關紀
實驗室於 109 年 8 月導入本管 錄，尚無向生物安全會報告風險管理系統績
理系統，對於相關規範已先建 效的紀錄
已提供
H
立於檢驗科的系統中，建議能 (2)單位於 109 年 8 月份出導入實驗室生物風 改善計畫
再提升生安會之功能
險管理系統，查核會議記錄尚無設置單位已
判斷出所需資源與提供適當資源的相關紀
錄。(4.3.1.1)
3.4.6.1 實驗室將相關規範建立於 QP-1301 管
理審查作業程序書中，查核生安會的最高管
理階層尚未在規劃期間內，審查設置單位的
生物安全的管理審查相關資訊。(4.6.1)
4.實驗室有針對 4.4.4.1 說明所列的一般安全
進行管理，但沒有把一般安全導入系統性風
險評鑑。(4.4.4.1)

86

確立
已建構

確立
已建構

實
驗
室

整體評價

建議改善事項

缺失改善 訪視委員
計畫
審查結果

1.實驗室風險管理相關程序，應訂出風險評鑑
實驗室相關人員對生物風險管
的時機及範圍(4.3.1.2)
已提供
I 理系統之導入，相當努力，值
2.負責 TB 實驗室的工務室人員也應該要有每 改善計畫
得肯定
半年 X-ray 與員工健康檢查(4.4.4.6)

確立
已建構

本機構的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完
備，運作順暢，實驗室相關人
J
員對系統熟捻，運作流利，是
一個完善優秀的機構級實驗室

確立
已建構

無

無

1.6603-2-41-007-B 實驗室年度生物風險管理
目標訂有 10 項指標項目，如 7.聯醫年度線上
教育訓練課程時數達成率(%)與生物安全之
實驗室能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相關應再檢視，同時一併檢視其他指標之情
與現有之管理系統做很好的結 形(4.3.3.1)
已提供
K
合，並能有效運作，給予極佳 2.6603-1-02-000-B 實驗室生物安全風險管理 改善計畫
的評價企盼更上層樓
手冊(4.5.3)其連結 6603-2-06-000-B 外部的服
務與供應作業程序書非實際相關生物安全庫
存監控與管制，請合理檢視相關程序連結。

確立
已建構

(4.5.3)
實驗室展現極大的意志執行並
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
L 範，且院長直接擔任生物安全
會主席展現實驗室厚實的資源
支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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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確立
已建構

表十四、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 109 年度調
查名單
編號

機構名稱

實驗室名稱

等級

1

臺中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104)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病理部 (104)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檢驗醫學科(104)

4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結核菌實驗室(105)

BSL-3

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105)

BSL-3

6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105)

TB 負壓

7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104)

9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醫事檢驗科(105)

TB 負壓

10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學檢驗部(105)

TB 負壓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104)

TB 負壓
BSL-3
TB 負壓

BSL-3
BSL-3

註 1：前 6 間為未回覆 108 年度問卷調查之實驗室，有*標示，為當年度現場訪視後，針
對委員提出之建議改善事項僅提供改善計畫之單位，故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
外，亦會請實驗室提供改善計畫執行情形，再請委員一併審查。
註 2：括號中的數字代表實驗室參與試辦計畫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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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之委員審查結果一覽表
單位
編號

委員

建議事項

實驗室
改善情形

委員意見

A

蕭瓊子 無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B

邱慧玲 無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1. 所檢附之風險評鑑紀錄僅有 1 份，無評估日期

C

D

之紀錄，不知是否有定期執行風險評鑑。
2. 依據所檢附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為 104 年修訂，內容
無法滿足現行疾病管制署對於生安會的要求規範
（缺少生物保全要求等）。檢視所檢附之「BSL-3
游雅言 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修訂日期為 2019 年，內
容已依據疾病管制署要求修訂。但未見修正後對
應之組織章程。
3. 從所檢附之生安會會議紀錄，無法看出是否等
同於單位的生物風險管理審查會議。未見具體「改
進時機的評估，以及變更系統、程序、政策和目
標的必要性」的相關說明。
1.生物安全會組織章程之風險管理政策提及＂處
理生物製劑＂，但「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害程度
分類一覽表」並無此類物質，應修改生物安全會
組織章程以符合現況。
2.107 年及 108 年風險評鑑與風險評估表沒有送交
生安召集人審閱。
3.109 年風險評鑑與風險評估表之評估項目只有
三項，可延續 107 年(11 項)或 108 年(9 項)之風險
盧秀琴
評估結果，涵蓋範圍能符合生物安全會組織章程
之任務及風險管理政策聲明。
4.106 年內部稽核部分稽核結果未經實驗室主管
審閱。
5.管理審查未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實施
指引 4.6.1(a)~(m)進行，未針對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進行問題審閱，無法確保其持續的適用性、適當
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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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改善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已改善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單位
編號

委員

建議事項

實驗室
改善情形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E

許鈺桂 無

F

所附資料未見最高管理階層依據 4.6.1 對生物風
邱慧玲
險管理審查的政策及執行記錄

未完成
改善

附件五內容為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數量統計，非
G

委員意見

鄭敏琳 系統性審核生物安全風險管理系統之程序、政策
及目標。

已改善

已提供生物安全會每年度進行生物安全稽核缺
失。並依 BTA00B038-實驗室生物風鑑定與評鑑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同意系統維

H

賴勇佐 作業程序 5.14 風險監控與稽核執行 108 年度實驗
室安全查檢表與實驗室安全查檢表。惟僅提供一
年之紀錄，未得滿足提供近三年之要求。

I

何文育 無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J

鄧華真 無

同意系統維
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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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改善

仍無管理審
查程序及記
錄

持良好

表十六、高防護及 TB 負壓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改善計畫實際執行情
形之委員審查結果一覽表
單位

委員

改善情形

蕭瓊子(A)

已改善

何承懋(B)

已改善

邱慧玲(A)

已改善

蔡德龍(B)

已改善

游雅言(A)

已改善

黃采菽(B)

已改善

盧秀琴(A)

已改善

趙珮岑(B)

未完成改善

建議事項

編號
A

B

C

D

一、有關實驗室人員的異動情形，有無落實人員訓
練考核及授權等，無法由實驗室提供人員訓練及考
核作業程序看出。
二、實驗室改善計畫為公告於醫院知識管理系統及
於科務會議讓同仁知悉，但實驗室上傳文件風險評
估一覽表點擊數次 0 次，並未付上科務會議紀錄，
無法得知所有同仁知悉。
三、
1.2019.10.4 的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實驗室有 9
項，對於 9 項如何評估已完成改善並取消列管是否
有評估紀錄。實驗室 2019.10.1 第 9 項控制後風險
8：3：2，比 2020.1.21 一些列管項目高，實驗室如
何對於風險評估統計風險分數高者，進行檢討改
善，必要時納入品管指標追蹤無相關資料。
2.2020.1.21 的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第 1 項檢驗前
作業，不明原因肺炎檢體運送，危害類型：檢體外
漏，檢體外漏的狀況實驗室勾選非例行性，實驗室
的例行、非例行性及緊急是如何做鑑別。
3.2020.1.21 的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第 1~3 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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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委員

改善情形

建議事項

編號
風險之分數，與降低風險所採取的管制措施後的風
險評估分數是一樣的？實驗室一評估介入措施的
有效性或評估方式分數填寫的正確性。
E

許鈺桂(A)

已改善

F

邱慧玲(A)

未完成改善

訂有第三等級實驗室監督與管理手冊，但其內容仍
無管理程序及時機，亦無紀錄。

林銘福(B)

未完成改善

1.已完成 2-01 所列一、二項的書面改善(員工知能、
訓練、健康管理)
2.檢附的資料/程序書沒有呈現對生物安全官權責
與知能要求。
3.檢附的資料/臨床諮詢服務作業手冊(諮詢與溝通
手冊)，文件內僅陳述醫學實驗室臨床業務諮詢，
未能滿足規範 4.4.3 要求(生物風險資訊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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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BSL-2 實驗室改善計畫執行情形調查結果
1. 24 間試辦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及委員審查結果-有持續維持之實驗室
*括號內為參與計畫年度
編
號

設置
單位

1

財團
法人
國家
實驗
研究
院實
驗動
物中
心

2

(105)
國立
高雄
師範
大學
(燕巢
校區)
(105)

3

行政
院農
業委
員會

審核
結果

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

1.擬於生安會提出設置相關生安會
權責及相關各層級人員職務執掌
草案，由實驗室主管於中心策略會
議提出審議取得授權後，交回生安
會執行修訂生安會設置要點。
2.擬於第四季中心會議對全中心同
仁進行個人保全認知訓練。

1.有關生安會職責與各級人員職務
執掌列於本院「生物安全會設置要
點」
2.有關個人保全認知訓練，目前規畫
於每年生安教育訓練課程(疾管局之
E 等公務人員)，需選課至少 1 小時
生物保全相關線上課程。109 年度共
計 28 員通過，通過證明 PDF 檔已存
生安會備查。

已
改
善

針對制定盤點紀錄修改「LMB-02

參閱回覆附件(1)「感染性生物材料
清查紀錄」。

已
改
善

1.有關生物病原與毒素運送程序，原
規劃納入「試驗與對照物質管制程
序(QP-B-23)」
，但後續決定新制訂專
章來管制感染性生物材料運輸，因

已
改
善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內
容:6.8.1.7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 b.
備有(表單 S-029)『感染性生物材
料保存、異動紀錄』及「病原體安
全資料表 Pathogen Safety Data
Sheet,PSDS」
。c.每年定期清查生物
材料新增、分讓或銷毀等異動資
料，清點紀錄在(表單 S-078)『感
染性生物材料清單』，由品質組長
提報給環安組承辦人，以利更新於
疾管署「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
系統」
1.有關生物病原與毒素運送程序將
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之「感染性生
物材料及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及
訓練管理規定」擬定作業程序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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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簽收紀錄格式。前項程序將納入
「試驗與對照物質管制程序
(QP-B-23)」條文。
2.已立即依據實驗室「文件管制程
序(QP-B-01)」中 3.2.2 修訂程序，
於「管理手冊(QM-B-1)」第一章
1.1 及 1.3 條文以手寫方式加註「動
物用藥品管理辦法及感染性生物
材料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依據。
3.查該份取用紀錄，紀錄表
QP-B-23-01(3.0 版)為 105 年 8 月
16 日修訂發行，負責人員並於 105
年 8 月 17 日進行盤點，使用該批
毒株既有之標籤編號(#1~#81 以及
#119)及數量(共 82 管)登陸，取用
人填寫之編號無誤。已立即於該份
取用紀錄加註盤點時所有菌株編
號，並由編號較大者開始取用，可
明確判斷所剩餘數量。每年管理審
查於次年 1 月份舉辦，將檢討所保
存之生物病原及毒素之品項及數
量是否合宜，以將存貨量減至最
低，並將此機制納入「試驗與對照
物質管制程序(QP-B-23)」條文。

此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世界衛
生組織-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
擬訂「感染性生物材料運輸管制程
序(QP-B-48)」並正式發行。有關生
物病原與毒素於機關內移轉，則依
上級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
生試驗所)生物安全會制定之實驗室
生物安全及生物風險管理手冊附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
所生物材料轉移書(IBC-01-17.7)」填
寫、簽署並留紀錄。
2.已修訂「管理手冊(QM-B-1)」第一
章 1.1 及 1.3 條文，加註「動物用藥
品管理辦法及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
辦法」等相關法規依據。
3.查該份取用紀錄，紀錄表
QP-B-23-01(3.0 版)為 105 年 8 月 16
日修訂發行，負責人員並於 105 年 8
月 17 日進行盤點，使用該批毒株既
有之標籤編號(#1~#81 以及#119)及
數量(共 82 管)登錄，取用人填寫之
編號無誤。已立即於該份取用紀錄
加註盤點時所有菌株編號，並由編
號較大者開始取用，可明確判斷所
剩數量。每年管理審查於次年 1 月
份舉辦，將檢討所保存之生物病原
及毒素之品項及數量是否合宜，以
將存貨量減至最低，並將此機制納
入「生物保全管制程序(QP-B-47)」
4.4.2 條文並正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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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訂 T00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
冊，將生物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名稱
修訂為生安會，由廠長擔任主任委
員，將生安會定為最高層級來處理
生物安全相關業務。生安會之會議
應予以紀錄。
2.修訂 WQ1530 菌種管理暨鑑別標
準作業程序，制定第二級感染性生
物材料應每季定期盤點。每季盤點
之結果應予以紀錄。
3.先了解環保主管機關對於實驗室
滅菌後之廢棄物之分類及清除處
理規定。
4.依法規要求，再規劃實驗室滅菌
後之廢棄物配合分類以及配合清
除處理。
5.修訂 WQ0201 實驗室緊急應變措
施標準作業程序，增加疾病署低、
中、高等級通報狀況與緊急應變計
畫項目。
6.修訂 SOP，明訂未來生物實驗室
內與生物安全或微生物試驗品質
有關之設施新增，此新增設施需進
行 Q3 驗證為安裝、操作及性能驗
證（包含初期試運轉以及規劃再驗
證週期），並且與既有設施除役時
之流程（特別是除污相關注意事
項）
。7.實驗室內之生物安全櫃，先
尋找廠商確認是否符合製造標準

1.T00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內
容說明：本微生物實驗室(BSL-2)內
部設置「生物安全會(以下簡稱生安
會)］
，生安會若人員或資料內容有異
動，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登入疾管
署系統進行資料更新。
2..T00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內
容說明：生物安全架構，人員職責
及職權表：最高管理階層為實驗室
主管及廠長，生物安全會的人員為
＂廠長、品保經理、品管課主管、
微生物試驗人員及品保課課長＂，
生物安全會，廠長為最高主管。實
驗室主管為品保部經理，所以最高
管理階層同時也是生物安全會的成
員可以處理生物安全相關業務；生
物安全會職權；監控本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運作，並向最高管理
階層報告本系統之運作與任何改進
要求。
3..T00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內
容說明：依新版疾管署公告＂實驗
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內容。＂最高管理階層為廠本部/實
驗室主管及廠長，增訂職責及職權
生安會主席由廠長擔任＂
4.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的公文及
函，以紙本傳閱方式通知生安會人
員，紙本閱畢則簽名予以紀錄。

之生物安全櫃。若不符合標準將依
法規要求，規劃符合標準之生物安
全櫃進行二級感染物質的專機專
用。

5.生安會定期於每年招開管理審查
會議
6.本微生物實驗室微生物安全等級
二級實驗室，於實驗室操作培養後
的培養基必須經過 autoclave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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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度、60 分鐘高壓滅菌指示帶有變色
才滅菌完全，經過滅菌後密封，再
以一般廢棄物由清運公司清除
7.修訂 WQ0201 實驗室緊急應變措
施標準作業程序
8.廠內實驗室儀器購買前應依＂
WV0103 使用者需求規格(URS)管
理標準作業程序＂提出需求，儀器
購買後新增應依＂WV0105 3Q 驗證
管理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3Q 驗
證。各儀器再依其使用功能需求，
分別規劃安裝、操作及性能驗證(包
含初期試運轉以及規劃再驗證週
期)。
9.生物安全櫃 BSC(I3IJ01、I3IJ02)
二台委託 SGS 檢驗合格。
5

葛拉
美美
容有
限公
司
(105)

6

台灣
檢驗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超微
量實
驗室

1.CQP-04-002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
理辦法，針對輸入包裝部分要求並
有供應商生安會同意文件。
2.SOP-7-010 菌株活化及保存作業
標準書，並新增 5.1.3.1 標準菌株進
場前，須先確認其外包裝是否符合
法規要求，確認符合後勾選標準菌
株儲存/領出紀錄表始可進廠。

已修改 CQP-04-002/感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辦法及 SOP-7-010/菌株活化
及保存作業標準書，針對輸入包裝
部分做要求並有供應商生安會同意
文件，在標準菌株進廠前，需先確
認其外包裝是否符合法規要求，並
在標準菌株儲存/領出紀錄表留下紀
錄。

已
改
善

1.將修訂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
冊，增加相關人員每年生物安全教
育時數、生物安全演練時數、生安
事件發生頻率統計等生物風險管
理量化目標。
2.將由生物安全會委員依據"實驗
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實施指引"統
籌建立風險管理實施時程之管理
機制、規劃及對應執行紀錄，各實

1.SGS 生安會已於 2018.06.01 發行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於
4.1.1 人員訓練章節，明訂相關人員
每年生物安全教育時數、生物安全
訓練項目。實驗室亦依據生物安全
第二等級微生物實驗室查核作業
【BSL-2 微生物實驗室】自評表進
行查核
2.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中，明

已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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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將依據新修訂之"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安全會設置
要點"，定期向生安會彙報。
3.將由生物安全會依據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出版之"實驗室生物安
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編"中，
第二篇、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規定之要求，修訂"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
點"。
4.將由生物安全會依據衛生福利部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感染性
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與實驗室
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
編"中，第三篇、感染性:感染性生
物材料管理規定，制定如購買菌
種、標準菌株管理機制等生物安全
管制程序。

訂 4.3 生物風險規劃，並發行實驗室
危害因子鑑別清單
(SGS-BSC-FORM-001)與生物風險
評件紀錄表
(SGS-BSC-FORM-002)，進行相對應
之記錄程序。
3.2017.01.01 已更新發布＂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安全會設置
要點＂明定生物安全會之任務職
責。
4.已於 2019.07.10 生安會會議中，公
告 RG2 標準菌株與生物毒素異動申
請流程，並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手冊中明定 4.4.9 各實驗室對於實驗
室之所有活動，包括菌株/細胞株使
用與管理應制訂有標準作業程序以
供人員依循，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說
明或訓練。

統一
企業
股份
有限
公司永康

再以「拋棄式袖套」使用包覆手
部，以落實個人防護。

再使用『拋棄式袖套』以包覆手部，
以落實個人防護。(提供實際使用照
片佐證)

已
改
善

1.依艾默文件「品質手冊-C：生物
風險管理」(QM-C 第一版)規定，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是在每
年管理審查時訂定，因文件 QM-C
於 2016.08.24 方制定發行，故預定
在今年 12 月管審時才會第一次訂
定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2.因
應本年度內稽所開立之 NCR(編號
1607~1610-06)之矯正措施，應建立

1.依艾默「品質手冊-C:生物風險管
理」(QM-C 第一版，2016.8.24 發行)
規定，生物風險控制標的與目標於
每年管理審查會議時訂定。預定於
2016 年管審首次訂定。2016 年度於
管審會議中訂定生物風險控制標
的，主要有三:降低針扎事件、降低
生物安全意外發生、生安課程訓練
達成率。由 2016 年至 2019 年度，

已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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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變更管理之程序，故此程序書 皆於每年底之管審會議(合併生物安
本已在撰寫中，應會在管審前完
全會議)呈報當年度風險控制標的之
成。
達成狀況，並訂定下年度之控制目
標。2.「變更管制作業程序」
(QP-01-02，第一版)以於 2016/12/8
制定並發行，後於 2019/4/1 發行第
二版。實驗室設施設計、運作及維
護變更時，以「變更管制表」
(QP-01-02_01)進行評估。
9

昕穎
生醫
技術
股份
有限
公司
(105)

