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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安全業務作業規範 

第一章 總則 

一、目的: 

依據本校「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生物安全會負責規劃、督導及審

議本校生物材料管理與基因重組實驗等相關安全事項。相關管理與執行之行

政業務，委由環安中心承辦。因此制訂此作業規範，以利生物實驗室生物安

全業務之推動。 

二、 適用範圍: 

校內所有使用各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BSL-1、BSL-2）之單位與人員。 

三、權責與注意事項: 

(一)權責:本校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經由102學年度第30次行政會議議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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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1)生物安全會之設置:依據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與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之規定，設置「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安全會」（以下簡稱本會），推動本校生物實驗安全有關工作。 

(2)生物安全會負責規劃、督導及審議本校生物材料管理與基因重組實

驗等相關安全事項。相關管理與執行之行政業務，委由環安中心承辦。 

(3)環安中心須執行生物安全管理組織之各項基本資料維護，更新於疾

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 

四、生物安全會組成人員: 

(一)共十一至十五人，為無給職，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二年。 

(二)召集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擔任。 

(三)執行秘書：由召集人就生安會代表中指派之，協助綜理本會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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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然代表:副校長、研發長、生物科技學院院長及環安中心主任。 

(五)遴選代表:由本校具有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實驗室(簡稱 BSL-2)的學

院，推薦數名 BSL-2之負責老師，請本會召集人由推薦名單中遴選之。 

(六)推選代表:由生物科技學院推選具有生物安全管理專業背景之教職員三

至四名，其餘代表由理學院、工學院、及電機學院得各推選一名（含）

以上教職員擔任。 

(七)專家代表:依實際需要，得邀請校內外工程技術人員、生命倫理、感染

性微生物及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等專家若干名，列席本會。 

五、生物安全會之任務: 

依「基因重組實驗守則」與「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十條之生物安全

會職責之規定，對下列事項做審核、調查及管理: 

(一) 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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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 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

分或輸出入。 

(四) 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 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畫。 

(六) 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 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督導。內部稽核每年至少一次。 

(八) 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之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 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教育訓練、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

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 審核並督導校內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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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的緊急安全措施。 

(十二)審核與認可生物安全相關試驗計畫。 

(十三)本會在需要時，可要求計畫主持人提出報告並通報主管機關。 

六、召開生物安全會議程序: 

本會應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

專家學者列席指導。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代表過

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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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實驗室內部稽查 

第一等級生物實驗室(BSL-1)之內部稽核作業程序 

一、目的: 

透過不定期的稽核作業本校第一等級生物實驗室，落實生物實驗室之安全管

理。 

二、對象:第一等級生物實驗室 

三、時程:每年辦理一次 

四、稽核人員:環安中心生安業務承辦人 

五、稽核內容: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生物材料管理、教育訓練 

六、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a.稽核項目:本校 BSL-1實驗室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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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 (1) 教育訓練；(2) 健康管理；(3) 實驗室設備管理與操作規

範；(4) 個人防護裝備；(5) 實驗室清潔消毒與感染性廢棄物處理；(6) 

緊急應變計畫) 

b.稽核前置作業: 

抽查日期前兩週，環安中心會聯絡系所環安業務承辦人，通知人員提前

準備。 

c.稽核前後蹤追改善: 

被稽核單位依照建議改善缺失項目，於十四天內提出改善作為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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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等級生物實驗室(BSL-2)之內部稽核作業程序 

一、目的: 

本校生物安全會授權環安中心執行生物安全業務，對第二等級生物實驗室之

內部稽核作業程序透過不定期的稽核作業，使用或保存 RG2病原體及生物

毒素之 BSL-2實驗室或保存場所，落實生物實驗室之安全管理。 

二、對象:使用或保存 RG2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 BSL-2實驗室或保存場所 

三、時程:每年辦理一次 

四、稽核人員:生物安全會指派代表 

五、稽核內容: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生物材料管理、教育訓練 

六、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a.稽核項目:本校 BSL2實驗室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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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 (1)實驗室設施(備)之運行維護-實驗室硬體設備；(2)實驗室

設施(備)之運行維護-生物安全櫃(BSC)檢測；(3)實驗室安全資訊標示與

門禁管理情形；(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運送與保全措施；(5)個人防

護裝備與實驗室操作安全；(6)實驗室消毒滅菌與廢棄物處理；(7)實驗

室教育訓練；(8)緊急應變與意外事件處理；(9)健康管理) 

b.稽核前置作業: 

抽查日期前兩週，環安中心會聯絡系所環安業務承辦人，通知人員提前準

備。 

c.稽核前後蹤追改善: 

被稽核單位依照建議改善缺失項目，於十四天內提出改善作為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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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 

一、前言: 

本校持有或保存之陽性檢體、RG2以上病原體及生物毒素的第二等級以上生

物實驗室、保存場所，須制訂生物材料管理規範與生物保全規範。 

二、生物材料保存、使用、保全管理規範: 

依據疾管署「實驗室生物材料保全管理規範」建議，要求本校第二等級以上

生物實驗室、保存場所，對持有的感染性生物材料進行管理。 

要求項目: 

(一) 感染性生物材料儲存地點要有24小時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 

適當保全機制。 

(二)感染性生物材料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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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專人須具有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分類、生物

