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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防護實驗室(BSL-3/ABSL-3 以上)管理規範說明
一、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冠狀病毒肆虐全球，並於新加坡、台灣及中國大陸發生三起實驗室感染 SARS
事件，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為保障實驗室工作人員之安
全，陸續訂定相關法令及規範，並推動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作業，以「分級
管理、落實通報、重點查核」為核心，逐步建立各級實驗室之生物風險管理
機制。
二、 考量第三等級危險群之相關病原體影響人體健康嚴重或可能致死，且高防護
實驗室(BSL-3/ABSL-3 以上)之相關管制法規與查核作業相當嚴謹：
(一) 本校生物安全會於 106 年 7 月 19 日會議決議，將以維持生物安全第一
等級(BSL-1)及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之運作為主。
(二) 於本校「生物安全運作管理辦法」第四條明訂高防護實驗室之啟用須經
生物安全會審查同意，且實驗室之運作須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如有違反則依第十條規定，當實驗室生物安全運作違反
本辦法時，第一次未符合時，生安會以書面警告通知實驗室負責人與單
位主管立即改善。第二次查核仍未符合時，提報本校生安會進行檢討議
處，得處新台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款，並得按次連罰。
三、 彙整衛生福利部對於持有使用 RG-3 以上生物材料及高防護實驗室所制訂之
相關法規及指引如下：
 母法
名稱
傳染病防治法

條文摘錄

說明

第 4 條第 4 項：
本法所稱感染性生物材料，指具感染性之病原體或其
衍生物，及經確認含有此等病原體或衍生物之物質。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定
義

第 34 條：
第 1 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
者，應依危險程度之高低，建立分級管理制度。
第 2 項：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者，輸出入感染
性生物材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之。
第 3 項：第 1 項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範圍、持有、使用
者之資格條件、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方式、陳報主管
機關事項與前項輸出入之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經整理之條文）：
違反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
1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
理辦法」之法源依據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而輸出入感染性生
物材料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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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條第 1 項第 1 款（經整理之條文）：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34 條第 3 項授權所定辦法有關
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及
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5 萬元
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罰之。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而持有、使用感染
性生物材料，以及違
反「感染性生物材料
管理辦法」之罰則

 相關子法及規範
名稱
傳染病防治法
施行細則

感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辦法
(依傳染病防治
法第 34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

條文摘錄
第 16 條第 1 款（經整理之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
病管制署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本法第 34 條規定之感染性生物材料與實驗室生
物安全管理事項
。
第 8 條第 2 項（經整理之條文）：
第三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或管制性病原之持有、保存
或處分，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設置單位並應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第 9 條：
設置單位對於第三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或管制性病原
發現有不符、遺失或其他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
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主管機
關。
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經整理之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使用第
三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或管制性病原之設置單位，進
行查核。
前二項查核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
要時得要求其停止使用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第 16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及保存管制性病原之實驗室、
保存場所，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始得啟用。
第 17 條第 1 項：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
管機關得要求其停止使用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第 18 條第二項（經整理之條文）：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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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疾病管制署為中央主
要管理單位

需經疾管署核准方可
持有、保存或處分第
三級以上危險群病原
體或管制性病原
(以下簡稱 RG-3 以上
材料)
RG-3 以上材料發生
異常事件之通報規定

高防護實驗室由疾管
署直接管轄、督導並
進行查核

高防護實驗室之啟用
須經生安會同意，並
報疾管署核准

疾管署有權要求單位
停止使用感染性生物
材料
BSL-3 以上實驗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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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檢體制其離職後十年。
感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作業要
點