10

晶宇
生物
科技
實業
股份
有限

1.針對委員之建議，於公司品質手
冊內將相關未完成之內容補充完
全。(品質手冊應將相關法規要求
及規範文件於品質手冊內呈現。品
質手冊須加入明確的生物風險管
理控制目標。)
2.將於下次風險評鑑時把緊急應變
程序書中陳述的項目納入評鑑，以
判斷緊急應變措施有效性，並於管
理審查會議中提出報告。
3.將由生安會訂定新工作方案申請
流程。新工作項目若涉及感染性生
物材料時，SOP 制定須送生安會核
備，並修改於文件資料管制作業程
序(DP403.2)
4.將新增「變更管理標準書」。
5.將修訂「設備儀具管理維護作業
程序」(DP505.1)，加入新設施的運
轉與舊設施的除役程序。

1.已針對委員之建議於管理手冊
(MM)的承諾中將相關未完成之內
容補充完全已針對委員之建議將
DP503.3 場所災害緊急應變程序納
入風險評鑑以判斷緊急應變措施有
效性
2.新工作的相關流程以列於 DP511.1
實驗室風險管理作業程序 6.2 節中
3.對於設施、運作及維護的變更相關
流程已列於 DP511.1 實驗室風險管
理作業程序 6.2 節中
4.新設施的運轉流程已列於
DP405.1 外部供應作業程序 5.6.2.2
節中；舊設施的除役已列於 DP505.1
設備儀具管理維護作業程序 6.9 節
中。

已
改
善

1.修訂生物風險管理程序
(Q43-01)，明訂實施時間、執行人
員(或授權人員)與相關通報機制。
且對危害因子重新評估之。
2.修訂 BM-40 內容之三、目標、標
的與方案(1.3、1.4)進行量化。

1.生物風險管理手冊(BM-40)，新增
第壹大項之三目標、標的與方案。
2.生物風險管理程序修訂 4.1、
5.1.1、5.5，新增 5.4.4、7.3。
3.生物材料庫存資訊與管制程序
(Q45-01)，修訂 5.1.2。

已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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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訂生物材料庫存資訊與管制程
序(Q45-01)並增加審查時間確認庫
存量之一致性。
4.同 1.修訂生物風險管理程序
(Q43-01)，新增包含人員、操作規
範(含個人防護)及生物材料庫存管
理等相關不符合事項管制作業。
5.配合公司原先品質手冊(QM-40)
之總經理權責說明其一管理代表
之任命及其他授權派任，故擬提出
派任書一份證明之。
6.修訂生物風險管理程序(Q43-01)
明訂生安會成員組成、工作職掌及
運作方式。另新制訂一份生安會工
作說明書。
8.同 6，修訂生物風險管理程序
(Q43-01)且於內容增加一般安全等
以建立全面性安全管理。
7 及 9.於評鑑紀錄表中增加檢驗前
中後作業流程(含操作感染性生物
材料檢驗過程可能發生之緊急情
境)及感染性生物材料(資訊)管理。

4.實驗室每季審查生物材料清單並
回報疾管署線上系統。
5.生物風險管理程序(Q43-01)明訂
生安會成員組成、工作職掌及運作
方式，另新制訂一份生安會工作說
明書。

1.為能滿足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實施
指引 4.2.1.所要求之項目，中心生
物風險管理政策已增列如下：
一、恪遵法規，提供本中心員工、
承包商、訪客、社區民眾安全健康
的工作環境。
二、風險管理，鑑別危害、控制污
染釋出及暴露，以維護公眾安全。
三、永續經營，持續監控改善安全
衛生管理與績效，有效通知及傳達
人員職責。
2.依據訪視委員建議，將護理師納

1.為能滿足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實施
指引 4.2.1 所要求之項目，中心生物
風險管理政策更訂為:
一、恪遵法規，提供中心員工、承
包商、訪客、社區民眾安全健康的
工作環境。
二、風險管理，鑑別危害、控制汙
染釋出及暴露，以維護公眾安全。
三、永續經營，持續監控改善安全
衛生管理與績效，有效通知及傳達
人員職責。
2.依據訪視委員建議，已於 1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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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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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入生安會之運作 、並於本年度第 4 12 月起將護理師納入生安會之運
季即生效實施。
作。
12

行政
院農
業委
員會
家畜
衛生
試驗
所
(106)

13

儕陞
生化
技術
股份
有限
公司

1.於管理手冊第 6 章之 6.2.2 之文件
總攬表新增編號，制定及核准紀
錄，管理受測編定為 IBC-01 封面
新增核准者及核准日期：實驗室內
部文件編號、制定及核准紀錄欄
位，並更新「文件資料最新版本總
覽表」，預計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
期，依文件類別由權責人員審查核
准後發布實施。
2.實驗室負責人以了解增修規定的
重點且購置一次性對條貼紙使
用，未來內部運輸管制性病原或高
風險生物材料時應由實驗室申請
人/計畫主持人或授權人員負責全
程監控並保存相關文件紀錄備
查，佐證如附件。

1.增列「文件資料最新版本總覽表」
之核准人欄位，載名核准人及更新
「文件資料最新版本覽表」至最新
版次/發行日期；並提供本所 107 年
度生物安全及生物風險管理手冊封
面供參。
2.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傳染病體
檢包裝運輸表(QM-C-T-08)」作為對
應表單，以確保實驗室申請人/計畫
主持人或授權人員執行高風險材料
移轉與內部運輸時，確實依相關規
定辦理。避免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
輸遭偷竊、替換或破壞之情事，並
保存相關文件記錄。自 106 年 11 月
15 日本計畫即案後，因無試驗研究
單位提出使用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級
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房之申請案，故
尚未有人員使用紀錄。

已
改
善

實驗室標準菌種管制程序
(SOP-QC-03-026)已進版修訂，於
內文 4.3.2.3 增加菌種使用後須在
「QC-03-026/A3 菌種繼代紀錄表」
紀錄菌種庫存量。

實驗室標準菌種管制程序
(SOP-QC-03-026)中的附件菌種繼
代紀錄表(QC-03-026/A3)於
2017/10/17 06 版新增琣養株庫存量
一欄，在每次使用後記載庫存量變
化。

已
改
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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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統一
化粧
品企
業股
份有
限公
司
(106)

15

歐萊
德國
際股
份有
限公
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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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

成立生物風險管理委員會，一、實
驗室生物材料列管清單。二、設置
生安會人員組織。三、召開設置生
安會相關事項之會議紀錄 1.包含
設置生安會計劃 2.設置生安會會
議記錄開會通知單 3.會議記錄簽
到表 4.會議紀錄內容說明。因成立
生安會需登入疾管署進行備查，備
查成規定時間流程進行，實驗室預
計設置生安會時間為
20171018~20171229 完成。

1.已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收
到疾管署公文核准申請生安會一
案。
2.定期每月向疾管署網站申報菌種
相關資訊。

已
改
善

1.生物風險管理顧問，將由生物安
全會開會決定指定人選，並參加生
物安全官教育訓練，並納入 2018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2.生物意外處理演練活動辦理，將
修改「SP-07-005 緊急應變作業程
序（1.2）」並增加生物 意外處理，
由行政管理中心能設環安衛部安
排 2018 年度演練計畫 。
3.修訂「生物風險管理手冊」、
「SP-07-003 危害風險鑑別與評估
作業程序 (1.2）」等文件，預計
2017/10/31 前發行並實施 CWA
15793。
4.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將安排於
2017/11/30 前完成 。

1.生物安全顧問之職務說明書以及
工作要項，如附件一。
2.生物意外處理演練活動，如附件二
2019 年、2018 年
3.生物風險管理手冊與 SP-07-003_
危害風險鑑別與評估作業程序，已
於 20171122 納入公司現有系統「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手冊」
，完成改版執
行 CWA15793。現今公司系統整合
為管理系統手冊，在手冊中第 8 項
營運提及生物安全、保全相關程序。
4.內稽與管審、附件一和附件二

已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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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歐陸
食品
檢測
股份
有限
公司
(106)

17

三華
生物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106)

18

杏輝
藥品
工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107)

審核
結果

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

對於庫存監控及管制已於本實驗
室「生物保全規範」中明訂相關措
施。菌株庫存盤查，每季（每年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由菌株保
管人進行盤查保存之管數，盤查解
果紀錄於「標準菌株庫存盤查紀錄
表 EP 17-01」(見附件 1)，並將盤
查數量結果於疾病管制署網站進
行更新。而菌株之保存地點、菌株
管制及文件管制也明確規範於「生
物保全規範」，請參閱「EP 17 實
驗室生物保全管理規範」第 5.6 章
節感染性生物材料管制及究責。

缺失回覆後，除系統上實際登錄盤
查結果外，於每年 3 月、6 月、9 月、
12 月落實填寫『標準菌株庫存盤查
紀錄表』表單編號為 EP17-01。歐陸
食品檢驗於 2018 年 9 月也新增台北
實驗室的盤點紀錄，故附件同時檢
附屏東與台北的菌株庫存盤查紀錄
表以供參考。

已
改
善

於「三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物風險管理管理審查程序書」
（SHRM-POC-002）中表單，表單
編號（SHRM-POC-002-FO 1）中
增列高階管理階層簽署欄位，於會
議紀錄後依序呈報簽核。4.8.2「會
議紀錄」（SHRM-POC-016-FO 1）
應呈報至三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最高階管理階層。依文件修定
程序進行簽核及文件發行。

依據改善建議已修正程序文件包含
「三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
風險管理管理審查程序書」
(SHRM-POC-002)增列高層管理階
層簽屬欄位，並修訂「三華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生物安全管
理作業要點」(SHRM-POC-003)文
件，明定生物安全定期會議紀錄應
呈報至三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層
管理階層。另，生安會議亦邀請實
驗室相關人員列席，以利本公司實
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風險管理事務
之推動。

已
改
善

1.修增訂場內 Q3-136 實驗室生物
安全管理作業辦法，修訂附件六，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微生物實驗室
查核作業[實驗室]內部稽核，以落
實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之稽核作
業。以修正 Q3-136 作業辦法，目
前於變更流程中。
2.修增訂本廠 Q3-097 變更管制作

1.已修訂 Q3-136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
理作業辦法並於 2018 年 11 月 01 日
發行。附上 2019 內部稽核紀錄及會
議紀錄。
2.已修訂 Q3-097 變更管制作業辦法
並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發行

已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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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結果

如訪視當日委員建議，不再保存目
前無使用之危害風險等級二生物材
料，減少運作時生物風險。因此，
生安會召開管審會議，決議廢止保
存並銷毀危害風險等級二生物材

實驗
室已
無持
續維
持生

料。與此同時，也降低生物性實驗
室運作等級為生物安全等級一。

物風
險管
理系
統，故
未將
資料
提供
給委
員審
查。

業辦法，增訂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以完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於
變更管制之作業。已修正 Q3-097
作業辦法，目前於變更流程中。預
計於 10/31 日前完成
19

百衛
生物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107)

1.針對 4.1.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4.3.1.1 規劃與資源、4.3.1.2 風險
評鑑時機與範圍、4.3.1.5 風險管
理、4.4.3 諮詢與溝通、4.4.4.4 變
更管理、4.4.4.8 (4) 環境保全、
4.4.4.9 生物病原與毒素的運送、
4.4.5 緊急回應與應變計畫、4.4.5.1
緊急情境、4.4.5.2 緊急計畫、
4.4.5.3 緊急狀況練習與演練、
4.4.5.4 應變計畫：建立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標準化文件修正計畫，將原
先已有之實驗室標準化文件，依照
CWA15793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進行修正。
2.針對 4.1.2 持續改進、4.2.1 生物
風險管理政策、4.3.3.1 生物風險控
制目標與標的、4.3.3.2 監控管制措
施、4.4.1.3 生物風險管理委員會、
4.4.1.4 生物風險管理顧問、4.4.2
員工訓練、認知與能力、4.4.2.1 人
才招募、4.4.2.4 訓練、4.4.4.8 (5)
資訊安全、4.4.4.10 個人保全、
4.5.4.1 事故/不良事件調查、4.5.4.2
不符合事項的管制、4.5.4.3 矯正措
施、4.5.4.4 預防措施、4.5.5 檢驗
與稽核：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標
準化文件撰寫計畫，依照
CWA15793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將原先未具備之實驗室標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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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件進行撰寫。
3.標準化文件增訂完成後，召開生
物安全會公告實施。
20

台灣
檢驗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台北
食品
(107)

已確認該門鎖能有效上鎖，於門口
處設置警示標語(大型設備與緊急
出入口，如非必要請勿開啟)加以
管制並對實驗室人員宣達並規定
BSL-2 所使用大型設備與緊急出
入門必須上鎖，同時門鎖鑰匙由專
人保管。如遇緊急狀況，逃生路線
應由此門內向外進行。如必要時，
門鎖應由鑰匙保管人開啟，藉此達
到有效隔離之效果。

BSL-2 實驗室使用之大型設備出入
門已經由內部上鎖，並於門口處加
設置警語警供緊急用開啟，門口鑰
匙由專人保管。如遇緊急狀況可使
用此門由內向外疏散避難，以達有
效隔離之效果。

已
改
善

2. 24 間試辦實驗室回覆之改善措施及委員審查結果-未持續維持之實驗室
編
號

服務
單位

21 勝昌
製藥
廠股
份有
限公
司
(105)

查核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資料

變更管理程序書尚在制定中，預定 1.L1-LM01 品質手冊
於 105.12.31 前完成。
2.L2-TE05 生物安全風險管理程序
書
3.B3-QCGF05 微生物鑑驗標準對照
菌株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4.B3-QCG05-4-02 菌株出入庫紀錄
表
5.B3-QCG05-4-03 標準菌株盤點紀
錄表
6.L2-TE06 變更管理程序書(生物風
險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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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懷特
生技
新藥
(股)有
限公
司
(106)

查核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資料

1.本公司目前已經在審閱 SOP，改
善時程預定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
完成。
2.本公司實驗室屬小型實驗室，人
員不會超過 3 位，公司很重視員工
們的健康，SOP「品質風險管理程
序書」(QA-P-016)內會更明確制
定，並且每年會確實評估生物安全
風險。
3.品質手冊：本公司品質作業系統
為 PIC/S GMP 系統，在品質系統
內沒有特別表示針對微生物實驗
室來規範，是依 PIC/S GMP 法規
要求執行。
4.微生物實驗室管理程序：微生物
實驗室管理程序 SOP 修訂，預定
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5.品質風險管理：有關不足的地
方，本公司會招開 GMP 會議並在
會議中提出貴單位所提議的事項
來修定 SOP。
6.本公司品質作業系統為 PIC/S
GMP 系統，依 PIC/S GMP 法規執
行相關作業，在 SOP「植物新藥精
製廠組織與職掌」（PD-P-001）目
前正在修訂中，預定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7.本公司會修訂 SOP「品質風險管
理程序書」（QA-P-016），增加
實驗室工作相關危害、鑑別。
8.本公司依 PIC/S GMP 法規來執
行，會修訂 SOP「品質風險管理程
序書」（QA-P-016），進行年度
生物安全風險探討。
9.本公司會修訂 SOP「品質風險管

實驗室回覆 06/21/2019 桃園衛生局
和疾管署一同到廠稽查過，稽查之缺
失也改善完成了。故不配合回覆改善
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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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結果

理程序書」（QA-P-016）。
10.本公司依年度品質稽核計畫執
行，年度品質稽核計畫中含品管課
（ 稽 核 內 容 包 含 實 驗 室 ） 2018
年，明年年度品質稽核計畫中會將
生物安全實驗室規範列入稽核項
目。
11.本公司依據 PIC/S 法規執行探
討年度產品品質，尚未針對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若有發生時，會在年
度產品品質提出檢討及討論，目前
本公司未發生過生物危害問題，本
公司依然會要求相關人員，同時會
進行教育訓練。
12. 本 公 司 會 修 訂 教 育 訓 練
(QA-P-003)SOP，預定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13.本公司會召開 GMP 委員會探
討生物安全發生危害時，如何實施
緊急狀況應變計畫與演練記錄，並
修改相關 SOP，預定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23 生合
生物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107)

1.由於 BSL-2 實驗室隸屬於菌種
研究所，故預計由菌種研究所建立
相關執行程序，並由公司的 QA 部
門成立內部稽核小組執行年度稽
核。另外，將由生安會建立不良事
件的鑑別、處理、通報系統、預防
措施等相關執行程序及文件。
2.目前實驗室出入口處有張貼核
可使用人名單以及生物危害操作
區域的標示，但出入口之門無法上
鎖，未來將於實驗室出入口處加裝
指紋機，以落實門禁的管控以及保
全生物材料。
106

1.內部稽核管理、緊急事件處理已完 已
成初步程序書籍表單的編寫，待相關 改
文件校閱完畢且確認可行性，即會開 善
始執行相關工作。
2.實驗室出入口張貼「核可使用人名
單」及「生物危害操作區域」的警語
標誌，並加裝指紋辨識系統於實驗室
出入口，以落實門禁的管制及保全生
物材料。

編
號

服務
單位

24 瑞德
生物
科技
有限
公司
(107)

查核當年度改善計畫

實驗室回覆資料

1.原 QP04 服務與供應品之採購作
業程序書僅有收貨驗收作業，擬予
驗收後與試驗開始前進行確效，確
認足以影響試驗結果之供應品(如
細胞培養基、血清、陽性對照物質
等)能提供試驗使用。
2.擬購防凍手套及隔熱手套
3.合併 MS-C-SIP02-TR002 細胞
(細菌)冷凍保存紀錄表與
MS-C-CIP02-TR004 細胞(細菌)解
凍紀錄表，為新表單
MS-C-CIP02-TR002 細胞(細菌)庫
存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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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結果

1.請購單、查驗紀錄表
已
2.廠商報價單、請購單、查驗紀錄
改
表、填寫實驗室危害因子鑑別清單及 善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風險登錄表
3.實驗室現場細胞庫異動紀錄表、微
生物保存庫異動紀錄表

表十八、108 至 109 年度試辦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問卷調查
回覆情形/計畫年度

104-105 年度計畫 105-108 年度計畫

總計

發送問卷數

22

74

96

回覆問卷調查間數

16

74

9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持續維持運作

16

62*

78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未持續維持運作

0

12

12

持續運作百分比
(持續運作間數/回覆問卷間數)%

100%

83.7%

86.7%







104-105 年度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共計 23 間(有 1 間未導入成功，故未
邀請填寫問卷)，共計回收 16 份問卷，問卷回覆率：72.7%。未回覆之 6 間實驗室
已於本年度計畫以填寫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評表的方式確認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
作情形，其中有 1 間實驗室提供的相關資料經委員審查後判定”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未維持良好”。
105-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共計 74 間(108 年度參與計畫之單位-14 間已於
109 年度完成調查)，108 年度調查共計發出 60 份問卷，回收 46 份，問卷回覆率為
76.7%，但經調查，當中有 2 間實驗室，其中 1 家公司已結束營業，故無法回覆問
卷，另 1 間則因為實驗室已撤銷 BSL-2 設置單位備查，且負責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
人員已經離職，該公司無人協助回覆問卷。因此，此兩間於回覆結果中，列為未持
續維持。而 109 年度對尚未回覆的實驗室發出 12 份問卷，共計回收 12 份，因此，
105 至 107 年度參與試辦計畫之 60 間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維持運作情形調查皆
已完成。
*62 間回覆有持續維持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而其中有 1 間實驗室在今(109)年度
建議改善事項改善情形調查時發現，未完成建議改善事項修正，並回覆實驗室生安
會已決議不再操作 RG2 感染性生物材料。

