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實驗室申請資訊
TAF-CNLA-A15(8)

說明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以下簡稱本會)是一個
提供全方位專業認證服務的非營利性機構，也是我國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組織承認之認證機
構。本會建構符合國際標準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並且結合國內相關技術團體，運用專業的評
鑑人力，以提供公正、獨立與透明之認證服務。推動國內符合性評鑑機構(實驗室、檢驗機構、
能力試驗執行機構、參考物質生產機構及驗證機構)各領域之國際認證，提昇其品質與技術能
力，並致力於人才培訓與資訊推廣，強化認證公信力，以滿足顧客(政府、工商業、消費者等)
之需求，促進與提昇產業、國家競爭力及民生消費福祉。
本會為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 ILAC)
及亞太認證聯盟(Asia 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簡稱 APAC)的正會員，並代表我國簽
署國際相互承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簡稱 MRA)。本會認可實驗室與檢驗
機構所出具試驗/校正/檢驗報告(或證書)，可為國際間簽署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機構所接受。
本會為公正、獨立與透明之認證機構，對於認證相關文件之規劃、制訂與審查透過公開
意見徵詢，包括公告於本會網站、TAF 會員網之會員專區進行公開徵詢意見、邀請本會技術
委員或外部專家制訂與/或審查等，依各類文件性質不同而採用上述必要的審查方式，以廣納
各界意見。新文件的發行與實施事宜亦於本會網站、認證服務資訊系統會員專區公告。
聲明：本份文件之智慧財產權屬於本會所有，未經與本會有書面約定前，任何人不得逕自使
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解編、反向組譯或販售。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台北辦公室
電話：02-2809 0828

傳真：02-2809 0979

地址：2517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 號 23 樓
新竹辦公室
電話：03-533 6333

傳真：03-533 8717

地址：新竹市 30044 北大路 95 號 2 樓
網址：www.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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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寫為 TAF，以下簡稱本會）
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02 日以勞職授字第 10302007941 號
修正發布公告為「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6 款
所定之第三者認證機構。本會特發展與建置本計畫，提供擬藉由本會之實驗室認證，
成為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7 款所指之認證實驗室。
為加強申請實驗室認證品質管理與配合政府相關單位使用認證效益，本服務計畫
提供彈性範圍認證。通過此認證者，於彈性範圍內增加方法或試驗範圍異動，本會將
於監督評鑑時確認新增或異動之符合狀況。
註：本計畫未明列或詳列的部份，請依據本會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以下
簡稱服務手冊，編號：TAF-CNLA-A01）之規定。
認證服務範圍

2.

2.1 本計畫的認證服務範圍為實施辦法所公告之分析類別，包含有機化合物分析、無
機化合物分析、石綿等礦物性纖維分析、游離二氧化矽等礦物性粉塵分析、粉塵
重量分析等五類。試驗方法依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國際間職業安全
衛生機關（構）（如：NIOSH、OSHA）所發佈的分析方法，詳細內容請上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https://www.ilosh.gov.tw/)查詢。
2.2 本計畫延展認證涉及下面所列之範圍時可選擇彈性範圍認證，此範圍是依採樣分
析建議方法的儀器及樣本型態之差異性予以分類，未於此範圍內不予以彈性認
證。目前提供之彈性範圍如下：
(1) 有機化合物分析
‧ 氣相層析儀/火焰離子偵測器，濾紙加固體吸附管（GC/FID/filter and
solid sorbent tube）
‧ 氣相層析儀/火焰離子偵測器，固體吸附管（GC/FID/ solid sorbent tube）
‧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紫外光偵測器，濾紙（HPLC/UV/filter）
(2) 無機化合物分析
‧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液體吸收液（UV/Vis/ Absorb liquid）
‧ 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濾紙（Flame AAS/filter）
‧ 離子層析儀，固體吸附管（IC/ solid sorbent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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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對象

3.

3.1 本服務計畫的認證對象為欲成為實施辦法之認證實驗室。
認證規範

4.

4.1 依據本會認證規範及勞動部公告之「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規範」
（以下簡稱：職衛
規範）進行評鑑，延展認證之範圍具 2.2 所列之彈性範圍時，增加本會「職業衛生
彈性認證技術規範（TAF-CNLA-T16）」。
初次認證

5.

5.1 請將申請實驗室認證所需資料（請參閱服務手冊第 23 章、職衛規範第三條人員資
格文件及第二十一條所指之連續兩次能力試驗）上掛至會員專區。受理申請後，
由本會依服務手冊進行。
5.2 認證決定後，本會於發函通知認證決定時，同時副本函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增列認證或異動認證類別

6.