作人員之血清保存規
定

第 1 條：
為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之有效 RG-3 以上材料之操
性，對於感染性生物材料管制對象與運輸包裝、實驗 作、運輸包裝、意外
室生物安全等級要求，以及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事件之通報處理規定
等級與處置等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名稱
說明
管制性病原管
1. 依「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款，與「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
理作業要點
辦法」第 4 條第 2 規定，及落實執行第 8 條、第 9 條與第 14 條至第 16 條
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2. 管制性病原設置單位所應符合之規定重點節錄如下:
(1) 設置單位持有、保存或處分管制性病原，以及相關資料有異動時，皆
須經疾管署核准。
(2) 設置單位須指派管制性病原主管及其代理人執行要點所列任務。
(3) 管制性病原實驗室及保存場所須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主要為
針對管制性病原之保全及事故應變計畫。
(4) 保存高危險管制性病原之區域，須設置三道保全屏障及入侵偵測系統。
(5) 管制性病原主管須針對高危險管制性病原之操作人員辦理適任性評
估。
(6) 設置單位有保存高危險管制性病原者，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內部威脅
意識教育。
(由於 H7N9 流感病毒有可能在 107 年被列入管制性病原，設置單位之運作須
符合「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要點」，並依管制性病原相關各項指引進行改善。
除了必須建立生物風險管理系統文件之外，幾乎每一年都會被疾管署訪查，
管制將更為繁瑣及嚴謹。)
高防護實驗室
1.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6 條訂定。
啟用、暫停及關 2. 高防護實驗室之啟用須經單位生安會及疾管署審查同意，發文所需檢附文
閉規定
件如下，並經由專家委員現場查核，確認各項缺失已完成改善後方可正式
啟用。
(1) 設置單位生物安全會同意啟用之會議紀錄；
(2) 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及相關文件；
(3) 最近 1 年內之實驗室工作人員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訓練及考核紀
錄；
(4) 實驗室工程設計圖；
(5) 最近 1 年內之實驗室設施安全檢測報告；
(6) 最近 1 年內之生物安全櫃功能確效測試報告；
(7) 最近 1 年內之高壓滅菌器功能確效測試報告；
(8) 實驗室負壓穩定度測試紀錄。
3. 實驗室因故暫停使用、關閉及重新啟用，亦須經單位生安會及疾管署審查
同意。
生物安全第三 1.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以上實驗室之新進人員，應接受疾病管制署所訂
等級以上實驗
13 項主題至少 15 小時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訓練課程並通過測試合格，始可
室新進人員生
進行相關操作 (以參加疾管署之實體或數位學習課程，或經疾管署核可辦
物安全訓練課
理之課程為主)。
程認可規定
2. BSL-2 以下實驗室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時數為 8 小時，且由設置單位自行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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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防護實驗室
暨高危害病原
使用或保存單
位生物安全查
核作業規定

1.
2.

3.
生物安全會或
生物安全專責
人員備查規定
持有、保存或處
分感染性生物
材料管理規定
感染性生物材
料輸出入申請
相關規定及流
程
實驗室生物安
全意外事件通
報處理流程
感染性生物材
料及傳染病檢
體包裝、運送及
訓練管理規定
航空貨運承攬
業者處理感染
性生物材料貨
品滲漏意外暨
通報規定
感染性生物材
料或傳染病病
人檢體運送意
外之溢出物處
理原則

1.
2.
1.
2.
1.
2.

畫辦理。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訂定。
高防護實驗室、保存或使用 RG-3 以上病原體或管制性病原之設置單位，
查核頻率以疾管署每 3 年對該等實驗室進行 1 次實地查核為原則。如有重
大生物安全或保全意外事故、實驗室人員感染事件、因應疫情或防疫需求
則不受前述原則之限制。
BSL-2 以下實驗室、保存或使用 RG-2 以下病原體地方主管機關進行查核，
目前並未明訂查核頻率。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6 條訂定。
凡持有、保存、使用、處分、輸出入 RG-2 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單位，
需設置生安會或指派生安專責人員，並向疾管署提報單位相關資料備查。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8 條訂定。
RG-3 以上材料之保存、使用及處分(新增、刪除或移轉)，除經生安會審核
同意外，另須經疾管署審核同意，方可進行實際作業。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2 條訂定。
RG-3 以上材料之輸出入，除經生安會審核同意外，另須登入「感染性生
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經疾管署審核同意，方可進行實際作業。

1.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0 條訂定。
2. 如發生 RG-3 以上材料生安意外事件，導致人員有感染之虞，須依低、中、
高度情況通報生安會、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
1.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2 項訂定。
2. RG-3 以上材料屬於 A 類感染性物質，運送時須符合國際包裝 P620 規定，
以適當交通工具進行運輸，並應遵照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3. 管制性病原之移轉作業完成後，須依「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要點」第 17
點規定向疾管署回報。
1.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訂定。
2. 管制性病原在運送過程中如有釋出之虞，須依「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要點」
第 17 點規定向疾管署通報。

1. 依「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訂定。
2. 管制性病原在運送過程中如有釋出之虞，須依「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要點」
第 17 點規定向疾管署通報。

 相關技術規範及指引
管制性病原管
理

實驗室生物安
全相關規範及
指引

1. 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指引
2. 管制性病原庫存管理指引
3. 管制性病原設施保全指引
4. 管制性病原工作人員適任性評估指引
5. 高危險病原體及毒素研究計畫審查指引
6. 設置單位處理管制性病原作業流程
《通用規範及指引》：
1.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2. 動物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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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室生物保全管理規範
4. 生物風險管理-實驗室生物保全指引
5. 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
6. 空運感染性物質之託運人員訓練計畫
7.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及災害應變計畫指引
8. 微生物實驗室消防與地震防護標準作業規定
9. 實驗室人員生物安全知能評核指引
10. N-95 口罩密合度測試(定量方法)
《特定病原體操作指引》：
1. 結核病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
2.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
3. 處理疑似 H7N9 流感人類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定
4. 處理中東呼吸症候群冠狀病毒(MERS-CoV)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
全指引
5. 處理疑似狂犬病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定
6. 實驗室人員操作布氏桿菌之風險評估及暴露後處置指引
7. 處理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感染病人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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