註：未持續運作的原因，由問卷調查的結果得知，10 間未持續運作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
原因為 1. 已無再操作 RG2 感染性生物材料(4 間)，2. 人力不足(2 間)，3. 其餘 4 間未述
明原因，但有提及與 BSL-2 查核基準相關之疾管署各項規定皆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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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
附件一、第一次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會議記錄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9 年 02 月 21 日 (五) 下午 13:30 至 15:30
會議地點：高鐵台中站多功能會議室-大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劉惠芳
出席人員：高智雄委員、何承懋委員、朱芳業委員、湯惠斐委員、劉君豪委員、李名世委
員
列席人員：賴勇佐、金鶴勳、吳翊維、廖志恆(視訊)
討論事項:
一、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課程大綱及教材制定
二、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課程排程
三、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
驗室運作現況調查
決議事項：
一、 109 年度培訓課程主題將參照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研究計畫之培訓課程規劃，各項課程內容大綱規劃如下：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課程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 (參照 108 年度規劃)
(2). 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分享(亞東醫院)
(3). 感染性物質運輸安全(待定)
(4). 機構生物安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待定)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一
(1).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鑑技術指引介紹(何承懋醫師)
(2).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高智雄特助)
(3).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 (高智雄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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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矯正與預防措施 (高智雄特助)
3.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二
(1). 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工具-HFMEA 為例(亞東醫院)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分享(以合併 ISO15189 兩系統之運作分享為
主)
4.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撰寫 Workshop (高智雄特助)
(1). 文件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
(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文件實作練習
(3). 生物風險評鑑實作練習
•

分組實作練習 1: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化

•

分組實作練習 2: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

分組實作練習 3:危害鑑別

•

分組實作練習 4:生物風險評鑑

(4). 生物風險管理-實作 Q&A
5. 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周坤良經理)
(1). 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案概述
(2). 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蒐集與查證資訊技巧
(3). 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實例演練
•

案例一：風險管理系統稽核計畫

•

案例二：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

•

案例三：查檢表設計

•

案例四：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

•

案例五：現場稽核案例演練

•

案例六：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

•

案例七：矯正措施案例

上述各項課程詳細的內容及教材將再個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括弧內為預計邀請講師)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保障學員及講師的安全，委員建議各項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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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6 月以後辦理較適宜，請計畫委辦單位再與疾管署溝通協調。

三、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實
驗室運作現況調查


104-105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高防護實驗室及 TB 負壓實驗室，將以書面審
查方式確認前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情形，並依據委員審查意見，再確定是
否需要執行現場查證，書面審查需檢附之資料應包含：

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評核表
2. 檢附資料：
(1). 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害程度分類一覽表
(2). 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
(3). 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管理審查輸出資料 (近三年)
(4). 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內部稽核資料 (近三年)


105-108 年度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 BSL-2 實驗室將以書面審查方式確認建議改
善事項改善情形，並依據委員審查意見，確定是否需要執行現場查證，書面審查需檢
附之資料應包含：實驗室提供現場訪視委員所開立之「建議改善事項」對應之改善計
畫實際完成情形及相關佐證資料。

四、 為提升實驗室回覆的意願及如實提供相關審查資料，委員建議可由疾管署協助發文
通知實驗室，以利計畫調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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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二次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會議-會議記錄
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課程暨教材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民國 109 年 05 月 21 日 (四) 上午 10:00 至 12:00
貳、 會議地點：高鐵台中站多功能會議室-大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劉惠芳
肆、 出席人員：高智雄委員、何承懋委員、江東容委員、賴美珠委員、游雅言委員、李
名世委員、周坤良委員(請假)
伍、 列席人員：廖志恆、吳翊維
陸、 討論事項:
一、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課程內容與排程討論
二、高防護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檢作業討論-自檢表及委員審查意見表內容討
論
柒、 結論：
一、 依據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擬定的課程，確認各項課程辦理時間、地點及講師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課程



辦理時間：2020 年 7 月 6 日(一) 台中集思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



課程內容及講師：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游雅言主任)
(2). 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分享(亞東紀念醫院/湯惠斐主任)
(3). 機構生物安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嘉義基督教醫院
/賴美珠主任)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



辦理時間：2020 年 7 月 14 日(二) 台中集思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課程內容及講師：

(1).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評鑑技術指引介紹(台中慈濟醫院/何承懋醫師)
(2).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聖馬爾定醫院/高智雄特助)

112

(3).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 (高智雄特助)
(4).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矯正與預防措施 (高智雄特助)

3. 運用 HFMEA 提升高風險檢驗流程的安全性~以新興傳染病(再浮現傳染病)為例
(SARS -CoV-2、TB 及生物保全)


辦理時間：2020 年 7 月 21 日(二)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402 C&D 會議室



課程內容及講師：(亞東紀念醫院/朱芳業主任及陳韻靜，另聘兩位助教協助實作
練習)

(1). HFMEA 執行步驟介紹
(2). 實作分組練習
•

分組練習 1：界定主題範圍、繪製流程圖

•

分組練習 2：失效模式、危害指數、失效原因

•

分組練習 3：行動與量測

(3). 綜合討論與結論

4.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撰寫 Workshop



辦理時間：2020 年 8 月 6 日(四) 台中集思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



課程內容及講師：(聖馬爾定醫院/高智雄特助，另聘兩位助教協助實作練習)

(1). 文件撰寫概念與如何建立生物風險管理文件
(2).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相關文件實作練習
(3). 生物風險評鑑實作練習
•

分組實作練習 1: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化

•

分組實作練習 2: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

分組實作練習 3:SARS-COV-2 危害鑑別

•

分組實作練習 4: SARS-COV-2 生物風險評鑑

(4). 生物風險管理-實作 Q&A

5.

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辦理時間：2020 年 7 月 28 日(二) IEAT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會議中心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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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廳


課程內容及講師：(TAF/周坤良經理)

(1).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案概述
(2).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蒐集與查證資訊技巧
(3). ISO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實例演練
•

案例一：風險管理系統稽核計畫

•

案例二：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

•

案例三：查檢表設計

•

案例四：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

•

案例五：現場稽核案例演練

•

案例六：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

•

案例七：矯正措施案例

上述各項課程詳細的內容及教材將再個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二、 高防護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檢作業討論-自檢表及委員審查意見表內容討論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
(1) 修改 4.4.4.7.3 之內容為「請確認組織是否透過風險評鑑而設置必要且適當的措施，
以因應設施員工之職務解除(包括短期與長期)」。
(2) 查核項目 4.4 實施與運作-4.4.1 角色、職責及職權需檢附資料新增「生物安全會組織
章程」。
2.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表-委員審查意見表 (請詳見附件 1)
(1) 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統自我查檢表一併修改內容。
(2) 修正結論說明：
• 將不符合(NC)修改為建議改善事項
• 刪除「現場複查之改善約定」，修改為「再次確認實驗室回覆之建議改善事項」
之說明
3. 修正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表-委員審查意見表(附件 1)，請委員審閱，若有任
何意見，請再提供給本會。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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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紀錄表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自我查檢紀錄表

109 年度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聲明
此份自我查檢紀錄表為本會承接疾管署科技計畫而制訂，若須對
此內容進行修改，再製及公開發布，須經本會及疾管署同意，敬
請配合。

中

華

民

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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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八

月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自我查檢紀錄表
1. 目的：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紀錄表，係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為
基礎建立。可協助組織/實驗室於執行內部稽核或相關查核活動使用。
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是一份針對實驗室與設施處理/存放及處置生物病原
及毒素時，提供組織/實驗室自我管理相關風險，建立出必要的風險控制要求的管理規範及
實施指引。
2. 使用說明：
a. .有關本自我查檢紀錄表的編排方式，是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章節編排。
配合本計畫需求，此紀錄表目前僅設計適用於已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設置單位，於辦
理內部稽核使用或未來執行內部稽核管理的參考。
b. 配合本計畫需求，需請設置單位/實驗室依據本紀錄表，事前完成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
指引各章節/事項的自我確認。原則上，依據此紀錄表完成自我查檢，並未全然表示設置單
位/實驗室必然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要求。因為設置單位/實驗室於展現
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過程，尚需再展現自我已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機制，
以確認設置單位/實驗室內部能依據該規範，有效完成相關工作實務應執行的查核、查驗或
是審查工作。舉例，如人員運作與操作熟悉度查證，流程管制完善確認，流程相互程序搭
配有效等，尤其是設置單位/實驗室如有發現缺失後，如何的自我持續改善等整體系統完整
符合性。
c. 當設置單位/實驗室使用本紀錄表時，可勾選「是(符合)」
，以展現自我程序或紀錄符合生物
風險管理規範，或勾選「否(不符合)」，顯示可能尚未滿足生物風險管理規範，或勾選「不
適用」顯示目前規範內容不適用於組織/實驗室的現況需求。
d. 當設置單位/實驗室勾選「是(符合)」時，請於說明/佐證資料名稱處填寫對應程序/文件名稱，
勾選「否(不符合)」或「不適用」時，請簡單於對應欄位說明原因或發現。
e. 本紀錄表查證的內容中，如有出現「註」說明，則為規範各章節條文之備註，不以未達到
符合「註」內容，作為違反本規範條文之判定。若出現※建議查核項目，僅為針對實驗室
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條文提出可能有相關可查證的文件或資料方向，是為協助實
驗室瞭解可能需求的對應文件或紀錄，但未要求受訪視機構應將對應資料或文件以該名稱
呈現。
f. 依據本計畫需求，需請計畫受訪視機構於收到本會提供之紀錄表時，能完成自我查核作業
與紀錄填寫，並依約定日期將完成的紀錄表，郵寄或 Email 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新竹市北大路 95 號 2 樓 劉惠芳小姐收，聯絡電話：03-533-6333 #228，(E-mail：
molly.liu@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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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本會會依據您所提供的自我查核紀錄表及佐證資料，安排查核委員審查，若委員審查後認
為有需要進行現場訪視時，會在與 貴單位協調及安排，並於約定時間至 貴單位完成後續
訪視，以進一步確認 貴單位實際符合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的狀況。
h. 參考標準或要求：
(1).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2).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一、基本資料:
實驗室名稱：

稽查日期：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

實驗室地點：

實驗室負責人：

現場負責人：

聯絡電話：

操作人員：
執行研究或檢驗項目：

二、查核項目:

填寫人: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的要求，建立、文件化、實施及維
持一套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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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持續改進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運用政策、目標、自我稽核方案、稽核結果、資料分析、風險評鑑、
矯正與預防措施及管理審查等方式，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效益。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2 政策
4.2.1 生物風險管理政策
請確認設置單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發展、授權並簽署實驗室生物風險(實驗室生物安全
與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政策。該政策應明確指出生物風險管理的整體目標，並承諾改進
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該政策應適用於相關設施及作業的風險性質與規模，並承諾下列事項：
a) 保護員工、承包商、訪客、社區民眾與環境，免於暴露在設施內部保存或處理的生
物病原與毒素。
b) 降低生物病原與毒素不慎釋出或暴露其中的風險。
c) 將未經授權蓄意釋出危害性生物材料的風險，降低至可以接受的程度，包括進行風
險評鑑，並實施規定之控制措施。
d) 對於處理或持有生物病原與毒素，應遵守相關法規與本規範要求。
e) 應確保生物風險有效管理的需求，優先於所有其他非「衛生安全」之操作要求。
f) 將生物風險相關的個人職責，有效通知及傳達給全體員工及相關第三方團體。
g) 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註：生物風險管理須清楚陳述其為設置單位衛生安全與環境(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HSE)政策的一部分。生物風險管理政策須根據設置單位與生物風險管理
的相關性，與一般衛生安全與環境政策相配合。生物風險管理政策可於適當處併入設
置單位的安全衛生與環境政策。此政策須規定所有專案/工作區域的風險都須接受評估，
並在獲准開始工作前籌備完整評鑑。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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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 規劃
4.3.1 規劃危害鑑別、風險評鑑與風險控制
4.3.1.1 規劃與資源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建立、實施及維持風險評鑑系統，並向生物安全會
報告風險管理系統績效，以利進行審查及做為改進基礎。(※建議查檢項目：風險評鑑
系統執行單位和最高管理階層互動的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2) 承上題，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判斷出所需資源與提供適當資源，包括指派經訓練人
員負責管理、從事工作及驗證作業，包括內部審查。(※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1.2 風險評鑑時機與範圍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明訂風險評鑑方法的範圍、性質及時機，以確保為主動性而非被動
性的評鑑。(※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明訂出的風險評鑑方法的
範圍、性質及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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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1.3 危害鑑別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提出工作有關之危害，應予以鑑別並文件化。(※建議查檢項目：
實驗室危害因子鑑別清單)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1.4 風險評鑑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出能評鑑及記錄風險的適當方式，並確保實施及維持。
註：風險評鑑須針對風險進行分類，並鑑別哪些風險需要予以排除或控制。對於可能
性(likelihood)、後果(consequences)，及風險的可接受程度，必須明確的描述其定義，
並於風險評鑑時使用。例如，可考慮使用風險矩陣表進行風險分類，風險矩陣表是由
可能性與後果兩種變項所構成的，分類後，即可依序說明屬於高度、中度與低度風險
區的風險。然而，亦可採用其他相關且適當的方法。
(※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1.5 風險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來自風險評鑑結果的措施(包括時程表、負責人員、相關通報
及同意機制)，以適當方法分派，並確保實施及維持。(※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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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管理程序書)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2 符合性與遵從性
請確認設置單位識別所有相關法規要求，確保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符合相關規定。設置單
位應遵守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法規要求。(※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
冊)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3.3 目標、標的與方案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與標的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實施及維持生物風險控制的目標(objective)及標的(target)，
並予以文件化，以利在設置單位相關職責與層級上，有效控制生物風險。(※建議查檢
項目：文件化的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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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監測控制
請確認管理階層是否建立控制措施，以降低或排除在風險評鑑過程鑑別的危害，並將監
控該等措施效益的程序予以文件化。(※建議查檢項目：文件化的風險監控管制措施程
序)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 實施與運作
4.4.1 角色、職責及職權
4.4.1.1 最高管理階層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承擔設置單位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最終職責。最高管理階層
應確保與生物風險管理相關角色、職責及職權已明訂、文件化及傳達給負責管理、執行
與查證管制生物病原及毒素相關工作的人員。最高管理階層應提供資源以建立、實施、
維持及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進而證明其承諾。(※建議查檢項目：職權表、生安會
組織圖)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2 生物安全會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成立生物安全會，以做為生物風險相關議題的獨立審核小組，負責
監控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並向最高管理階層報告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績效與任何改
進的需求。
生物安全會應：
a) 建立文件化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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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f)
g)

延攬具代表性的跨部門專業人員，適合於設置單位所從事活動之性質與規模；
確認所處理之議題有正式記錄、分配工作、並有效追蹤及結案；
由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主席；
依據既定的適當時間間隔及需要的時機開會。
提供適當資源以確保可取得必要人力、設施與其他資源，以保障設施安全運作。
確保整體設置單位推廣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h) 建立審查、稽核與通報措施，確保本規範規定之要求，予以有效實施與維持。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3 生物安全主管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指定具備適任能力者，負責在生物風險管理議題上，給予建議與
指導。生物安全主管應直接向生物安全會主席報告，並在需要的情況，有權要求停止
工作。該主管角色應與負責執行工作方案者無關。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4 科學管理者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負責設施科學計畫之人員，指派生物風險管理相關職責。
職責應包含：
a) 確保所有工作均依既定政策與本規範之準則進行。
b) 監督員工，包括確認具備能力且獲得授權的人員，才能進入設施工作。
c) 規劃及執行工作，確保有可用的適當人員編制等級、時間、空間及設備。
d) 確認已建立所須的工作授權機制。
e) 確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實驗室生物保全風險評鑑，已實施、審查與核准，並建立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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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措施。
f) 確認所有面臨風險的員工已經獲知風險評鑑結果，以及/或接受建議採取之醫療措施
(如注射疫苗或收集血清)。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5 職業衛生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有人員取得適當的職業衛生專業知識，並依照設施作業與風險，
建立相對應的職業衛生方案。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6 設施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規定之要求，指派設施管理者，訂定其對設施與設備相
關職責。
註：設施管理者一般為工程師，或是其他對實驗室設施、阻隔設備及建物，具有豐富知
識的人員。其角色包括從設施角度提供風險評鑑意見，協調建物與維修工作，並與承包
商聯絡。設施管理人員的角色與職責，須依據本規範建立的要求訂定。不只一個人可能
具有類似的工作角色，不過，在此情況下，須清楚明訂個人職責歸屬，以免有任何遺漏
處，並確保維持一致性。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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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 保全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建立之要求，指派保全(security)管理者，訂定其職責。
註：保全管理者一般擁有豐富的實驗室與設施保全知識，此人須負責與其他人員 (如生
物安全主管)聯繫，有效實施與生物風險相關的實驗室生物保全措施，其角色包括從保
全角度提供風險評鑑與管理意見。保全管理階層的角色與職責，須依據本規範建立的要
求訂定。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1.8 動物處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規定之要求，有飼養動物之實驗室應指派一名動物照護
管理者，並訂定其職責。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 員工訓練、認知與能力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工作場所中，對於其職責及/或其工作會影響生物風險管理的人
員，具備完成工作的能力。能力程度應依據適當學歷、訓練及經驗來判斷。設置單位應
明訂能力程度的要求，對於已達到及展現這些能力程度的工作人員，應留存相關查證紀
錄。(※建議查檢項目：員工能力證明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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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1 人才招募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人才招募流程，已考量生物風險相關資格、經驗及適合性。
(※建議查檢項目：招募程序)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2 能力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內部從事工作的人員，皆有密切的監督，直到證實其能力
為止。
註：能力的定義與適合的學歷、訓練及或經驗有關，同時顯示其能夠以安全/保全的方法
執行任務。(※建議查檢項目：員工相關能力考核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3 連續性與延續性規劃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充足的後援與應變措施到位，以因應連續性與延續性規劃的需
求。
註：設置單位須掌握每位員工的角色，並確保設施運作不會因為人員短期或長期出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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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響。此類措施須包括針對人員(技術性、管理性、科學性，含承包商)進行延續性
的規劃，確保不會只有一位人員握有設施安全與保全作業的核心知識，一旦此人離職或
不適任時，他人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建議查檢項目：代理人制度)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4 訓練
請確認設單位是否鑑別生物風險相關的人員訓練要求與程序，並確保建立與維持。
(※建議查檢項目：訓練方案及訓練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3 諮詢與溝通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單位作業的相關生物風險資訊，已與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者充
分溝通。員工參與以及諮詢安排應予以文件化。員工應可取得最新且適當的設置單位生
物風險相關資訊。
註：對於可能影響到員工與他人的最新相關資訊，設置單位須實施一套機制以確保這些
資訊有明確界定，並能在適當的時間間隔被有效的傳達。於工作場所，可能意指定期舉
行的小組會議與簡報，以及安排正式訓練課程。(※建議查檢項目：員工溝通諮詢計畫
及小組會議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127