6.1 增列認證或異動認證類別的作業請參閱服務手冊規定辦理，彈性範圍增加依增列
認證辦理。
6.2 若涉及增列認證或異動認證類別時，請認可實驗室將實驗室認證所需資料與人員
資格文件一併上掛至會員專區，本會將依服務手冊進行。
6.3 本會對增列認證或異動認證類別之處理結果，於通知認可實驗室的同時，將副本
函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延展認證

7.

7.1 實驗室延展認證作業請參閱服務手冊規定辦理。
7.2 爲協助實驗室證書延續性，本會將於證書屆滿 7 個月前發出延展通知書，請實驗
室提出延展認證申請。對於本會證書有效期限未能接續的實驗室名單，本會將主
動發文通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7.3 請將申請實驗室認證所需資料及下列資料上掛至會員專區，受理申請後，由本會
依服務手冊進行。
(1) 職衛規範之第三條人員資格文件、第二十一條所指之連續兩次能力試驗。
(2) 當申請項目具有 2.2 所列之彈性範圍時，需上掛附件二彈性範圍認證自評手
冊，及職業衛生彈性認證技術規範所指之方法確認及(或)開發程序、方法一覽
表、技術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每個彈性範圍之一個方法全程紀錄，試驗報告
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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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7.4 當申請項目為彈性範圍時，申請認證內容以 2.2 所列之彈性範圍呈現，填寫方式詳
如附件一。
7.5 認證決定後，本會於發函通知認證決定時，同時副本函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7.6 實驗室若於延展評鑑日期確認後，再提出增列申請，無法合併評鑑。
認可實驗室異動

8.

8.1 認可實驗室異動作業請參閱服務手冊及職衛規範第四條規定辦理。
8.2 若涉及人員異動時，請將人員資料（符合職衛規範附件一及職業衛生彈性認證技
術規範）一併上掛至會員專區。當為技術人員異動時，請於發生日前 15 日提出申
請，當彈性範圍對應之技術人員無人員勝任時，將暫時終止或終止該人員負責之
彈性範圍。
8.3 本會對異動申請之處理結果，於通知認可實驗室的同時，將副本函知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
結果報告

9.

9.1 獲得本會認可之實驗室，應出具符合本會認證規範之結果報告，方法屬於彈性範
圍時需標示。
9.2 依職衛規範第十八條要求，報告需具有認證標誌並加入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
施辦法之宣稱。
10. 維持認證
10.1 認證維持請參閱服務手冊第 29 章、職衛規範第二十一條能力試驗規定。
10.2 依據職衛規範第二十一條能力試驗頻率要求，認可實驗室請於能力試驗執行機構
公布成績後 15 日內回報「能力試驗結果」。
10.3 本會為確保認可實驗室維持認證狀態，每年將規劃至少一次監督評鑑活動。
10.4 監督評鑑將對彈性範圍所修改及新增方法予以確認及審查相關紀錄。
10.5 當現場評鑑或其它來源所發現的不符合顯示未符合規範要求，或無法維持彈性範
圍認證時，本會將視情況不給予彈性範圍認證，或暫時終止、終止該項之彈性範
圍。
11. 認證證書與認可登錄
11.1 申請本計畫且獲得本會認證的機構，其認證證書首頁具有「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
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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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符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之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規範之要求）」
之聲明，並登錄於本計畫的認可實驗室名單中。其內容將載明在本計畫下所認可
的項目，彈性範圍認證則列彈性範圍、實驗室之方法確認及(或)開發程序、當次
所提之分析方法，上述之「實驗室之方法確認及(或)開發程序」的陳述方式如下:
(1) 彈性範圍允許實驗室自認證生效日起依據實驗室自訂之「

」(括號內為實驗

室之方法開發程序的文件名稱及文件編號)進行方法開發。
(2) 彈性範圍允許實驗室自認證生效日起依據實驗室自訂之「

」(括號內為實驗

室之方法引進程序的文件名稱及文件編號)進行方法引進。
11.2 實驗室對認證證書之彈性範圍所列的分析方法需更新時，依異動辦理。

12. 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連結
12.1 本計畫認可實驗室的各種申請案的提出與認可狀態的改變，本會將通知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
13. 連絡資訊
新竹辦公室

地址：30044 新竹市北大路 95 號 2 樓

傳真：03-5338717

連絡窗口：

陳佳琪 小姐 電話: 03-5336333-238

E-mail: cchi@taftw.org.tw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網址：www.osha.gov.tw/

