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節，包括溫泉休閒對健康的影響、溫泉安全管理之重要性、溫

泉安全管理相關規範、溫泉安全管理執行情形及安全管理的影響因素以下分別探

討之。 

 

 第一節  溫泉休閒對健康的影響 

一、溫泉的定義 

    世界各國緯度、氣候之差異，對溫泉的定義各有其不同的範疇，有的以水溫

為依據，有的增加水質化學成分的規定，以下將分別介紹各國對溫泉之定義。 

    依據我國溫泉法第三條之規定，溫泉定義為「符合溫泉基準之溫水、冷水、

氣體或地熱（蒸氣），在地表量測之溫度高於或等於30℃者；若溫度低於30℃之

泉水，其水質符合溫泉水質成分標準者，亦視為溫泉。」。其中溫泉基準以經濟

部所訂定之溫泉標準（standards for hot spring）為基準，如下所示： 

（一） 符合本標準之溫水，指溫泉露頭或溫泉孔孔口測得之泉溫為攝氏 30 度

以上且泉質符合下列各款之一者︰ 

1、 總溶解固體量(Total Dissolved Solid, TDS)在 500mg/L 以上。  

2、 主要含量陰離子：碳酸氫根離子(HCO3
-)250mg/L 以上、硫酸根離子

(SO4
2-) 250mg/L 以上或氯離子（含其他鹵族離子）(Cl-, including other 

halide) 250mg/L 以上。  

3、 特殊成分：游離二氧化碳(CO2) 250mg/L 以上、總硫化物(Total sulfide)

大於 1mg/L、總鐵離子(Fe+2+Fe+3)大於 10 mg/L 或鐳(Ra)大於 1 億分

之一 curie/L。  

（二）本標準之冷水，指溫泉露頭或溫泉孔孔口測得之泉溫小於攝氏30度，

且其游離二氧化碳為500mg/L以上者。  

（三）本標準之地熱（蒸氣），指溫泉露頭或溫泉孔孔口測得之蒸氣或水或

其混合流體，符合前述溫水泉溫及泉質規定者。 

    日本的溫泉法第二條將溫泉定義為「從地裡所湧出的溫水、礦水以及水蒸氣

或其他的氣體（碳化氫為主成分的天然瓦斯除外），地下水出水時之溫度為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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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度以上或擁有溶存物質（氣體除外）總量1000 mg/kg、CO2: 250 mg/kg、Li+: 1 

mg/kg、Sr2+: 10 mg/kg、Ba2+: 5 mg/kg、Fe2+/ Fe3+: 10 mg/kg、Mn2+: 10 mg/kg、H+: 1 

mg/kg、Br-: 5 mg/kg、I-: 1 mg/kg、F-: 2 mg/kg、HAsO4
-2: 1.3 mg/kg、HAsO2: 1 mg/kg、

S: 1 mg/kg、HBO2: 5 mg/kg、H2SiO3: 50 mg/kg、NaHCO3: 340 mg/kg、Rn: 20 X 10-10 

curie、Ra: 1 X 10-8 mg/kg等19種物質其中一種者。」（日本溫泉法，2008），溫泉

定義除了溫度之外，水質化學成分亦為考慮的要素。 

    韓國於溫泉法中第二條定義溫泉為「地下所湧出之攝氏25度以上為溫泉，成

分並對人體無害」，另外於第十五條查水質及成分中，規定取得利用溫泉許可者，

應依行政自治部令定期接受市長、郡守檢查水質及成分，市長、郡守依規定可將

檢查水質及成分之工作委任溫泉專門機關（韓國溫泉法，2008），但並未訂定溫

泉之化學水質成分之認定標準。 

    以豐富地熱資源聞名的冰島，長久以來亦以地熱水做為溫泉療養之用，地熱

水（以地下一公里深為基準）分為高溫度泉（超過200℃）和低溫度泉(150℃)，低

溫度泉之TDS為200~400 mg/L，而非鹽湖區(non-saline)之高溫度泉TDS則是超過

1000 mg/L。依泉質之化學特性及溫泉療養屬性，及參考德國與日本之分類，將療

養泉分為：1.碳酸泉，CO2含量超過300 mg/Ｌ；2.硫化物泉，H2S含量超過1 mg/L，

且溫度40 ℃以上；3.高礦物溫泉，溫度40 ℃以上，TDS超過1000 mg/L；4.鐵泉，

鐵離子超過200 mg/L，且溫度40 ℃以上；5.氯化物泉，氯化物含量超過2 mg/L，且

溫度40 ℃以上；6.碘化物泉，碘化物含量1 mg/L以上；7.放射泉，氡含量超過666 

Bq/L(引自朱瑞豐，2007)。 

    歐洲方面的義大利、法國、德國、希臘等國以高於20℃之泉水稱為溫泉；美

國規定在70℉（約21.1℃）以上泉水稱為溫泉；南非則以25℃為劃分標準（劉玉貞，

2001）。茲將各國對於溫泉的定義整理為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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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國對溫泉的定義 