□不適用

4.4.4 作業控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可能與生物風險有關的作業與活動，並實施適當的控制措施。
設置單位應規劃及維持這些活動，並確保其在特定的條件下執行。
補充說明：設置單位須建立且維持整合運作方案，確保有效應用生物風險評鑑、管制及
減輕措施。設置單位在運作方案中，須依照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與目標、風險評鑑結果及
法律要求，以建立管制與減輕生物風險的程序。這些程序須處理實驗室作業，以及其他
相關生物風險議題，例如生物材料運送、庫存清單紀錄、保存及管制系統。設置單位須
將這些控制措施，整合至物品、設備及服務的採購作業、承包商與其他訪客進出管制、
設備測試與保養、以及整體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對於缺乏程序將導致偏離生物風險管理
政策與目標的情境，須備妥文件化程序。(※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錄
表)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1 一般安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正式流程到位，以鑑別與管理一般安全相關風險。
註：設置單位須採用預防措施與主動因應方式，管理這些風險來源，以保護員工免於直
接承受工作相關危害，而對於這些風險來源所引發之意外事件/事故，亦能處理受其影響
的生物風險。設置單位須找出可以偵測、減輕及因應緊急狀況的方法，並實施之，同時
也須考量到這些方法對生物病原與毒素控制措施的潛在影響。
注意事項需包括，但不限於：一般實驗室安全、消防安全、電力安全、輻射安全、化學
品安全、使用的氣體(含窒息風險)、高溫與極冷作業、壓力設備、實驗室動物的照顧與
使用、一般內務清潔，包括儲存與整潔要求、環境安全。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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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2 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與資訊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已建立與維持正確資訊並能即時
更新。設置單位應確保與生物病原與毒素庫存清單相關紀錄，即時、完整且安全保存，
並適當備份。設置單位應確保在設施內實驗室間移轉，或設施移入及移出生物病原與毒
素，依其風險程度予以記錄及管制。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3 工作方案、規劃與量能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的工作方案已明訂、文件化及經審核。在核准工作之前，
設置單位應先建立工作規範準則。無論是否事先規劃，設置單位應確保具備充足資源量
能，以管理工作流程。
註：工作方案須包括獲准在設施內進行的作業性質與其定義(如診斷、研究、規模大小
等)。與工作方案相關的所有活動須明確化，並以被核准的正式 SOP 加以支持，這些 SOP
須與本規範明訂之管理文件要求相符。任何工作方案的變更，須依據正式變更管理流程
來進行。對於實施與維持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及持續改進其有效性所需的資源，須事先決
定 與提供。(※建議查檢項目：工作方案)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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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4.4.4.4 變更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與設施設計、運作及維護相關的所有變更事項，依照明訂與文
件化之變更管理流程。(※建議查檢項目：變更管理程序書及相關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5 工作實務、除污與人員保護
4.4.4.5.1 優良微生物技術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處理生物病原與毒素的所有人員，具備優良微生物技術的能力，
並且提供適當資源(包含時間與設備)，以確保有效遵守該等操作實務。
註：適當時，程序須著重於與下列操作相關的風險，但不限於：
動物處理；離心作業；針頭與尖銳物品之管制；正確使用真空幫浦；培養、純化與存放
技術；減少/限制氣膠；移液；超音波處理與其他破壞細胞/組織的機械方法；使用生物
安全櫃(BSC)；使用消毒劑，包括溢出控制、例行除污、洗手與淋浴；妥善管理所產生
的生物性廢棄物。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5.2 生物病原與毒素去活化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程序，確保已選用適當的消毒與除污方法並有效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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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單位應確保有受汙染或潛在可能受汙染廢棄物予以鑑別與文件化(包括來自緊急情
況的結果)，並且導入有效的程序以訂定有效的除污方法與其他適當處置。(※建議查檢
項目：設置單位須分辨及記載所有潛在廢棄物流向與其他污染源。除污/去活化作業及確
認紀錄，來證明除污/去活化過程績效)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5.3 廢棄物管理
請確認針對生物病原與毒素，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適當的廢棄物管理政策。(※建
議查檢項目：廢棄物管理政策文件紀錄、廢棄物稽核追蹤紀錄、廢棄物去活化確效紀錄、
廢棄物處分紀錄(例：焚化爐追蹤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5.4 衣物與個人防護裝備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認個人防護裝備(PPE)需求，並且在設施內部適用的裝備予以明
確指示、提供、使用及維護。(※建議查檢項目：確認單位 PPE 的要求及人員遵從情形)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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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4.4.4.6 員工健康方案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員工及其他因暴露於生物病原與毒素而可能直接受到影響的
人員健康風險之有效管理，包括預防與保護措施。健康監督方案之要求應由所有相關人
員共同經明確的健康危害鑑別及風險評鑑流程確定。(※建議查檢項目：單位對於不同
作業員工的健康管理政策及員工健檢相關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6.1 人員接種疫苗
根據風險，應確認接種疫苗的需求，並應涵蓋鑑別為可能暴露在生物病原或毒素的群體。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疫苗接種政策已明訂與實施。僅限遵守此項政策的人員，才能
進入實驗室或從事工作。(※建議查檢項目：單位對於員工的疫苗施打政策及員工疫苗
施打或相關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 行為因素與員工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一項方案，以處理人類行為相關的風險，包括管理員工
使用設施與設備的方式。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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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1 員工可靠性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明訂與執行員工可靠性政策，員工依據該政策進入設施或從事工
作。(※建議查檢項目：可靠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2 承包商、訪客與供應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供應商、承包商、訪客與分包商確實遵守既定管理系統的要求，
不至於影響設施的生物風險管理。(※建議查檢項目：外來訪客的管理政策和執行管理
的相關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3 職務解除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採取措施，經風險評鑑認為必要情況下，從設施中移除及解除
人員職務（包括臨時人員，如果合適，包括正職人員）。
註：設置單位需於設施配置適當的保全系統，已禁止沒有合法理由的人員進入，並訂定
程序以排除合法進入但對設施保全造成風險的人員，包括自家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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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 基礎建設與作業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設備及流程的設計與運作，依照生物風險管理的安全與
保全方式進行。(※建議查檢項目：對於新設施、設備或檢驗流程是否有按照設置單位
本身所制定的生物風險管理政策來做管理)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1 規劃、設計與查證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之正式規劃、設計與重新設計流程，依據所使用的材料與
從事活動的相關風險評鑑結果進行。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融入所有相關法規要求與公認標
準、指引、業界優良規範及設施特定風險評鑑的資訊。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諮詢所有與設
施及其運作相關的團體。所有設計特色、建築技術、材料與設備之選用，應提供與需求
相符的文件，並對設計規格提供具體且詳盡的指示說明與資訊。設置單位應確保新建築
工程與物理性設施改建，依據經核准的計畫進行。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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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8.2 試運轉與除役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新設施初期試運轉與既有設施除役方面皆有正式流程。(※
建議查檢項目：試運轉報告及設施除役流程)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3 維修、管制、校正、驗證及確效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文件化的程序，確保可能影響到生物風險的實體廠房設
備與構成部分，依據生物風險管理計畫的目標與要求，予以鑑別、採購、維修、校正、
驗證或確效(※建議查檢項目：維修紀錄表、校正紀錄表、驗證標準、確認紀錄表)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4 物理性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培養物、檢體、樣本、可能受到汙染的材料或廢棄物的物理性
(physical)保全措施可實施及維持，而此類保全措施乃是由風險評鑑過程決定。(※建議
查檢項目：環境保全措施政策)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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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8.5 資訊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設有鑑別機敏性資訊的政策與程序，經審查及核准流程管制此類資
訊的取得。(※建議查檢項目：資訊管理政策及其執行狀況)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6 供應品的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採購(含服務)作業符合規定要求，並依據可能對生物風險造成
的影響，採用對應的管制措施。設置單位應依據供應商提供符合本規範要求之產品/服務
的能力，評估及評選供應商，並建立評選、評估及再評估基準。針對評估結果以及因應
評估而採取的任何必要行動，設置單位應維持相關紀錄。(※建議查檢項目：供應品與
服務採購程序書)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9 生物病原與毒素的運送
請確認是否對於培養物、檢體、樣本及受汙染及潛在可能受汙染材料的運送，設置單位
應確保依據危險物品運送法規，建立與維持相關安全及保全運送程序。
註：設置單位在規劃及從事運送作業時，須考量下列幾點：
a) 確認已鑑別相關運送要求並據以執行，包括法規要求、國家及國際指引；
b) 確保提供合適的包裝系統、材料、標籤、PPE 及文件，並將其視為運送過程的一環
來運用；
c) 選擇可靠、值得信賴、能安全地及保全地處理包裹的運輸業者；
d) 確認經核准設施是否基於正當理由，要求運送生物病原、毒素、或是可能含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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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病原與毒素的物質。另外，將材料輸入設施時，是否採用同等管制措施；
e) 鑑別是否有必要取得授權運送材料之管理負責人簽署的正式運送文件；
f) 妥善管制追蹤生物材料流向的文件；
g) 鑑別與實施適當且對應的運送相關緊急反應(emergency response)及應變
(contingency)計畫，包括在處理可疑包裹時要特別謹慎，並設置隔離區適當的爆裂物隔
離。
(※建議查檢項目：生物病原與毒素安全運送程序及其執行狀況)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10 人員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具有適當政策，提供所屬員工的人員支持性個人保全服務，在情況
許可下，包括個人保全認知訓練。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 緊急反應與應變計畫
對於涉及生物病原、毒素及材料的事故與緊急狀況，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相
關計畫與程序，以鑑別這些狀況發生的可能性，進而避免其發生、採取反應措施、並降
低可能相關之疾病或其他損害。緊急規劃應涵蓋生物風險的所有層面，包括一般安全、
保全及醫療議題。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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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1 緊急情境
對於可預期的緊急情境，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已鑑別出其中所有可能影響到自身生

物風險的情境。
註：為進行緊急規劃，必須將所有確實可能會發生的緊急情境納入考量。雖然不是所有
的可能情境都會發生，但是仍須考慮所有的合理威脅，並在情況許可下，記錄將該情境
排除為威脅的理由。(※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中鑑別出的緊急情
境)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2 緊急計畫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在籌備與實施緊急計畫時，確有考量到生物風險。設置單位應確保
建立一套系統，有效管理醫療/環境緊急狀況，包括列出可能受到感染的員工，並隨即提
供醫療服務給受到曝露、生病或受傷的員工。設置單位還應確保實際的管制措施可被證
實為合理，且與緊急狀況的規模及性質相符。緊急計畫應經過測試，並有效傳達給全體
員工與相關第三方得知，以讓所有人瞭解其義務。(※建議查檢項目：緊急計畫書)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3 緊急演練與模擬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定期辦理架構完整且真實的緊急演練(exercise)與模擬，包括保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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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drill)，演練週期應依據風險程度而定，以測試計畫、人員做好準備、並從優良操作
實務或發現的缺失汲取經驗。(※建議查檢項目：緊急狀況練習與演練的時程及其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4 應變計畫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在緊急事件中，適當的應變(contingency)措施被實施，以確保持續
作業的安全性與保全性。(※建議查檢項目：應變計畫書)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 檢查與矯正措施
4.5.1 績效衡量與資料分析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適當資料已被決定、收集及分析，進而評鑑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的適當性與有效性，並以評估系統何處能夠持續改進。(※建議查檢項目：績效管理程
序書/改進作業程序)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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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紀錄、文件與資料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管制及維持紀錄、文件及資料，以便證明符合本規範的要求。
這些紀錄、文件與資料應保持清晰、易識別及可檢索。(※建議查檢項目：紀錄、文件
與資料管制現況)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3 庫存清單監控與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設置單位依預定排程審查庫存清單，審查間隔依生物材料風險而定，
同時審查程度及頻率須能讓材料清點以適當方式進行。設置單位應確保已有適當措施，
得以將生物病原及毒素的庫存清單之數量減至最低。(※建議查檢項目：庫存監控及管
制狀況)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4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矯正與預防措施
4.5.4.1 意外事件/事故調查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文件化程序，藉此明訂、記錄、及分析生物病原與毒素
相關的意外事件與事故，並從中學習。(※建議查檢項目：相關於生物病原與毒素意外事故
與不良事件調查、記錄及分析的程序書)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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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4.5.4.2 不符合事項的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不符本規範要求之處被鑑別並予以管制，以免發生不當後果。
不符合事項的性質與任何後續採行措施之紀錄應留存。(※建議查檢項目：相關於生物
病原與毒素意外事故與不良事件的矯正措施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4.3 矯正措施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採行措施，依本規範的要求排除不符合事項的起因，進而防止其再發
生，矯正措施應與所遭遇的不符合項目之影響呼應。(※建議查檢項目：相關於生物病原
與毒素意外事件與事故的根本原因分析及其所採取的預防措施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4.4 預防措施
為防止不符合事項發生，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決定措施，以消除潛在不符合之原因，預
防措施應與潛在問題之影響相呼應。(※建議查檢項目：矯正與預防措施程序)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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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5 查核與稽核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實施對應設施相關風險的查核與稽核方案。查核與稽核應依據
已規劃的時間週期執行，進而判斷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否符合文件化的計畫與本規範
要求，以有效落實與維持。負責接受查核/稽核區域的管理階層，應確保任何為排除不符
合事項與其起因而採取的行動，未遭到不當延誤。後續的追蹤活動，應包括對所採取的
行動進行查證與提報查證結果。(※建議查檢項目：檢驗與稽核方案)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6 審查
4.6.1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在規劃期間內，審查設置單位的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以確保
其持續的適用性、適當性及有效性。審查應包括改進時機的評估，以及變更系統、程
序、政策和目標的必要性。管理審查紀錄應予以保存。(※建議查檢項目：管理階層審
查紀錄)
□是(符合)
說明/佐證資料名稱：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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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表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報告

109 年度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此份現場訪視報告為本會承接疾管署科技計畫而制訂，若
須對此內容進行修改，再製及公開發布，須經本會及疾管
署同意，敬請配合。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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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機構名稱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地址
實驗室主管
訪視地址

現場訪視報告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訪視標準：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
訪視小組：主訪視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視委員：_________________
本訪視報告包括現場訪視紀錄表與現場訪視改善建議表。訪視報
告僅適用於本計畫辦理現場訪視結果。主訪視委員除於當天向受
訪視機構完成口頭說明外，另此報告將於訪視結束當日完成後，
正本將由主訪視委員攜回至本計畫執行單位(全國認證基金會)，
副本由受評機構影印與留存。

主訪視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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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壹、訪視前啟始會議與訪視後總結會議簽名單
1. 訪視前啟始會議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

受訪視機構：
最高管理階層：
生物安全會(代表)：
實驗室主管：
實驗室人員：
訪視查核小組：
觀察員：
2. 訪視總結會議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

受訪視機構：
最高管理階層：
生物安全會(代表)：
實驗室主管：
實驗室人員：
訪視查核小組：
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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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簽名/職位或單位
貳、致謝
1.謝謝受訪視機構/實驗室主管人員對本次訪視案的配合與
協助。
2.本訪視查核小組對實驗室整體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評價：

參、訪視結果摘要
1. 本訪視案共有

張現場訪視改善建議表，編號：

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
肆、對回報改善措施的約定事項：□無(若尚可改善建議，本節略過)
請受訪視機構能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將改善計畫或措施
說明回饋對應的訪視委員或寄至 TAF 地址：新竹市 300 北大
路 95 號 2 樓，連絡電話：03-533-6333＃228 劉惠芳 (Email：
molly.liu@taftw.org.tw)；
＃248 吳翊維（Email：uiuei@taftw.org.tw）。
(配合計畫需求，建議回應時效為 2 星期內)