連絡窗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電話: 02-899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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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彈性範圍認證之申請認證內容填寫方式
對於申請每一彈性範圍的表示，申請認證內容填寫原則，說明如下：
1. 每一個彈性範圍為填寫一筆「申請測試領域認證內容」。
2. 試驗方法：填寫本計畫 2.2 所列之彈性範圍。
3. 試驗範圍/其他說明：填寫方法確認及(或)開發程序之文件名稱(含文件編號)、分析方
法，填寫方式如下:
(1) 彈性範圍允許實驗室自認證生效日起依據實驗室自訂之「」(括號內為實驗室之
方法開發程序的文件名稱及文件編號)進行方法開發。
參考公告方法編號 實驗室文件編號

分析物

(2) 彈性範圍允許實驗室自認證生效日起依據實驗室自訂之「」(括號內為實驗室之
方法引進程序的文件名稱及文件編號)進行方法引進。
參考公告方法編號 實驗室文件編號

分析物

4. 每一彈性範圍皆應填寫技術人員、報告簽署人與試驗人員姓名。
(1) 技術人員及報告簽署人資格應符合申請者內部管理系統對人員之要求以及取得
管理階層授權，並應滿足本會對技術人員(TAF-CNLA-T16)及報告簽署人之要求
(TAF-CNLA-R08)，技術人員及報告簽署人可提報多位人員擔任。
(2) 網路系統填寫技術人員時，請使用報告簽署人之表單，並於姓名後面加入(技)，
以利於區分技術人員及報告簽署人。
5. 申請認證項目與認證範圍之填寫，經本會與申請者確認後，其內容將作為評鑑費用估
價之依據，同時亦是評鑑小組的評鑑範圍。
6. 申請認證項目其認證項目與範圍填寫原則，說明如下表對應欄位所示：
測試件 試驗項目名稱
空氣
分析類別
AIR

試驗方法
為填寫「彈性
範圍」，請依
據 2.2 填寫。

試驗範圍/其他說明
填寫方法確認及(或)開發程序之
文件名稱(含文件編號)、分析方
法，填寫方式如第 3 點所述。

報告簽署人
填寫技術人員及報
告簽署人，技術人
員名字後加註(技)

試驗人員
試驗人員

範例：
測試件
空氣

試驗項
目名稱
有機化
合物類

試驗
方法
氣相層析
儀/火焰離
子偵測
器，固體吸
附劑

試驗範圍/其他說明
彈性範圍允許實驗室自認證生效日起依據實驗室自訂
之「氣相層析/火焰離子偵測器固體吸附劑法分析方法
引進標準作業程序書(SOP-00A)」進行方法引進
1 參考.CLA1903、CLA5039 文件編號:SOP-A-001
1.甲苯、二甲苯、苯

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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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彈性範圍認證自評手冊
章節
職業衛生彈性認證技術規範摘要
4.1
實驗室□是 □否 具有「方法引進」的程序，文件編號為
其內容□是 □否 包含：脫附效率、檢量線範圍、可量化最低點、分析變異係數
(CVa)。
4.1

實驗室□是 □否 具有「方法開發」的程序，文件編號為
，
其內容□是 □否包含：採樣介質負載容量、脫附效率、樣本儲存穩定性、檢量線
範圍、可量化最低點、分析變異係數(CVa)、總變異係數(CVT) 、偏差、準確度。

4.1

實驗室□是 □否 對方法所需各項紀錄皆有完整留存，其紀錄包含：

4.1

實驗室對方法審查其適用性頻率為：

4.2

實驗室□是 □否 具有方法一覽表，文件編號為：
，
其內容包含「實驗室之方法編號」、「公告或參考方法編號」、「化合物名稱」、「試
驗範圍」
、
「彈性範圍（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之 2.2 所列）」
、
「實驗室之核
准日期」、「實驗室之方法版別」、「方法識別：方法開發或方法引進」。

4.3

實驗室□是 □否 賦予技術人員方法查證及確認的之權力與責任，所提供之資源
描述：

4.4

實驗室□是 □否 向顧客聲名使用之方法為彈性範圍認證，其採取方式為
（文件編號：
）

4.5

實驗室之管理階層支持彈性範圍認證之作法，具體作法為：

4.5

實驗室是否定期審查彈性範圍認證之方法相關紀錄，其審查作法為：
（文件編號：

4.6

，審查程序之文件編號：

）

實驗室認證期間□有 □無 對彈性範圍修改或新增方法，若有其方法為:
(彈性範圍:實驗室方法編號)

2018.09.19
註：本文件中畫底線的部分為本版次主要修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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