保全等專業知識)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材料，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並且相關文

件至少要保存3年。保存清單要登載保管人員、保存地點、保存型式、

保存期限等資訊。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實驗室須定期(至少每季)盤點保存之感染性生物材料與生物毒素品項及

數量或重量。實驗室須將盤點結果回報環安中心-生安業務承辦人。 

(六)本校感染性生物材料與生物毒素之相關輸出入或異動(持有、保存、使

用、處分)，須先取得生物安全會同意後方可進行。 

(備註:處分:係指材料之新增、銷毀、分讓、寄存) 

(六)本校環安中心至少每年一次，對持有或保存之陽性檢體、RG2以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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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體及生物毒素的第二等級以上生物實驗室，進行實驗室內部稽核。 

四、生物保存意外事件處理: 

(一)實驗室人員發現任何異狀，如生物材料洩漏、失竊、遺失、誤用等，應

立即向實驗室主管、環安中心報告。 

(二)實驗室人員應針對發生之生物保全意外事件進行調查，並將事情發生經

過、發生問題原因、矯正與預防措施、及追蹤處理事項，詳細紀錄於實

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備註:本校生物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書

內，有檢附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五、例行盤點及年度稽核流程: 

(一) 例行盤點:環安中心會每季要求，持有或保存之陽性檢體、RG2以上病

原體及生物毒素的第二等級以上生物實驗室，進行生物材料盤點作業，

並將盤點結果回報環安中心-生安業務承辦人。另外環安中心須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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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會議報告盤點結果。 

(二) 年度稽核:環安中心至少每年一次，對持有或保存之陽性檢體、RG2以

上病原體及生物毒素的第二等級以上生物實驗室，進行實驗室內部稽

核。 

a. 預計辦理時程:每年12月或5月(一年一次) 

b. 稽核人員:生物安全會代表1名、環安中心生安業務人員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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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物安全教育訓練規範 

一、訓練對象: 

生物實驗室場所新進人員、生物實驗室場所現職人員。 

(備註: 生物實驗室人員係指，實際參與生物實驗之主管、助理、教職員、

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員、學生等) 

二、訓練時間與時數: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理」第十七條規定，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

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教育訓練；現職人員每年應接受

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訓練至少四小時。 

新進人員於報到後3個月內，須完成8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教育訓練。  

三、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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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育訓練以實體課程為主，預計每年9至10月辦理，視開學日期做調

整。若無法參與實體課程之人員，則提供數位學習課程補訓。 

四、訓練課程: 

生物相關訓練主題，包括(a)生物安全管理規範、(b)優良微生物操作技術、

(c)感染性廢棄物運送、處理之相關訓練、(d)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生物保全相

關訓練、(e)生物實驗室緊急應變之相關訓練。 

五、訓練紀錄: 

生物實驗室人員教育訓練的紀錄，可由本校實驗室環安管理系統內做查詢，

人員訓練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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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室人員安全防護與健康措施 

1. 依據「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九項規定，對第二等級生物實驗

室(BSL-2)、保存場所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因此

本校制定微生物實驗室健康管理與監測，可參閱附件一。 

2. 本校職醫於每年3-4月間，進行 BSL-2實驗室健康諮詢；另外職醫每年至少一

次巡查 BSL-2實驗室場地，給予人員工作環境安全防護指導與建議。 

3. 本校BSL-2實驗室新進人員，在新進人員健康體檢時，其血清將由本校配合

健檢醫院，至少保存一個月(此條待生物安全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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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緊急應變與意外事件 

1. 本校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書，是依據「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

法」訂定。 

2. 本校已制訂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書，經由生物安全會審查通過

實施，並且每年適時檢討修訂應變計畫書。 

3. 依據「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本校每三年應有1次的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實地模擬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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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微生物實驗室健康管理與監測 

一、依據：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九項規定，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

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二、目的： 

    了解員工之健康狀況，及早發現疾病，及早治療。 

三、適用人員範圍： 

    執行人類或人畜共通病原體操作之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之人員。 

四、檢查項目：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血壓。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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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五、健康管理之流程: 

1. 依「國立交通大學生物安全微生物實驗室健康管理與監測流程圖」(圖一)

辦理。 

2. 檢查結果報告放置衛生保健組並保存7年。工作人員發生疾病及實驗室意

外事故應立即報告。 

六、健康管理 

1. 當個人健康狀況可能影響到對抗感染性生物材料，以獲得免疫或預防疾

病的能力時，全體實驗室人員，尤其是正值生育年齡之女性，應接受必

要的疫苗注射或可能感染的條件等資訊，以獲得必要的免疫能力。前開

具有這些境況的人員，應主動向機構醫療人員尋求適當的諮詢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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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室人員須接受適當的醫療管理，並針對其處理或可能存在於實驗室

之微生物，提供既有防護措施。 

3. 必要時為全體實驗室人員提供合適的醫學評估、監測及治療，並妥善保

存相關醫療紀錄。 

4. 本校二級實驗室新進人員參加本校體檢時，其血清檢體將由配合診驗的

醫療院所，至少保存2周。 

七、職醫在定期健康諮詢時，本校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須提供第二級感染

性生物材料與一般性生物毒素清單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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