伍、其它事項
附件 (請勾選所附的文件/表單，並請依序號排列)
□ 1. 現場訪視紀錄表

□ 2. 現場訪視建議改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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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現場訪視紀錄表(A)
3. 目的：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現場訪視紀錄表，係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為基礎建立，以協助現場評鑑小組使用的訪視紀錄。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為針對實驗室與設施處理/存放及處置生物病原及
毒素時的相關風險，建立出必要的風險控制要求。
4. 使用說明：
i. .本紀錄表的編排方式，是採用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章節編
排，此紀錄表僅適用於本次計畫現場訪視需求與使用。現場訪視委員可依
據本紀錄表完成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章節/事項確認。
「否(不符合)」方式確認。同
j. 訪視委員使用本紀錄表時，請以「是(符合)」、
時，若觀察發現目前規範內容不適用於受訪視機構之設置單位/實驗室的現
況需求或有其他管理方式時，則可以採以「不適用」的方式勾選。
k. 當您勾選「否(不符合)」時，請簡易將查證發現彙整相關建議改善事項。而
當勾選「不適用」時，也請簡述觀察發現於訪問紀錄表中。
l. 本紀錄表查證的內容中，如有出現※建議查核項目，僅為針對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條文提出可能有相關可查證的文件或資料方向，
為協助訪視委員，瞭解可查證方向，但未要求受訪視機構應將對應資料或
文件以該名稱呈現。
m. 訪視委員於現場查證過程如有勾選「否(不符合)」時，除請將其簡易彙整
成相關建議改善事項外，原則上會建議受訪視機構可於 2 星期內，將相關
改善計畫與措施回饋給您進行確認，以達成持續改善之成效。
n. 本訪視紀錄表分為 A、B 兩份，A 紀錄表包含規範條文之一般要求、政策、
規劃、檢查與矯正措施及審查部分，由主訪視委員審查，B 紀錄表則為規
範條文之實施與運作部分，則由訪視委員審查。
5. 參考標準或要求：
a.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b.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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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的要求，建立、文件化、實施
及維持一套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建議查核項目：生物風險管理手冊)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1.2 持續改進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運用政策、目標、自我稽核方案、稽核結果、資料分析、風
險評鑑、矯正與預防措施及管理審查等方式，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效益。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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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
4.2.1 生物風險管理政策
請確認設置單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發展、授權並簽署實驗室生物風險(實驗室生
物安全與實驗室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政策。該政策應明確指出生物風險管理的整
體目標，並承諾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該政策應適用於相關設施及作業的風險性質與規模，並承諾下列事項：
a) 保護員工、承包商、訪客、社區民眾與環境，免於暴露在設施內部保存或處理
的生物病原與毒素。
b) 降低生物病原與毒素不慎釋出或暴露其中的風險。
c) 將未經授權蓄意釋出危害性生物材料的風險，降低至可以接受的程度，包括進
行風險評鑑，並實施規定之控制措施。
d) 對於處理或持有生物病原與毒素，應遵守相關法規與本規範要求。
e) 應確保生物風險有效管理的需求，優先於所有其他非「衛生安全」之操作要求。
f) 將生物風險相關的個人職責，有效通知及傳達給全體員工及相關第三方團體。
g) 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註：生物風險管理須清楚陳述其為設置單位衛生安全與環境(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HSE)政策的一部分。生物風險管理政策須根據設置單位與生物風險
管理的相關性，與一般衛生安全與環境政策相配合。生物風險管理政策可於適
當處併入設置單位的安全衛生與環境政策。此政策須規定所有專案/工作區域的
風險都須接受評估，並在獲准開始工作前籌備完整評鑑。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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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規劃
4.3.1 規劃危害鑑別、風險評鑑與風險控制
4.3.1.1 規劃與資源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建立、實施及維持風險評鑑系統，並向生物
安全會報告風險管理系統績效，以利進行審查及做為改進基礎。(※建議查檢項
目：風險評鑑系統執行單位和最高管理階層互動的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2) 承上題，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判斷出所需資源與提供適當資源，包括指派經
訓練人員負責管理、從事工作及驗證作業，包括內部審查。(※建議查檢項目：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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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風險評鑑時機與範圍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明訂出風險評鑑方法的範圍、性質及時機，以確保為主動性
而非被動性的評鑑。
(※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明訂出的風險評鑑方法的範圍、
性質及時機)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3.1.3 危害鑑別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提出工作有相關之危害，應予以鑑別並文件化。(※建議查
檢項目：實驗室危害因子鑑別清單)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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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風險評鑑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鑑別出能評估及記錄風險的適當方式，並確保實施及
維持。
註：風險評鑑須針對風險進行分類，並鑑別哪些風險需要予以排除或控制。對
於可能性(likelihood)、後果(consequences)，及風險的可接受度。必須明確的描述
其定義，並於風險評鑑時使用。例如，可考慮使用風險矩陣表進行風險分類，
風險矩陣表是由可能性與後果兩種變項所構成的，分類後，即可依序說明屬於
高度、中度與低度風險區的風險。然而，亦可採用其他相關且適當的方法。(※
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3.1.5 風險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來自風險評鑑結果的措施(包括時程表、負責人員、相
關通報及同意機制)，以適當方法分派，並確保實施及維持。
註：風險管理方法須包含控制計畫(control plan)，包括：
a) 計畫執行負責人；
b) 所利用的資源(如人力與預算)；
c) 實施時程表；
d) 控制計畫遵從性的審查機制與頻率等相關細節。
(※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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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符合性與遵從性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識別所有相關法規要求，確保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符合相關
規定。設置單位應遵守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法規要求。(※建議查檢項目：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手冊)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3.3 目標(Objectives)、標的(Targets)與方案(Program)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與標的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實施及維持生物風險控制的目標 (objective) 及標的
(target)，並予以文件化，以利在設置單位相關職責與層級上，有效控制生物風險。
(※建議查檢項目：文件化的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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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監測控制
請確認管理階層是否建立控制措施，以降低或排除於風險評鑑過程鑑別的危害，
並將監控該等措施效益的程序予以文件化。(※建議查檢項目：文件化的風險監
控管制措施程序)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5 檢查與矯正措施
4.5.1 績效衡量與資料分析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適當資料已被決定、收集及分析，進而評鑑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的適當性與有效性，並以評估系統何處能夠持續改進。(※建議查檢項
目：績效管理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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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紀錄、文件與資料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管制及維持紀錄、文件及資料，以便證明符合本規
範的要求。這些紀錄、文件與資料應保持清晰、易識別及可檢索。(※建議查檢
項目：紀錄、文件與資料管制的管制現況)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5.3 庫存清單監控與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應依預定排程審查庫存清單，審查間隔依生物材料風險而定，同
時審查程度及頻率須能讓材料清點以適當方式進行。
設置單位應確保已有適當措施，得以將生物病原及毒素的庫存量減至最低。(※
建議查檢項目：庫存監控及管制狀況)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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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矯正與預防措施
4.5.4.1 意外事件/事故調查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文件化程序，藉此明訂、記錄、及分析生物病
原與毒素相關的意外事件與事故，並從中學習。(※建議查檢項目：相關於生物
病原與毒素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記錄及分析的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5.4.2 不符合事項的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不符本規範要求之處被鑑別予以管制，以免發生不當
後果。不符合事項的性質與任何後續採行措施之紀錄應留存。(※建議查檢項目：
相關於生物病原與毒素意外事故與不良事件的矯正措施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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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3 矯正措施
為了防止再發生，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採行措施依本規範的要求排除不符合事
項的起因，進而防止其再發生，矯正措施應與所遭遇的不符合項目之影響相稱。
(※建議查檢項目：相關於生物病原與毒素意外事件與事故的根本原因分析及其
所採取的預防措施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5.4.4 預防措施
為防止不符合事項發生，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決定措施，以消除潛在不符合之
原因，預防措施應與潛在問題之影響相呼應。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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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查核與稽核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實施對應設施相關風險的查核與稽核方案。查核與稽
核應依據已規劃的時間周期執行，進而判斷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否符合文件
化的計畫與本規範要求，以有效落實與維持。負責接受查核/稽核區域的管理階
層，應確保任何為排除不符合事項與其起因而採取的行動，未遭到不當延誤。
後續的追蹤活動，應包括對所採取的行動進行查證結果的提報查證結果。(※建
議查檢項目：查核與稽核方案)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6 審查
4.6.1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在規劃期間內，審查設置單位的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以確保其持續的適用性、適當性及有效性。審查應包括改進時機的評估，以及
系變更系統、程序、政策和目標的必要性。
管理審查紀錄應予以保存。(※建議查檢項目：管理階層審查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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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現場訪視紀錄表(B)
1. 目的：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現場訪視紀錄表，係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為基礎建立，以協助現場評鑑小組使用的訪視紀錄。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為針對實驗室與設施處理/存放及處置生物病原及
毒素時的相關風險，建立出必要的風險控制要求。
2. 使用說明：
a. .本紀錄表的編排方式，是採用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章節編
排，此紀錄表僅適用於本次計畫現場訪視需求與使用。現場訪視委員可依
據本紀錄表完成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章節/事項確認。
「否(不符合)」方式確認。同
b. 訪視委員使用本紀錄表時，請以「是(符合)」、
時，若觀察發現目前規範內容不適用於受訪視機構之設置單位/實驗室的現
況需求或有其他管理方式時，則可以採以「不適用」的方式勾選。
c. 當您勾選「否(不符合)」時，請簡易將查證發現彙整相關建議改善事項。而
當勾選「不適用」時，也請簡述觀察發現於訪問紀錄表中。
d. 本紀錄表查證的內容中，如有出現※建議查核項目，僅為針對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條文提出可能有相關可查證的文件或資料方向，
為協助訪視委員，瞭解可查證方向，但未要求受訪視機構應將對應資料或
文件以該名稱呈現。
e. 訪視委員於現場查證過程如有勾選「否(不符合)」時，除請將其簡易彙整成
相關建議改善事項外，原則上會建議受訪視機構可於 2 星期內，將相關改
善計畫與措施回饋給您進行確認，以達成持續改善之成效。
f. 本訪視紀錄表分為 A、B 兩份，A 紀錄表包含規範及實施指引條文之一般
要求、政策、規劃、檢查與矯正措施及審查部分，由主訪視委員審查，B
紀錄表則為規範條文之實施與運作部分，則由訪視委員審查。
3. 參考標準或要求：
a.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b.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160

4.4 實施與運作
4.4.1 角色、職責及職權
4.4.1.1 最高管理階層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承擔設置單位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最終職責。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與生物風險管理相關角色、職責及職權已明訂、文件化及傳
達給負責管理、執行與查證管制生物病原及毒素相關工作的人員。
最高管理階層應提供資源以建立、實施、維持及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進而
證明其承諾。 (※建議查檢項目：職權表、生安會組織圖)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2 生物安全會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應成立生物安全會，以做為生物風險相關議題的獨立審核小
組，負責監控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並向最高管理階層報告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績效與任何改進的需求。生物安全會應：
a) 建立文件化的職權範圍；
b) 延攬具代表性的跨部門專業人員，適合於設置單位所從事活動之性質與規模；
c) 確認所處理之議題有正式記錄、分配工作、並有效追蹤及結案；
d) 由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主席；
e) 依據既定的適當時間間隔及需要的時機開會。
f) 提供適當資源以確保可取得必要人力、設施與其他資源，以保障設施安全運
作。
g) 確保整體設置單位推廣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h) 建立審查、稽核與通報措施，確保本規範規定之要求，予以有效實施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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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3 生物安全主管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指定具備適任能力者，負責在生物風險管理議題上，給予
建議與指導。生物安全主管應直接向生物安全會主席報告，並在需要的情況，
有權要求停止工作。該主管角色應與負責執行工作方案者無關。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4 科學管理者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負責設施科學計畫之人員，指派生物風險管理相關職責。
職責應包含：
a) 確保所有工作均依既定政策與本規範之準則進行。
b) 監督員工，包括確認具備能力且獲得授權的人員，才能進入設施工作。
c) 規劃及執行工作，確保有可用的適當人員編制等級、時間、空間及設備。
d) 確認已建立所須的工作授權機制。
e) 確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實驗室生物保全風險評鑑，已實施、審查與核准，並建
立所須的控制措施。
f) 確認所有面臨風險的員工已經獲知風險評鑑結果，以及/或接受建議採取之醫
療措施(如注射疫苗或收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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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5 職業衛生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有人員取得適當的職業衛生專業知識，並依照設施作業
與風險，建立相對應的職業衛生方案。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6 設施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規定之要求，指派設施管理者，訂定其對設施
與設備相關職責。
註：設施管理者一般為工程師，或是其他對實驗室設施、阻隔設備及建物，具
有豐富知識的人員。其角色包括從設施角度提供風險評鑑意見，協調建物與維
修工作，並與承包商聯絡。設施管理人員的角色與職責，須依據本規範建立的
要求訂定。不只一個人可能具有類似的工作角色，不過，在此情況下，須清楚
明訂個人職責歸屬，以免有任何遺漏處，並確保維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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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7 保全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建立的要求，指派保全(security)管理者，訂定其
職責。
註：保全管理者一般擁有豐富的實驗室與設施保全知識，此人須負責與其他人
員 (如生物安全主管)聯繫，有效實施與生物風險相關的實驗室生物保全措施，
其角色包括從保全角度提供風險評鑑與管理意見。保全管理階層的角色與職責，
須依據本規範建立的要求訂定。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1.8 動物處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範規定之要求，有飼養動物之實驗室應指派一名
動物照護管理者，並訂定其職責。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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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2 員工訓練、認知與能力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工作場所中，對於其職責及/或其工作會影響生物風險
管理的人員，具備完成工作的能力。能力程度應依據適當學歷、訓練及經驗來
判斷。設置單位應明訂能力程度的要求，對於已達到及展現這些能力程度的工
作人員，應留存相關查證紀錄。(※建議查檢項目：員工能力證明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2.1 人才招募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人才招募流程，已考量生物風險相關資格、經驗及
適合性。
註：僱用前，設置單位須確認下列幾點
a)全體人員須接受正式遴選流程，包括依據風險進行相關背景調查(如聘僱推薦函、
保全性檢查等)
b)現任員工若調任至風險結構可能提高的區域時，須實施適當控制措施
c)必要時，須依據管制非核心人員(如承包商、訪客、實習生等)的需求建立相關
評鑑，以確保實施符合他們需求的措施。
d)針對人才招募與員工管理，須發展涵蓋生物風險知識與實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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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2.2 能力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內部從事工作的人員，皆有密切的監督，直到證
實其能力為止。
註：能力的定義與適合的學歷、訓練及或經驗有關，同時顯示其能夠以安全/保
全的方法執行任務。(※建議查檢項目：員工相關能力考核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2.3 連續性與延續性規劃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充足的後援與應變措施到位，以因應連續性與延續性
規劃的需求。
註：設置單位須掌握每位員工的角色，並確保設施運作不會因為人員短期或長
期出缺而受到影響。此類措施須包括針對人員(技術性、管理性、科學性，含承
包商)進行延續性的規劃，確保不會只有一位人員握有設施安全與保全作業的核
心知識，一旦此人離職或不適任時，他人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建議查檢項目：
代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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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2.4 訓練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生物風險相關的人員訓練要求與程序，並確保建立與維
持。
註：設置單位相關程序須滿足：
a) 生物風險訓練需求的定義；
b) 提供所需之生物風險訓練；
c) 生物風險訓練的有效性確認；
d) 提供生物風險進修培訓；
e) 限制人員以確保其不會從事未經訓練的工作；
f) 維持適當的紀錄。
(※建議查檢項目：訓練方案及訓練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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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諮詢與溝通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單位作業的相關生物風險資訊，已與員工及其他利害
關係者充分溝通。員工參與以及諮詢安排應予以文件化。員工應可取得最新且
適當的設置單位生物風險相關資訊。
註：對於可能影響到員工與他人的最新相關資訊，設置單位須實施一套機制以
確保這些資訊有明確界定，並能在適當的時間間隔被有效的傳達。於工作場所，
可能意指定期舉行的小組會議與簡報，以及安排正式訓練課程。(※建議查檢項
目：員工溝通諮詢計畫及小組會議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 作業控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可能與生物風險有關的作業與活動，並實施適當的控
制措施。設置單位應規劃及維持這些活動，並確保其在特定的條件下執行。
註：設置單位須建立且維持整合運作方案，確保有效應用生物風險評鑑、管制
及減輕措施。設置單位在運作方案中，須依照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與目標、風險
評鑑結果及法律要求，以建立管制與減輕生物風險的程序。這些程序須處理實
驗室作業，以及其他相關生物風險議題，例如生物材料運送、庫存清單紀錄、
保存及管制系統。設置單位須將這些控制措施，整合至物品、設備及服務的採
購作業、承包商與其他訪客進出管制、設備測試與保養、以及整體生物風險管
理系統。對於缺乏程序將導致偏離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與目標的情境，須備妥文
件化程序。(※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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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1 一般安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正式流程到位，以鑑別與管理一般安全相關風險。
註：設置單位須採用預防措施與主動因應方式，管理這些風險來源，以保護員
工免於直接承受工作相關危害，而對於這些風險來源所引發之意外事件/事故，
亦能處理受其影響的生物風險。設置單位須找出可以偵測、減輕及因應緊急狀
況的方法，並實施之，同時也須考量到這些方法對生物病原與毒素控制措施的
潛在影響。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2 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與資訊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已建立與維持正確資訊並
能即時更新。
設置單位應確保與生物病原與毒素庫存清單相關紀錄，即時、完整且安全保存，
並適當備份。
設置單位應確保在設施內實驗室間移轉，或設施移入及移出生物病原與毒素，
依其風險程度予以記錄及管制。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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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3 工作方案、規劃與量能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的工作方案已明訂、文件化及經審核。在核准工作
之前，設置單位應先建立工作規範準則。無論是否事先規劃，設置單位應確保具
備充足資源量能，以管理工作流程。
註：工作方案須包括獲准在設施內進行的作業性質與其定義(如診斷、研究、規模
大小等)。與工作方案相關的所有活動須明確化，並以被核准的正式SOP加以支持，
這些SOP須與本規範明訂之管理文件要求相符。任何工作方案的變更，須依據正
式變更管理流程來進行。對於實施與維持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及持續改進其有效性
所需的資源，須事先決定與提供。(※建議查檢項目：工作方案)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4 變更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與設施設計、運作及維護相關的所有變更事項，依照
明訂與文件化之變更管理流程。(※建議查檢項目：變更管理程序書及相關紀錄)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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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5 工作實務、除污與人員保護
4.4.4.5.1 優良微生物技術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處理生物病原與毒素的所有人員，具備優良微生物技
術的能力，並且提供適當資源(包含時間與設備)，以確保有效遵守該等操作實
務。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5.2 生物病原與毒素去活化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程序，確保已選用適當的消毒與除污方法並有
效地執行。設置單位應確保受污染/潛在可能受污染廢棄物予以鑑別與文件化(包
括來自緊急情況的結果) ，並且導入有效的程序以訂定有效除污方法與其他適當
處置。(※建議查檢項目：設置單位須分辨及記載所有潛在廢棄物流向與其他污
染源。除污/去活化作業及確認紀錄，來證明除污/去活化過程績效)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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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5.3 廢棄物管理
請確認針對生物病原與毒素，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適當的廢棄物管理政策。
(※建議查檢項目：廢棄物管理政策文件紀錄、廢棄物稽核追蹤紀錄、廢棄物去
活化確效紀錄、廢棄物處分紀錄，(舉例：焚化爐追蹤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5.4 衣物與個人防護裝備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認個人防護裝備(PPE)需求，並且在設施內部適用的裝備
予以明確指示、提供、使用及維護。(※建議查檢項目：確認單位 PPE 的要求及
人員遵從情形)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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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6 員工健康方案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對於員工及其他因暴露於生物病原與毒素而可能直接
受到影響的人員健康風險之有效管理，包括預防與保護措施。健康監督方案之
要求應由所有相關人員共同經明確的健康危害鑑別及風險評鑑流程確定。(※建
議查檢項目：單位對於不同作業員工的建康管理政策及員工健檢相關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6.1 人員接種疫苗
根據風險，應確認接種疫苗的需求，並應涵蓋鑑別為可能暴露在生物病原或毒素
的群
體。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疫苗接種政策已明訂與實施。僅限遵守此項政策
的人員，才能進入實驗室或從事工作。(※建議查檢項目：單位對於員工的疫苗
施打政策及員工疫苗施打或相關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7 行為因素與員工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一項方案，以處理人類行為相關的風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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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工使用設施與設備的方式。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7.1 員工可靠性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明訂與執行員工可靠性政策，員工依據該政策進入設施或從
事工作。(※建議查檢項目：可靠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7.2 承包商、訪客與供應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供應商、承包商、訪客與分包商，確實遵守既定管理
系統的要求，不至於影響到設施的生物風險管理。(※建議查檢項目：外來訪客
的管理政策和執行管理的相關紀錄)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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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7.3 職務解除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採取措施，經風險評鑑認為必要情況下，從設施中移除及
解除人員職務（包括臨時人員，如果合適，包括正職人員）
。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8 基礎建設與作業管理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設備及流程的設計與運作，依照生物風險管理
的安全與保全方式進行。(※建議查檢項目：對於新設施、設備或檢驗流程是否
有按照設置單位本身所制定的生物風險管理政策來做管理)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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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8.1 規劃、設計與查證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之正式規劃、設計與重新設計流程，是依據所使
用的材料與從事活動的相關風險評鑑結果進行。
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融入所有相關法規要求與公認標準、指引、業界優良規範及
設施特定風險評鑑的資訊。
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諮詢所有與設施及其運作相關的團體。
所有設計特色、建築技術、材料與設備之選用，應提供與需求相符的文件，並
對設計規格提供具體且詳盡的指示說明與資訊。
設置單位應確保新建築工程與物理性設施改建，依據經核准的計畫進行。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8.2 試運轉與除役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新設施初期試運轉與既有設施除役方面皆有正式流
程。(※建議查檢項目：試運轉報告及設施除役流程)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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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8.3 維修、管制、校正、驗證及確效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文件化的程序，確保可能影響到生物風險的實
體廠房設備與構成部分，依據生物風險管理計畫的目標與要求，予以鑑別、採
購、維修、校正、驗證或確效。(※建議查檢項目：維修紀錄表、校正紀錄表、
驗證標準、確認紀錄表)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8.4 物理性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培養物、檢體、樣本、可能受到污染的材料或廢棄物
的物理性(physical)保全措施可實施及維持，而此類保全措施乃是由風險評鑑過程決定。

(※建議查檢項目：環境保全措施政策)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8.5 資訊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設有鑑別機敏性資訊的政策與程序，經審查及核准流程管
制此類資訊的取得。(※建議查檢項目：資訊管理政策及其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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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8.6 供應品的管制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採購(含服務)作業符合規定要求，並依據可能對生物風
險造成的影響，採用對應的管制措施。設置單位應依據供應商提供符合本規範
要求之產品/服務的能力，評估及評選供應商，並建立評選、評估及再評估基準。
設置單位應針對評估結果以及因應評估而採取的任何必要行動，設置單位應維
持相關紀錄。(※建議查檢項目：供應品與服務採購程序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9 生物病原與毒素的運送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培養物、檢體、樣本及受污染及潛在可能受污染材料
的運送，設置單位應確保依據危險物品運送法規，建立與維持相關安全及保全
運送程序。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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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4.10 人員保全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具有適當政策，提供所屬員工的人員支持性個人保全服務，
在情況許可下，包括個人保全認知訓練。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5 緊急反應與應變計畫
對於涉及生物病原、毒素及材料的事故與緊急狀況，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
維持相關計畫與程序，以鑑別這些狀況發生的可能性，進而避免其發生、採取反
應措施、並降低可能相關之疾病或其他損害。
緊急規劃應涵蓋生物風險的所有層面，包括一般安全、保全及醫療議題。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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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緊急情境
請確認設置單位對於可預期的緊急情境是否確保已鑑別出其中所有可能影響到
自身生物風險的情境。
註：為進行緊急規劃，必須將所有確實可能會發生的緊急情境納入考量。雖然
不是所有的可能情境都會發生，但是仍須考慮所有的合理威脅，並在情況許可
下記錄將該情境排除為威脅的理由。(※建議查檢項目：實驗室生物風險評鑑紀
錄表中鑑別出的緊急情境)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5.2 緊急計畫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在籌備與實施緊急計畫時，確有考量到生物風險。設置單
位應確保建立一套系統，有效管理醫療/環境緊急狀況，包括列出可能受到感染
的員工，並隨即提供醫療服務給受到暴露、生病或受傷的員工。設置單位還應
確保實際的管制措施可被證實為合理，且與緊急狀況的規模及性質相符。緊急
計畫應經過測試，並有效傳達給全體員工與相關第三方得知，以讓所有人瞭解
其義務。(※建議查檢項目：緊急計畫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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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3 緊急演練與模擬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定期辦理架構完整且真實的緊急演練(exercise)與模擬，包括保
全演習(drill)，演練週期應依據風險程度而定，以測試計畫、人員做好準備、並從優
良操作實務發現的缺失汲取經驗。(※建議查檢項目：緊急狀況練習與演練的時
程及其紀錄)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4.4.5.4 應變計畫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緊急事件中，適當的應變(contingency)措施應被實施，
以確保持續作業的安全性與保全性。(※建議查檢項目：應變計畫書)
□是(符合)；

□否(未符合);

建議改善事項：

□不適用

觀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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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訪視建議改善表
日期：

實驗室名稱：

記錄編號：

(主)訪視委員-流水號

建議改善事項說明：

建議改善主要對應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的章節：
訪視委員簽名：

受訪視機構或實驗室主管簽名：

改善計畫或措施 (若本表不敷使用，請填寫於附件一表格中)

受訪視機構或實驗室主管簽名：

日期：

改善措施確認(訪視委員填寫)
確認

□ 已改善，說明:

改善
□ 未完成改善，說明如下：

訪視委員 (註)：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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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附件一

實驗室改善計畫或措施表
依據實驗室訪視建議改善表，記錄編號：

，

執行以下改善計畫或措施(如已確實執行改善事項，煩請附上佐證資料)：

受訪視機構或實驗室主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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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現場訪視委員共識會議-會議記錄
109年度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訪視委員共識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2020 年 09 月 14 日 (一) 下午 13:30 至 15:30
會議地點：艾維士商務會議中心(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181 號)
會議主持人：劉惠芳 經理
出席人員(敬稱略)：何文育、何承懋、吳雪穎、李名世、邱慧玲、高全良、張文洲、許琳偵、
陳吳銓、游雅言、黃雅玲、劉君豪、潘琳琳、蕭瓊子、賴美珠、鍾月容、鍾相彬、湯雅芬、
陳柏志、林奇勇、嚴雯馨、謝明安。
列席人員：廖志恆處長、吳翊維
討論事項:
一、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訪視-行政流程事項說明
二、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訪視重點說明
討論內容：
一、

行政流程事項說明
1.

說明訪視作業之聯繫方式及時間與相關訪視費用核銷事宜。

2.

今年度 12 間試辦實驗室之現場訪視活動排程已完成，會議中請委員確認現場訪
視時間及對應的實驗室。

二、

訪視重點說明
1.

因應疾管署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本
會已完成兩份文件修改，包含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重點及現場訪視報告，已提
供給現場委員審閱。

2.

說明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與 108 年度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使用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之差異，請委
員留意勿用舊版本規範進行現場訪視。

3.

委員提出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4.4.1.1 章節中最高管理階層是否
應與疾管署規定之生安會召集人(或主席)一致，應由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
原則上等同，請委員提醒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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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現場訪視查核重點說明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Standard and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atory Biorisk Management)

109 年度落實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
理制度之研究計畫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聲明：此份文件為本會承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科技計畫而訂定，若需對文件內容
進行修改、再製及公開發布，須經本會及疾管署同意，敬請配合。
中

華

民

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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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年

九

月

現場訪視查核重點說明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查核重點提醒
(訪視小組用)
一、 目的：
配合本次疾病管制署(CDC)委辦計畫關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
的訪查作業需求，擬訂本計畫應查證的重點或注意事項，以協助現場訪視委員可系統性
整理出受訪視單位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的證據，同時也協助以
系統性的觀點，指出該實驗室建置之管理系統的問題，提供受訪視單位於訪視後的評價
與建議。

二、 查證重點提醒與注意事項
(1). 一般說明：
a. 本次查證受訪視單位提供文件，原則可能會有以實驗室為架構的生物風險管理
手冊或以機構整體思維的機構生物風險管理手冊。請於現場訪視過程先以實驗
室為主題思考該文件的應用性。並可於第 4.1.1 節中簡單說明該文件的屬性是屬
於實驗室為架構的生物風險管理手冊或以機構整體思維的機構生物風險管理手
冊。此階段，我們鼓勵生物風險評估應可從機構的生物安全會整體架構思考各
別實驗室的生物風險管理。
b. 後續查證重點將不再詳細條文列出。
c. 方框中文字為某受訪視單位自我查檢表，執行後的參考範例。

(2). 查證重點：
以下說明為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章節排列。

4.1 一般要求
4.1.1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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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整套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必要時可以注意文件架構)。比對對應「實驗
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要求事項，都有已文件化程序。
b. 抽樣 1~2 份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程序，詢問對應權責人員應如何執行該程序?例如：
何人、如何審查確保實驗室符合現行相關法規要求(合法性)?
該文件是如何修訂、審查、與核准？
c. 抽樣 1~2 份受訪視單位最近修訂核准發行的文件，確認內容符合「實驗室生物風險
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要求?
d. 觀察受訪視單位系統建立後的「維持」
，是否依所訂程序持續運作的文件化系統，而
非只是建立一套無用的文件化系統。
4.1.2 持續改進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C-000-BR01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管理審查程序
C-000-BR012-000-000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內部稽核程序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C-000-BR014-000-000 矯正與預防措施管理程序
108 年度內部稽核：108/07/30，管理審查預計於 109 年 1 月辦理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持續改進的執行紀錄與結果(績效)。
(並未要求受訪視單位每年都有持續改進紀錄或專案計畫)。
b. 詢問相關管理階層如何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要求受訪視單位需有找出持續改進的方式或機制)。
c. 查證管理階層近期有哪些持續改進行動計畫或措施?
d. 現場查證受訪視單位展現主動式的自主管理與持續改進作為，應用各種方式分析資
料(同時參照 4.5.1 績效衡量與資料分析)，評估系統何處能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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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與整體目標，且確認已經由高階管理階層授權並
簽署。
(提醒：最高管理階層可能為實驗室所屬機構負責人指派的高階主管如副院長擔任)。
b. 抽問實驗室人員對於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政策與整體目標為何？確認政策與目標是
否傳達給相關人員知悉？傳達方式為何?
c. 比對實驗室所訂政策，是否至少包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4.2.1
要求內容。
d. 確認其政策是否可適用於相關設施及作業的風險性質與規模，並致力於做到下列幾
點：
(1). 保護員工、承包商、訪客、社群與環境，免於暴露在設施內部存放或處理的生
物病原與毒素。
(2). 降低生物病原與毒素不慎釋出或暴露其中的風險。
(3). 將危險性生物材質於未經授權下遭到蓄意釋出的風險，降低至可以接受的程度，
包括必須進行風險評鑑，並落實所需管制措施。
(4). 遵守適用於處理或持有生物病原與毒素之相關法規與本規範要求。
(5). 確認有效管理生物風險的必要性，凌駕於所有非「安衛」操作要求之上
(6). 將生物風險相關的個人職責，有效通知及傳達給全體員工及相關第三方得知。
(7). 持續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4.3 規劃
4.3.1 規劃危害鑑別、風險評鑑與風險控制事項
4.3.1.1 規劃與資源
■是(符合)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C-000-BR002-000-T01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系統新建立，初步運行中，尚未評估績效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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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評鑑方法與執行紀錄，以及曾向最高階管理階層報告之任
何紀錄 (通常為生安會會議紀錄)。
b. 查證實驗室人員「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職責說明。
c. 詢問實驗室人員組織是否提供適當資源?實驗室主管如何取得生物風險管理所需資
源?
d. 抽查實驗室風險評鑑紀錄，抽查其風險處理所需合理資源，組織是否能予以提供支
持? (例如：BSC 設備安全查核、PPE 購置提供...等，依風險評鑑而定。)
e. 抽查風險管理控制層級是否適當?(工程控制 VS 管理控制，同時參照 4.3.1.5 風險管
理)
4.3.1.2 風險評鑑時機與範圍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風險評鑑方法文件(風險管理程序書)之執行範圍與時機是否已明訂。
(同時參照 4.4.4.4 變更管理)。
b. 詢問實驗室風險評鑑權責人員(主管或生物安全官)執行風險評鑑之時機?何人負責執
行?包含實驗室設施範圍為何?
c. 詢問實驗室人員 4M1E 非同型替換時，是否需提出變更管理或流程變更申請?
d.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實施實驗室變更管理？最近一次變更事項為何(4M1E)?
是否有新風險列管(update)？如何訓練或告知實驗是人員?
e. 抽查實驗室風險評鑑紀錄，查核風險評鑑時機為何？除了每年定期審查(管理審查)
外，是否為主動系統性的風險鑑別活動，如更新設備或操作實務等變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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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危害鑑別
■是(符合)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C-000-BR002-000-T01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實驗室生物危害鑑別紀錄(危害清單/總覽表)。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執行危害鑑別?是否主動系統性的?
c. 詢問實驗室主管當員工提出工作上有危害顧慮時，如何處理?
d. 抽問實驗室人員所處實驗室的危害有哪些?
e. 抽查實驗室危害鑑別紀錄(文件化)，審查系統性完整涵蓋整個實驗室範圍的所有活動，
並於現場觀察查核是否有明顯未被鑑別的危害或威脅(未凸顯出重要的危害與風險)，
而實驗室卻未適當鑑別管理之(可給予建議)。但若為實驗室未實施系統性完整的危害
鑑別活動，則為不符合。
4.3.1.4 風險評鑑
■是(符合)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C-000-BR002-000-T01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評鑑紀錄(或稱風險評鑑報告書，包含風險登錄表/清單/總
覽表、風險評估、風險評價、風險處理計畫等)。
b. 詢問管理階層已鑑別的風險為何?如何決定哪些風險需要實施風險控制措施?
c. 抽問實驗室人員所處實驗室的風險有哪些?風險控制措施為何?應變計畫為何?抽問
一些應變計畫何時啟動?
d. 抽查實驗室風險評鑑紀錄，抽查一兩個已鑑別風險的風險評鑑過程是否與所訂程序
相符或風險評估(可能性/嚴重度 Grading)是否合理、可解釋?其剩餘風險是否可接受?
並審查所擬風險處理計畫或控制措施是否可行能有效降低風險至可接受。

190

4.3.1.5 風險管理
■是(符合)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管理程序書，控制計畫或達標方案(時程表/負責人)
b. 詢問管理階層所擬實施之風險控制措施有哪些?
c. 抽問一些控制措施實施時機(Trigger)與負責人員為何?
d.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審核監控風險控制措施執行狀況?
e. 詢問管理階層風險評鑑後擬實施風險控制的風險是否指派負責人員(owner)管理?
(提醒：並非要求每個風險都應指派不同負責人員，受訪視單位可指派同一人負責。)
f. 查證受訪視單位風險評鑑紀錄與風險管理審查紀錄，抽查一至兩個已鑑別風險的風
險管理策略，意即『控制層級』是否適當：例如：可使用排除/取代方法或工程控制
措施，卻只選用行政管理措施或 PPE。(同時參照 4.3.1.1 規劃與資源)
4.3.2 符合性/合法性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已鑑別適用且相關的法規(外來參考文件管制)，並列入外來參考文件。
(同時參照條文 4.5.2 紀錄、文件與資料管制)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鑑別所適用之法規要求?
c. 抽問管理階層更新適用法規時，如何導入與實施於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中?
d.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維持與符合最新法規要求?
e. 抽查實驗室已鑑別適用法規，現場觀察審查是否不完整符合適用法規而有遺漏重要
法規要求。
4.3.3 目標(Objectives)、標的(Targets)與方案(Program)
4.3.3.1 生物風險控制目標及標的
■是(符合)
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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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的生物風險控制目標與標的與達標方案(控制措施/時程表/負責
人，同 4.3.1.5 風險管理控制計畫)同時參照 4.1.2 持續改進。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確保生物風險控制的有效性?
舉例：達成目標與標的即為有效
c. 抽查幾個控制措施，詢問其負責人員、實施方法、時程與控制目標或標的為何？
d. 抽查實驗室一些已鑑別風險，其決定的控制措施與目標或標的，審查其風險控制措
施執行成果，是否達成目標，以及目標與標的之設定是否合理。提醒:目標與標的應
與所訂生物安全政策方向一致且具體可衡量 SMART

4.3.3.2 監測控制
■是(符合) C-000-BR002-000-000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所明訂的生物風險控制措施的監控程序(達標方案)，查閱受訪視單位
風險控制執行紀錄。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監控擬實施生物風險控制是否有效
c. 詢問控制措施負責人，多久一次巡檢或內稽？人員行為與現場作業狀況是否依控制
措施落實執行？
d. 抽問實驗室人員，當風險控制措施失效時，受訪視單位後續如何處理？
e. 詢問實驗室人員是否被告知工作時有哪些潛在危害？要如何避免這些危害？
f. 查核失效事件是否被適當提報與調查分析，並有適當的後續處理，以監控控制措施
的有效性。

4.4 實施與運作
4.4.1 角色、職責及職權 (4.4.1.1~4.4.1.8)
■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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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5-00000-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手冊
C-000-BR001-000-000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管理程序
4.4.1.1 最高管理階層、4.4.1.2 資深管理階層、4.4.1.3 生物風險管理委員會、4.4.1.4
生物風險管理顧問、4.4.1.5 科學管理階層、4.4.1.6 職業衛生專業人員、4.4.1.7
設施管理階層、4.4.1.8 保全(Security)管理階層、4.4.1.9 動物處理人員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就「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相關人員的職權與職責/
組織圖。
舉例：如未有設置需求動物處理人員可勾選不適用，但要說明相關原因。
b. 查證提供資源投入給受訪視單位之執行紀錄。
c. 抽問實驗室人員生物安全的工作職責為何?是否與文件內容相符?
d. 詢問實驗室人員最高管理階層是否已提供所需資源?
e. 抽問實驗室人員最近實驗室所實施的風險控制措施為何?
f. 抽查受訪視單位最近所投入實施、維持及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資源，以證明高
階管理階層的承諾。
若發現明顯應投入適當合理資源而未提供者，應予以建議；最高管理階層原則上係
指組織機構負責人，此處由受訪視單位聲明其最高管理階層為何者?如醫院副院長亦
可接受。
4.4.2 員工訓練、認知與能力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1 人才招募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2 能力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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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0-BR003-000-T02 實驗室操作人員適用性評估表
GKL2-TE01-01 現場實作人員考核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3 連續性與延續性規劃
■是(符合) C-000-DA003-000-T01 人員暨代理人簽章記錄表 (人資部門管理)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2.4 訓練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C-000-BR003-000-T02 實驗室操作人員適用性評估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各種職務人員的能力資格要求。
b. 抽查實驗室人員對應能力證明。(如學經歷或訓練考核紀錄或合格證書)
c. 查證實驗室人員訓練方案與執行紀錄；
d. 詢問管理階層人才招募如何考量生物風險的合適性?(提醒：並非要求實驗室人才招募
都要背景調查，實驗室可依其所訂政策與風險決定，亦可直接將生物安全職責加入
工作服務契約或保密切結書中)。
e.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確保實驗室人員有能力
f. 詢問實驗室人員接受過哪些安全訓練課程？過去一年中接受過何種緊急應變演練或
訓練？
g. 詢問實驗室人員現場異常時，主管一般如何指示處理方式？
h. 抽查實驗室人員訓練計畫方案是否考量或依據風險評鑑結果，確認實驗室已建立確
認實驗室人員能力之機制(人員認知與能力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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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諮詢與溝通
■是(符合)
C-000-BR017-000-000 溝通與諮詢管理程序
C-000-BR017-000-T01 溝通與諮詢意見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諮詢與溝通紀錄。(包含溝通對象、內容要項、時間、溝通者等;通常
是會議紀錄或訓練課程紀錄)
b. 抽問實驗室人員如何取得最新生物風險資訊?
c. 詢問管理階層最近一次風險溝通為何時何事何地何人?
d. 抽查實驗室人員與利害關係者諮詢與溝通紀錄，回溯追查其風險評鑑紀錄內容是否
一致，明顯應諮詢或溝通之風險，實驗室是否有落實執行並適當文件化(紀錄)。
4.4.4 作業控制
■是(符合) C-000-BR002-000-T01 生物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核重點：
a. 查閱實驗室風險評鑑紀錄(風險評鑑報告書)中所決定之風險控制措施是否涵
蓋 4.4.4 所有操作管制措施，如有排除不操作實施 4.4.4 所要求之控制措施，實
驗室應說明其排除理由，方可符合 CWA15793。
b. 抽查實驗室風險控制措施實施時的執行紀錄與人員訓練紀錄。
c. 詢問管理階層是否都有實施 4.4.4 所列操作控制措施，是否有排除項目。
d. 抽問實驗室人員實驗室是否提供控制措施相關訓練，最近一次訓練為何控制措
施內容？
e. 抽查實驗室一些控制措施執行紀錄，追查實驗室是否依其特定條件(Trigger)落
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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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1 一般安全
■是(符合) C-P04-00000-000-000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手冊 (環安衛系統-包含風險
評鑑)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風險評鑑紀錄(風險評鑑報告書)中所決定之風險控制措施是否涵蓋
實驗室一般安全(化學性、物理性、人因工程、社會心理等)。
b. 抽查實驗室一般安全的風險控制措施文件
c. 詢問管理階層實驗室已鑑別的一般安全的風險有哪些？有何對應控制措施？。
d. 抽問實驗室人員實驗室一般安全是否提供控制措施相關訓練，最近一次訓練為何控
制措施內容？
e. 抽查受訪視單位一些一般安全的風險控制措施執行紀錄，追查是否依其特定條件
(Trigger)落實執行。
4.4.4.2 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與資訊
■是(符合)
C-000-BR005-000-000 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存管理程序
C-000-BR005-000-T01 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書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資訊，現場抽查比對庫存存貨是否正確
且即時更新。
b. 抽查受訪視單位生物病原與毒素的運送紀錄是否符合對應風險等級管制。(符合 CDC
法規要求)
c.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維持最新且正確之庫存清單資訊?
d. 抽問實驗室人員高風險生物病原與毒素，如何包裝運送與記錄?
e. 抽查實驗室過去生物病原與毒素運送紀錄，追查是否依所訂程序與風險等級執行運
送處理與審查。(符合 CDC 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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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 工作方案、規劃與量能
■是(符合) C-000-BR00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變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閱受訪視單位實驗室標準操作程序書(SOP)。(注意：並非所有作業都要文件化，
過多的文件與紀錄，恐會阻礙作業的執行，組織應決定哪些是具有重要性、關鍵性
的部分，如作業要項、品管或作業準則、知識傳承等，將該部分予以文件化。)
b. 抽問實驗室人員一些高風險檢驗作業是否建立 SOP?
c. 現場抽樣觀察生物安全相關重要研究計畫或檢驗程序是否明訂 SOP。
d. 觀察實驗室進行工作前，是否獲得妥善規劃與配置提供適當資源(防護設施與人力資
源)。
4.4.4.4 變更管理
■是(符合) C-000-BR00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變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與文件化的變更管理程序。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執行變更管理？
c. 抽問實驗室人員是否知道變更管理程序？
實地觀察抽查受訪視單位最近一次變更事項(4M1E)，追查其是否依所訂程序執行審
查實地觀察是否有明顯新危害或風險，而實驗室卻未鑑別出來適當控管。
4.4.4.5 工作實務、除汙與人員保護
4.4.4.5.1 優良微生物技術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GKL3-TB21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作業標準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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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重點：
a. 查證實驗室明訂與文件化的優良微生物操作技術標準程序(SOP)。
b. 抽問實驗室人員是否知道離心作業、減少氣霧、 BSC、使用消毒劑...等(評審員依實
驗室作業活動抽樣)優良操作程序？
c. 實地觀察實驗室人員操作過程是否有明顯風險，如產生氣霧 aerosol 的步驟、使用
BSC 時，而人員卻未具備適當管制措施操作能力。
4.4.4.5.2 生物病原與毒素去活化
■是(符合)
C-000-BR009-000-000
C-000-BR010-000-000
□否(未符合)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程序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與文件化的受污染/潛在可能受污的廢棄物消毒與除污方法。
b. 抽問實驗室人員實驗室廢棄物流向為何？後續處理所選用有效的消毒與除污方法為
何？
c. 實地觀察實驗室生物病原與毒素去活化的方法是否適當有效，必要時(若懷疑無效時)，
查閱實驗室除污/去活化作業及確認紀錄，來證明其處理過程有效。
4.4.4.5.3 廢棄物管理
■是(符合)
C-000-BR009-000-000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程序
C-000-BR009-A01-000 實驗室廢棄物分類及作業標準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實驗室明訂與文件化的廢棄物管理政策
b. 查證實驗室廢棄物去活化確效紀錄。
c. 查閱實驗室廢棄物處理紀錄(如：焚化爐追蹤紀錄或環管組紀處理紀錄)。
d. 詢問實驗室人員實驗室廢棄物流向為何？
e. 現場觀察實驗室廢棄物處理程序是否符合所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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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4 衣物與個人防護裝備(PPE)
■是(符合) 本實驗室備有口罩、護目鏡、手套、實驗衣等個人防護裝備供人員
使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提供的 PPE 或相關適用防護設備。
b. 查證實驗室人員 PPE 訓練紀錄。
c. 詢問實驗室人員 PPE 使用時機?對應危害或風險為何?
d. 實地觀察實驗室是否適當提供 PPE，實驗室人員是否正確使用 PPE。
4.4.4.6 員工健康方案
■是(符合) C-000-BR004-000-000 人員健康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6.1 人員接種疫苗
■是(符合) 本單位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風險較低，無疫苗可供施打。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提供的員工健康方案(通常由職安室等單位規劃提供)
b. 詢問實驗室疫苗接種政策。
c. 抽問實驗室人員有哪些員工健康方案(如疫苗施打、定期體檢、X-ray)？
d. 現場查核實驗室員工健康方案執行記錄，是否符合所訂方案與政策要求。
4.4.4.7 行為因素與員工管制
4.4.4.7.1 員工可靠性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C-000-BR003-000-T01 BSL-2 微生物實驗室進出與操作人員授權書
C-000-BR003-000-T02 實驗室操作人員適用性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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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2 承包商、訪客與供應商
■是(符合)
C-000-BR007-000-000 設施環境管理程序
C-000-BR007-000-T02 微生物管制區域訪客出入紀錄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7.3 職務解除
■是(符合) C-000-BR003-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人員能力與訓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明訂的員工管理方案。
b. 實驗室員工可靠性政策。
c.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對不同層級的員工執行可靠度審查？
d. 抽問實驗室人員如何確保供應商、承包商、訪客與分包商等，確實遵守實驗室生物
安全相關要求？
e. 詢問管理階層實驗室人員職務解除時，實驗室與資訊系統進出存取權限管制措施為
何？
4.4.4.8 基礎建設與作業管理
■是(符合)
C-000-BR006-000-000 設備管理及維護程序
C-000-BR007-000-000 設施環境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1 規劃、設計與查證
■是(符合) C-000-BR00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變更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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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重點：
a. 若受訪視單位最近有變更設施或設備，查閱其計畫與規格。
b. 詢問管理階層有變更哪些『設施或設備』，適用那些相關法規要求或公認標準?依據
何風險評鑑結果決定?諮詢哪些相關團體?
c. 查核受訪視單位變更設施或設備是否依據且符合其風險評鑑結果與適用法規要求與
規範標準。
4.4.4.8.2 試運轉與除役
■是(符合) C-000-BR006-000-000 設備管理及維護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4.8.3 維修、管制、校正、驗證及確認(validation)
■是(符合)
C-000-BR006-000-000 設備管理及維護程序
B-000-DQ002-A17-T01 儀器校正查核計畫表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設備管理程序書。
b. 詢問管理階層有新設施啟用前試運轉與既有設施除役是否有驗收程序或除污流程?
若實驗室近期無新設施/設備啟用或除役，則提醒受訪視單位未來注意此方面要有正
式流程即可
c. 查核受訪視單位設備管理流程是否依所定程序與風險管理計畫(風險處理計畫)執行
需求鑑別、採購、維修、校正、驗證或確認(效)。
4.4.4.8.4 物理性保全
■是(符合) C-000-BR010-000-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風險評鑑紀錄，決定可能受污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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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詢問管理階層風險評鑑紀錄，決定可能受污染物質哪些?其環境保全措施為何?
c. 詢問實驗室人員如何降低生物制劑與毒素從實驗室釋出或移出的可能性?如何降低
珍貴生物物質遺失或遭竊風險?
d. 現場觀察受訪視單位環境保全狀況，是否實施有效管制及監控機制。
4.4.4.8.5 資訊安全
■是(符合)
C-000-BR019-000-000 微生物實驗室資訊鑑別管制程序
C-000-IT009-000-000 資訊安全端點管控辦法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資訊安全管理程序書與實驗室已鑑別的敏感性資訊。
b. 詢問管理階層實驗室有哪些已鑑別的敏感性機密資訊?如何安全存放具敏感性資訊
的文件或紀錄?
c. 抽問實驗室人員實驗室個人電腦、筆電、USB 隨身碟等進出實驗室與資訊的存取管
制措施為何?
d. 現場觀察受訪視單位敏感度高的資訊，電腦保全與資訊存取控制措施，是否依所訂
政策與程序執行。
4.4.4.8.6 供應品的管制
■是(符合) C-000-BR016-000-000 採購與供應商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相關供應商之評估與遴選紀錄或供應品與服務採購程序書，
以及相關評選準則基準。
b. 詢問管理階層實驗室廢棄物清理或管理、設備與設施維修服務供應商的評選方式為
何？
c. 現場查核受訪視單位供應品與服務採購程序，盡量觀察是否呈現已考慮受訪視單位
生物風險相關要求，而非只是以價格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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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9 生物病原與毒素的運送
■是(符合) C-000-BR005-000-000 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存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鑑別出適用的危險物品運輸法規。
b.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病原與毒素安全運送程序文件或紀錄。
c. 詢問管理階層是否已找出適用的感染性物質運輸與包裝法規要求?(感染性生物材料
及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及訓練管理規定 104.3.18)
d. 詢問實驗室人員如何安全且保全的運輸方式，運送生物制劑或毒素？
e. 實地觀察抽查實驗室 A 類感染性物質、B 類感染性物質以及豁免物質(如羊膜穿刺檢
體)運送包裝材料與標示狀況，是否符合我國相關法規要求。感染性生物材料及防疫
檢體，應符合國際之 3 層包裝運送.。
4.4.4.10 人員保全
■是(符合) 保全政策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個人保全政策(注意：不一定要求實驗室一定要有，除非是生物風險
或生物資產較高的實驗室)。
b. 詢問管理階層是否針對接觸高風險生物資產的員工訂定適當個人保全政策?
c. 現場觀察受訪視單位是否有操作極高生物風險或生物資產的人員。若有，注意實驗
室是否有提供個人保全認知訓練或明訂並實施適當的員工個人保全政策。
4.4.5 緊急回應與應變計畫
■是(符合) C-000-BR010-000-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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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緊急情境
■是(符合) C-000-BR010-000-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2 緊急計畫
■是(符合) C-000-BR010-000-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3 緊急狀況練習與演練
■是(符合) C-000-BR010-A02-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演習作業標準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4.5.4 應變計畫
■是(符合) C-000-BR010-000-000 實驗室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緊急情境已被鑑別出(通常在緊急計劃中，例如 HVA，hazard
Vulnerability Analysis 危害脆弱度分析)。
b. 實驗室緊急狀況練習與演練紀錄
c. 實驗室應變計畫(回覆作業持續營運)。
d. 詢問管理階層所鑑別緊急情境有哪些?是否據以明訂出緊急計畫。
e. 抽問實驗室人員最近一次緊急狀況演練為何事件?
f. 抽問實驗室人員某緊急狀況發生後，如何應變恢復作業?意即相關活動是否提出適當
備援機制或替代存放環境。
g. 抽查實驗室緊急狀況與演練紀錄，追查受訪視單位是否檢討持續改進其有效性(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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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檢查與矯正措施
4.5.1 績效衡量與資料分析
■是(符合) C-000-BR01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管理審查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持續改進執行紀錄。(注意：實驗室不一定每年都要有持續改進紀錄)
b. 查閱達標方案的標的 Targets/Outcome Measures(指標)
c. 詢問管理階層會蒐集與利用哪些資料，來評估持續改進之處？(請參照 4.1.2 持續改
進，實驗室應決定收集、運用哪些適當資料，來評鑑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表現績效，
並以指出系統運作問題點，以利持續改進。若實驗室無法指出績效衡量與資料分析
方式，則為不符合本節!)
d. 現場查證觀察受訪視單位是否能展現主動式的自主管理與持續改進的作為，應用各
種方式分析資料(同時參照 4.1.2 持續改進)，評估系統何處能持續改進。
4.5.2 紀錄文件與資料管制
■是(符合)
C-000-FA002-000-000 文件製作管制程序
C-000-FA003-000-000 記錄處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文件與紀錄管制程序書。
(注意：並非所有作業都要文件化，過多的文件與紀錄，恐會阻礙作業的執行，組織
應決定哪些是具有重要性、關鍵性的部分，如作業要項、品管或作業準則、知識傳
承等，將該部分予以文件化。)
b. 詢問管理階層文件紀錄保存形式為何?人員如何取閱?
c. 現場抽查文件與紀錄管制執行狀況，是否清晰、可識別、可追溯?
d. 查核實驗室法規要求等外來參考文件管制狀況。(同時參照條文 4.3.2 符合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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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庫存清單監控與管制
■是(符合) C-000-BR005-000-000 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存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量與進出紀錄。
b. 詢問管理階層如何將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量降低?
c. 現場觀察受訪視單位部分法規要求之生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量是否高於法規要求。
4.5.4 意外事件與事故調查、不符合事項、矯正措施與預防措施
4.5.4.1 意外事件/事故事件調查
■是(符合)
C-000-BR011-000-000 實驗室意外事故處理程序
C-000-BR013-000-000 不符合事項管制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4.5.4.2 不符合事項的管制
■是(符合)
C-000-BR013-000-000 不符合事項管制程序
C-000-BR013-000-T01 不符合暨矯正處理單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不符合生物風險規範的不符合事項紀錄。
b. 抽問實驗室人員如何提報不符合生物風險規範的事項。
c. 查核來自於生物病原與毒素相關的意外事件與事故是否採行適當立即措施或矯正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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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3 矯正措施及 4.5.4.4 預防措施
■是(符合) C-000-BR014-000-000 矯正與預防措施管理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矯正措施與預防措施執行紀錄。
b. 詢問受訪視單位依生安不符合事件採行的矯正措施有哪些？
c. 詢問受訪視單位依生安風險評鑑所採行的預防措施有哪些？(注意：預防措施即為風
險控制措施之一種形式！)
d. 查閱受訪視單位矯正措施與預防措施執行紀錄，追查其不符合事項或潛在不符合事
項之原因分析與所擬措施之有效性。
4.5.5 查核(Inspection)與稽核
■是(符合) C-000-BR012-000-000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內部稽核程序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外部查核與內部稽核執行紀錄，以及相關不符合事項與採行措施紀
錄。
b. 詢問受訪視單位最近一次接受外部查核與內部稽核之結果與不符合事項(缺失)有哪
些？
c. 查證受訪視單位不符合事項之採行措施日期，是否有不當延誤。

4.6 審查
4.6.1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是(符合) C-000-BR018-000-000 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管理審查程序，因系統新建
立，管理審查預計於 109 年度 1 月辦理。
□否(未符合)

相關原因或發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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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重點：
a. 查證受訪視單位生物風險管理審查紀錄與審查輸出(持續改進)。(決議改進變更適項；
意即持續改進)
b. 詢問目前受訪視單位最近一次管理審查輸出之導入必要的變更與改進事項有哪些?
c. 抽樣查證受訪視單位風險控制措施、人員的訓練紀錄與認知能力，並於現場觀察確
認其風險管理系統實施之有效性。(注意：同時參照 4.1.2 持續改進與 4.5.1 績效衡量
與資料分析)
d. 查核受訪視單位是否審查其最近一年變更管理之風險並更新風險登錄表。

(3). 注意事項
a.本次訪視活動非僅確認受訪視單位於說、寫、做的一致性，還需注意到查證作業流
程、對應受訪視單位因應生物風險管理作業所導出的結果管理及後續稽核。
b.觀察實驗室系統建立後的「維持」，即是依所訂程序持續運作的文件化系統，而非
只是建立ㄧ套無用的文件的系統，追蹤確認相關程序執行狀況與紀錄。備註：許多系
統開始建立時不錯，但因缺乏維護(維持與改進)而逐漸衰敗。
c.提醒受訪視單位注意：風險若未被鑑別就無法控管，這是最大的風險。
d.查證受訪視單位所明訂的「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所規範相關人員
的職權與職責/組織圖時，舉例：如未有設置動物處理人員可需求時，如有排除理由
需說明原因。
e.並非要求所有條文都需要有文件化程序，同樣並非所有作業都要文件化，過多的文
件與紀錄，恐會阻礙作業的執行，組織應決定哪些是具有重要性、關鍵性的部分，如
作業要項、品管或作業準則、知識傳承等，將該部分予以文件化。
f.提醒有關「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第 4.4.4.9 節，CDC 已有規範有關
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及訓練管理要求。舉例：如羊膜穿刺檢體運
送包裝材料與標示狀況，需符合我國相關法規要求、感染性生物材料及防疫檢體，應
符合國際規範 3 層包裝運送。
g.請於現場查證時，可依據訪視活動提供的受訪視單位內部稽核報告，完成相關擬查
證事項瞭解、確認及準備，包括對應條款受訪視單位的對應的程序、可能作法說明，
尤其是本身稽核過程認為尚未滿足規範的部分。訪視小組可依據評鑑技巧先期於所提
供之現場查證報告中完成對應註記，以利現場查證作業進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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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已導入實驗室用)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檢表
2020.5.00制訂

設置單位名稱
生物安全管理組 □ 生物安全會
織
類
型 □ 生物安全專責人員
實 驗 室 名 稱

實驗室生物
安全等級

□BSL-2
□BSL-3

□ABSL-2
□ABSL-3

□TB 負壓
□BSL-4

實 驗 室 主 管
稽

核

部

門

稽 核 人 員

稽 核 日 期

1. 目的：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以下稱 TAF)承接 109 年疾病管制署(以下稱疾管署)「落實
及推廣我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制度之研究」計畫，執行事項包括調查參與 104 年
至 105 年「高防護實驗室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提升預防能力及降低感染風
險研究」計畫之試辦實驗室其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維持狀況。為利試辦實驗室評估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現況，特研訂本自我查檢表。本自我查檢表係依據疾病
管制署「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及實施指引」之條文訂定。設置單位可藉此查檢
表了解單位生物安全管理組織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之成效。
2. 填表說明：
a. 使用自我查檢表時，請就對應條文於稽核結果之欄位進行勾選，於「符合」欄位勾
選，表示符合條文所有要求；於「不符合」欄位勾選，表示未完全符合條文之要求；
於「不適用」欄位勾選，表示該條文之要求不適用。於「稽核發現事實」欄位可簡
述發現事實或填寫對應之程序/文件名稱，若勾選「不符合」或「不適用」時，請簡
述具體事證或不適用理由。
b. 自我查檢表之檢查項目，如出現「※請檢附…..」備註者，請就該檢查項目提供相關
佐證文件、紀錄或資料當附件(請從附件 1 開始編號)。
c. 敬請貴單位完成自我查檢表填寫，於規定期限內以郵寄或 E-mail 方式回覆。(郵寄
資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新竹市北大路 95 號 2 樓 劉惠芳小姐收，聯
絡電話：03-533-6333 #228；E-mail：molly.liu@taftw.org.tw)。
d. TAF 將就貴單位提供的自我查檢表及佐證資料，安排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查核委員
協助檢視本查檢表紀錄內容，如有需要至貴單位進行現場了解之資料，TAF 將報疾
管署同意後，再與貴單位聯繫及安排現場訪視時間，以確認貴單位之實驗室生物風
險管理系統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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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4.1 一般 4.1.1 生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實驗室
要求
物 風 險 生物風險管理規範的要求，建
立、文件化、實施及維持一套生
管理系
物風險管理系統。
統
4.1.2 持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運用政策、
續改進 目標、自我稽核方案、稽核結果、
資料分析、風險評鑑、矯正與預
防措施及管理審查等方式，持續
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效益。
4.2 政策 4.2.1 生 請確認設置單位最高管理階層是
物 風 險 否發展、授權並簽署實驗室生物
風險(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
管理政
全)相關管理政策。該政策應明確
策
指出生物風險管理的整體目標，
並承諾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績效。
4.3 規劃 4.3.1.1
4.3.1 規 規 劃 與
劃危害
資源
鑑別、風
險評鑑
與風險
控制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
規範建立、實施及維持風險評鑑
系統，並向生物安全會報告風險
管理系統績效，以利進行審查及
做為改進基礎。
(2)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判斷出
所需資源與提供適當資源，包括
指派經訓練人員負責管理、從事
工作及驗證作業，包括內部審
查。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明訂風險評
風 險 評 鑑方法的範圍、性質及時機，以
確保為主動性而非被動性的評
鑑時機
鑑。
與範圍
4.3.1.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提出工作有
危 害 鑑 關之危害，應予以鑑別並文件
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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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別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化。
※請檢附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
毒素及其危害程度分類一覽表
(最新)

4.3.1.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出能

風 險 評 評鑑及記錄風險的適當方式，並
鑑

確保實施及維持。
※請檢附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
(近三年)

4.3.1.5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來自

風 險 管 風險評鑑結果的措施(包括時程
理

表、負責人員、相關通報及同意
機制)，以適當方法分派，並確
保實施及維持。

4.3.2 符 請確認設置單位識別所有相關
合 性 與 法規要求，確保生物風險管理系
遵從性

統符合相關規定。設置單位應遵
守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法規
要求。

4.3.3.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實施

生 物 風 及維持生物風險控制的目標
4.3.3 目
標、標
的與方

險 控 制 (objective)及標的(target)，並予
目 標 與 以文件化，以利在設置單位相關
標的

職責與層級上，有效控制生物風
險。

案
4.3.3.2

請確認管理階層是否建立控制

監 測 控 措施，以降低或排除在風險評鑑
制

過程鑑別的危害，並將監控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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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措施效益的程序予以文件化。

4.4 實施 4.4.1.1
1.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承
與運作 最 高 管
擔設置單位之生物風險管理
4.4.1 角 理階層
系統的最終職責。
色、職

2.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與生物

責及職

風險管理相關角色、職責及

權

職權已明訂、文件化及傳達
給負責管理、執行與查證管
制生物病原及毒素相關工作
的人員。
3. 最高管理階層應提供資源以
建立、實施、維持及改進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進而證明
其承諾。
※請檢附相關管理階層職權
表、生安會組織圖、生安會組
織章程。
4.4.1.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成立生物

生 物 安 安全會，以做為生物風險相關議
全會

題的獨立審核小組，負責監控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並向最
高管理階層報告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績效與任何改進的需求。

4.4.1.3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指定具備

生 物 安 適任能力者，負責在生物風險管
全主管

理議題上，給予建議與指導。生
物安全主管應直接向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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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會主席報告，並在需要的情況，
有權要求停止工作。該主管角色
應與負責執行工作方案者無關。
4.4.1.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負責

科 學 管 設施科學計畫之人員，指派生物
理者

風險管理相關職責。

4.4.1.5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有人員

職 業 衛 取得適當的職業衛生專業知
生

識，並依照設施作業與風險，建
立相對應的職業衛生方案。

4.4.1.6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

設 施 管 範規定之要求，指派設施管理
理

者，訂定其對設施與設備相關職
責。

4.4.1.7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

保全管 範建立之要求，指派保全
理

(security)管理者，訂定其職責。

4.4.1.8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依據本規

動 物 處 範規定之要求，有飼養動物之實
理

驗室應指派一名動物照護管理
者，並訂定其職責。

4.4.2 員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工
4.4.2 員 工
工

訓

作場所中，對於其職責及/或

訓 練、認知

其工作會影響生物風險管理

練 、 認 與能力

的人員，具備完成工作的能

知與能

力。能力程度應依據適當學

力

歷、訓練及經驗來判斷。
2. 設置單位應明訂能力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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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要求，對於已達到及展現這
些能力程度的工作人員，應
留存相關查證紀錄。
4.4.2.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人

人 才 招 才招募流程，已考量生物風險相
募

關資格、經驗及適合性。

4.4.2.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施內
部從事工作的人員，皆有密切的
監督，直到證實其能力為止。

能力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充足的
連 續 性 後援與應變措施到位，以因應連
續性與延續性規劃的需求。
與延續
4.4.2.3

性規劃
4.4.2.4
訓練

請確認設單位是否鑑別生物風險
相關的人員訓練要求與程序，並
確保建立與維持。

4.4.3 諮 4.4.3 諮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單
詢與溝 詢 與 溝

位作業的相關生物風險資

通

訊，已與員工及其他利害關

通

係者充分溝通。
2. 員工參與以及諮詢安排應予
以文件化。
3. 員工應可取得最新且適當的
設置單位生物風險相關資
訊。
4.4.4 作 4.4.4 作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可
業控制

業控制

能與生物風險有關的作業與
活動，並實施適當的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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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2. 設置單位應規劃及維持這些
活動，並確保其在特定的條
件下執行。
4.4.4.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正式

一 般 安 流程到位，以鑑別與管理一般安
全

全相關風險。

4.4.4.2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生

生物病

物病原與毒素之庫存清單已

原與毒

建立與維持正確資訊並能即

素之庫

時更新。

存 清 單 2. 設置單位應確保與生物病原
與資訊

與毒素庫存清單相關紀錄，
即時、完整且安全保存，並
適當備份。
3. 設置單位應確保在設施內實
驗室間移轉，或設施移入及
移出生物病原與毒素，依其
風險程度予以記錄及管制。

4.4.4.3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

工作方

施的工作方案已明訂、文件

案、規劃

化及經審核。

與量能

2. 在核准工作之前，設置單位
應先建立工作規範準則。
3. 論是否事先規劃，設置單位
應確保具備充足資源量能，
以管理工作流程。

4.4.4.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與設

變 更 管 施設計、運作及維護相關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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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理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變更事項，依照明訂與文件化之
變更管理流程。

4.4.4.5.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處理生
優 良 微 物病原與毒素的所有人員，具備
優良微生物技術的能力，並且提
生物技
供適當資源(包含時間與設備)，
術
以確保有效遵守該等操作實務。
4.4.4.5.2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

4.4.4.5

生物病

維持程序，確保已選用適當

原與毒

的消毒與除污方法並有效地

素去活

執行。

化

2. 設置單位應確保有受汙染或

工作實

潛在可能受汙染廢棄物予以

務、除

鑑別與文件化(包括來自緊急

污與人

情況的結果)，並且導入有效

員保護

的程序以訂定有效的除污方
法與其他適當處置。
4.4.4.5.3 請確認針對生物病原與毒素，設
廢 棄 物 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持適當的
管理

廢棄物管理政策。

4.4.4.5.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認個人
衣 物 與 防護裝備(PPE)需求，並且在設
個 人 防 施內部適用的裝備予以明確指

4.4.4.6

護裝備

示、提供、使用及維護。

4.4.4.6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對於員

員工健

工及其他因暴露於生物病原

員 工 健 康方案

與毒素而可能直接受到影響

康方案

的人員健康風險之有效管
理，包括預防與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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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2. 健康監督方案之要求應由所
有相關人員共同經明確的健
康危害鑑別及風險評鑑流程
確定。
4.4.4.6.1 1. 根據風險，設置單位應確認
人員接

接種疫苗的需求，並應涵蓋

種疫苗

鑑別為可能暴露在生物病原
或毒素的群體。
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疫
苗接種政策已明訂與實施。
僅限遵守此項政策的人員，
才能進入實驗室或從事工
作。

4.4.4.7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

行 為 因 持一項方案，以處理人類行為相
素 與 員 關的風險，包括管理員工使用設
工管制

施與設備的方式。

4.4.4.7.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已明訂與
員 工 可 執行員工可靠性政策，員工依據
4.4.4.7
行為因
素與員
工管制

靠性

該政策進入設施或從事工作。

4.4.4.7.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供應
承

包 商、承包商、訪客與分包商確實

商、訪客 遵守既定管理系統的要求，不至
與 供 應 於影響設施的生物風險管理。
商
4.4.4.7.3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透過風險
職 務 解 評鑑確保設置有必要且適當的
除

措施，以因應設施員工之職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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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除(包括短期與長期)。
4.4.4.8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

基 礎 建 施、設備及流程的設計與運作，
設 與 作 依照生物風險管理的安全與保
業管理

全方式進行。

4.4.4.8.1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設
規劃、設

施之正式規劃、設計與重新

計與查

設計流程，依據所使用的材

證

料與從事活動的相關風險評
鑑結果進行。
2. 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融入所有
相關法規要求與公認標準、
指引、業界優良規範及設施

4.4.4.8

特定風險評鑑的資訊。

基礎建

3. 設計流程應鑑別與諮詢所有

設與作

與設施及其運作相關的團

業管理

體。
4. 所有設計特色、建築技術、
材料與設備之選用，應提供
與需求相符的文件，並對設
計規格提供具體且詳盡的指
示說明與資訊。
5. 設置單位應確保新建築工程
與物理性設施改建，依據經
核准的計畫進行。
4.4.4.8.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在新
試 運 轉 設施初期試運轉與既有設施除
與除役

役方面皆有正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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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4.4.4.8.3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
維修、管 持文件化的程序，確保可能影響
制 、 校 到生物風險的實體廠房設備與
正、驗證 構成部分，依據生物風險管理計
及確效

畫的目標與要求，予以鑑別、採
購、維修、校正、驗證或確效。

4.4.4.8.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培養
物 理 性 物、檢體、樣本、可能受到汙染
保全

的材料或廢棄物的物理性
(physical)保全措施可實施及維
持，而此類保全措施乃是由風險
評鑑過程決定。

4.4.4.8.5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設有鑑別
資 訊 保 機敏性資訊的政策與程序，經審
全

查及核准流程管制此類資訊的
取得。

4.4.4.8.6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採
供應品

購(含服務)作業符合規定要

的管制

求，並依據可能對生物風險
造成的影響，採用對應的管
制措施。
2. 設置單位應依據供應商提供
符合本規範要求之產品/服務
的能力，評估及評選供應
商，並建立評選、評估及再
評估基準。針對評估結果以
及因應評估而採取的任何必
要行動，設置單位應維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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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關紀錄。

4.4.4.9

4.4.4.9

請確認是否對於培養物、檢體、

生 物 病 生 物 病 樣本及受汙染及潛在可能受汙
原 與 毒 原 與 毒 染材料的運送，設置單位應確保
素 的 運 素 的 運 依據危險物品運送法規，建立與
送

送

4.4.4.10 4.4.4.10

維持相關安全及保全運送程序。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具有適當

人 員 保 人 員 保 政策，提供所屬員工的人員支持
全

全

性個人保全服務，在情況許可
下，包括個人保全認知訓練。

4.4.5 緊 1. 對於涉及生物病原、毒素及
急反應

材料的事故與緊急狀況，請

與應變

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

計畫

持相關計畫與程序，以鑑別
這些狀況發生的可能性，進
而避免其發生、採取反應措
施、並降低可能相關之疾病

4.4.5 緊

或其他損害。

急反應

2. 緊急規劃應涵蓋生物風險的

與應變

所有層面，包括一般安全、

計畫

保全及醫療議題。
4.4.5.1

對於可預期的緊急情境，請確認

緊 急 情 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已鑑別出其
境

中所有可能影響到自身生物風
險的情境。

4.4.5.2
緊急計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在籌備
與實施緊急計畫時，確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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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畫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量到生物風險。
2. 設置單位應確保建立一套系
統，有效管理醫療/環境緊急
狀況，包括列出可能受到感
染的員工，並隨即提供醫療
服務給受到曝露、生病或受
傷的員工。
3. 設置單位還應確保實際的管
制措施可被證實為合理，且
與緊急狀況的規模及性質相
符。
4. 緊急計畫應經過測試，並有
效傳達給全體員工與相關第
三方得知，以讓所有人瞭解
其義務。

4.4.5.3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定期辦理

緊 急 演 架構完整且真實的緊急演練
練 與 模 (exercise)與模擬，包括保全演習
擬

(drill)，演練週期應依據風險程
度而定，以測試計畫、人員做好
準備、並從優良操作實務或發現
的缺失汲取經驗。

4.4.5.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在緊急事

應 變 計 件中，適當的應變(contingency)
畫

措施被實施，以確保持續作業的
安全性與保全性。

4.5

檢 4.5.1 績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適當

查 與 矯 效 衡 量 資料已被決定、收集及分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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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正措施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與 資 料 而評鑑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適
分析

當性與有效性，並以評估系統何
處能夠持續改進。

4.5.2 紀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管制
錄、文件 及維持紀錄、文件及資料，以便
與 資 料 證明符合本規範的要求。這些紀
管制

錄、文件與資料應保持清晰、易
識別及可檢索。

4.5.3 庫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設置單
存清單

位依預定排程審查庫存清

監控與

單，審查間隔依生物材料風

管制

險而定，同時審查程度及頻
率須能讓材料清點以適當方
式進行。
2. 設置單位應確保已有適當措
施，得以將生物病原及毒素
的庫存清單之數量減至最
低。

4.5.4 意 4.5.4.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建立與維

外 事 件 意 外 事 持文件化程序，藉此明訂、記
與 事 故 件/事故 錄、及分析生物病原與毒素相關
調 查 、 調查

的意外事件與事故，並從中學

不符合

習。

事 項 、 4.5.4.2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不符

矯 正 與 不 符 合 本規範要求之處被鑑別並予以
預 防 措 事 項 的 管制，以免發生不當後果。不符
施

管制

合事項的性質與任何後續採行
措施之紀錄應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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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4.5.4.3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採行措

矯 正 措 施，依本規範的要求排除不符合
施

事項的起因，進而防止其再發
生，矯正措施應與所遭遇的不符
合項目之影響呼應。

4.5.4.4

為防止不符合事項發生，請確認

預 防 措 設置單位是否決定措施，以消除
施

潛在不符合之原因，預防措施應
與潛在問題之影響相呼應。

4.5.5 查 4.5.5 查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實
核與稽 核 與 稽

施對應設施相關風險的查核

核

與稽核方案。

核

2. 查核與稽核應依據已規劃的
時間週期執行，進而判斷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是否符合
文件化的計畫 與本規 範要
求，以有效落實與維持。
3. 負責接受查核/稽核區域的
管理階層，應確保任何為排
除不符合事項與其起因而採
取的行動，未 遭到不 當延
誤。後續的追蹤活動，應包
括對所採取的行動進行查證
與提報查證結果。
※請檢附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
內部稽核資料 (近三年)
4.6
查

審 4.6.1 生 1.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在
物風險

規劃期間內，審查設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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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
對應條文
目

稽核發現事實
稽核結果
(請稽核人員將查證之 符 不 不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符 適
合 用

檢查內容

管理審

的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以確

查

保其持續的適用性、適當性
及有效性。審查應包括改進
時機的評估， 以及變 更系
統、程序、政策和目標的必
要性。
2. 管理審查紀錄應予以保存。
※請檢附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
管理審查輸出資料 (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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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審查意見表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審查意見表
2020.5.21制定

一、基本資料
設置單位名稱
類型

□ 生物安全會
□ 生物安全專責人員

查核單位/
實驗室

實驗室主管
查核委員

簽名

二、重點查核項目：
查核項 對應
目
條文

稽核結果
查核發現事實
不 不
(請稽核員將查證之 符
符 適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查核內容

合

4.3 規 4.3.1.3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提出工作有關之
劃
危害 危害，應予以鑑別並文件化。
鑑別 ※實驗室操作的病原體或毒素及其危
4.3.1
規劃危
害程度分類一覽表(最新)
害 鑑 4.3.1.4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鑑別出能評鑑及
別、風 風險
記錄風險的適當方式，並確保實施及
險評鑑 評鑑
維持。
與風險
※歷年生物風險評鑑紀錄表(近三年)
控制
4.4 實施 4.4.1.1 1.
與運作 最高
4.4.1 角 管理
色、職責 階層
2.
及職權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承擔設置
單位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的最終職
責。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與生物風險管
理相關角色、職責及職權已明訂、
文件化及傳達給負責管理、執行與
查證管制生物病原及毒素相關工作
的人員。

3. 最高管理階層應提供資源以建立、
實施、維持及改進生物風險管理系
統，進而證明其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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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 對應
目
條文

稽核結果
查核發現事實
不 不
(請稽核員將查證之 符
符 適
客觀事實加以說明) 合

查核內容

合

※相關管理階層職權表、生安會組織
圖、生安會組織章程。
4.5 檢 4.5.5 1. 請確認設置單位是否確保實施對應
查與矯 查核
設施相關風險的查核與稽核方案。
與稽
正措施
2. 查核與稽核是否依據已規劃的時間
核
週期執行，進而判斷生物風險管理
系統，是否符合文件化的計畫與本
規範要求，以有效落實與維持。
3. 請確認負責接受查核/稽核區域的
管理階層，已確保任何為排除不符
合事項與其起因而採取的行動，未
遭到不當延誤。後續的追蹤活動，
應包括對所採取的行動進行查證與
提報查證結果。
※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內部稽核資料
(近三年)
4.6
審查

4.6.1 1. 請確認最高管理階層是否在規劃期
生物
間內，審查設置單位的生物風險管
風險
理系統，以確保其持續的適用性、
管理
適當性及有效性。審查應包括改進
審查
時機的評估，以及變更系統、程序、
政策和目標的必要性。
2. 請確認管理審查紀錄是否予以保
存。
※歷年生物風險管理之管理審查輸出
資料 (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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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請於適當的欄位勾選)：
3.1 書面查核：□是

□否，具有建議改善事項，若是，共____項。

建議改善事項：

3.2 書面查核總結建議為：
□ 無建議改善措施，同意系統維持良好。
□ 有建議改善措施事項，待實驗室補送資料後提出建議。
1.實驗室將於____年____月____日前提出改善措施。
1.1 再次確認實驗室回覆之建議改善事項：
□ 無，已完成改善措施，同意系統維持良好。
□ 有，請依建議內容完成修改，持續追蹤。
建議事項：

查核評審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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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改善措施回覆表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自我查核之改善措施回覆表
實驗室名稱：
依據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查核-委員審查意見表之建議改善事項，
執行以下改善措施(如已確實執行改善事項，煩請附上佐證資料)：

佐證資料(如以下空白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附件)：

機構或實驗室主管簽名：

日期：

確認改善
□已改善；□需進行現場查證。
(本欄由審查委員填
□未完成改善。
寫)
審查委員簽名：

日期：

228

參、經費支用情形
項

目

本年度核定金額

支

用

狀

況

人事費

835,356 元

835,356 元 (使用率：100 %)

業務費

919,160 元

919,160 元 (使用率：100 %)

管理費

42,284 元

42,284 元 (使用率：100%)

總計

1,940,000 元

1,940,000 元 (使用率：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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