國家 泉溫 泉質 備註 

臺灣 地表量測之溫度高

於或等於30℃者 

1、總溶解固體量(Total Dissolved 

Solid, TDS)在 500mg/L 以上。  

2、主要含量陰離子：碳酸氫根離子

(HCO3
-)250mg/L 以上、硫酸根離

子(SO4
2-) 250mg/L 以上或氯離子

（含其他鹵族離子）(Cl-, including 

other halide) 250mg/L 以上。  

3、特殊成分：游離二氧化碳(CO2) 

250mg/L 以上、總硫化物(Total 

sulfide)大於 1mg/L、總鐵離子

(Fe+2+Fe+3)大於 10 mg/L 或鐳(Ra)

大於 1 億分之一 curie/L。  

※ 符合以上其中一項皆可稱為溫泉 

 

符合泉溫或泉

質標準其中一

項則可稱為溫

泉。 

日本 地下水出水時之溫

度為攝氏25度以上 

擁有溶存物質（氣體除外）總量1000 

mg/kg、CO2: 250 mg/kg、Li+: 1 

mg/kg、Sr2+: 10 mg/kg、Ba2+: 5 

mg/kg、Fe2+/ Fe3+: 10 mg/kg、Mn2+: 10 

mg/kg、H+: 1 mg/kg、Br-: 5 mg/kg、I-: 

1 mg/kg、F-: 2 mg/kg、HAsO4
-2: 1.3 

mg/kg、HAsO2: 1 mg/kg、S: 1 mg/kg、

HBO2: 5 mg/kg、H2SiO3: 50 mg/kg、

NaHCO3: 340 mg/kg、Rn: 20 X 10-10 

curie、Ra: 1 X 10-8 mg/kg等19種物質。 

※ 符合以上其中一項皆可稱為溫泉 

 

符合泉溫或泉

質標準其中一

項則可稱為溫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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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各國對溫泉的定義（續） 

國家 泉溫 泉質 備註 

韓國 地下所湧出之攝氏

25度以上 

 

無  

冰島  高溫度泉（超

過200℃） 

 低溫度泉

(150℃) 

 

 非鹽湖區(non-saline)之高溫度泉

TDS則是超過1000 mg/L 

 低溫度泉之TDS為200~400 mg/L 

需符合泉溫及

泉質標準。 

義大利 高於20℃ 無  

法國 高於 20℃ 無  

德國 高於 20℃ 無  

希臘 高於 20℃ 無  

美國 約 21.1℃以上 無 
 

 

南非 高於 25℃ 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溫泉休閒對健康的影響 

    溫泉浸浴對身體的作用分為物理作用、化學作用、環境作用，物理作用包括

靜水壓、浮力及溫熱效果；化學作用則為溫泉含有之成份對人體之效果；環境作

用則為心情放鬆減壓，分別敘述如下：（大塚吉則，2001；阿岸祐幸、中谷純，

2003；洪榮川，2000）  

（一）物理作用  

1、靜水壓  

    在水中深度增加一公尺，就會對體表增加76mmHg的壓力，這就是靜水壓。靜

水壓會壓迫血管，尤其是皮膚表面的靜脈使其回流增加，對心臟產生強大的負擔，

為避免造成心臟之負荷，對於心臟疾病患者建議使用半身浴或寢浴。  

2、浮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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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中人體由於浮力影響，體重是在空氣中的九分之一，因肌肉或關節障礙、

神經麻痺、風溼性關節炎等疾病引起之運動機能障礙，可以不勉強的從事運動。

再加上溫熱效果可減輕關節疼痛，擴大關節可動範圍。即使是重度障礙臥床患者，

利用水的黏稠性之保護，可進行復健運動。在水中快速活動身體時，由於水的阻

力，需要消耗較多的能源，因此肥胖的病人可在水中安全的運動。  

3、溫熱效果  

    熱療的一般生理作用包括了升高體表的溫度，促進血管擴張，增加局部血流，

曾進細胞代謝，減輕疼痛，降低肌肉張力，減輕關節僵硬度，增加白血球等免疫

細胞。 

    水溫從38 ℃以上會增加心跳數及心血管輸出量，42 ℃以上之高溫會刺激交感

神經，42 ℃溫泉浸浴10分鐘後，血壓比入浴前高出20~40 mmHg左右，這是因為熱

的水讓交感神經活化而使血管收縮，造成血壓急速上升。高血壓和動脈硬化之患

者及高齡者，宜避免高溫泉浴。 

    高溫浴刺激交感神經活化亦會增加熱量消耗，42 ℃水浸浴10分鐘消耗熱量約

220卡，40 ℃約110卡，39 ℃約50卡，適宜無其他併發症之糖尿病患者及肥胖者治

療之應用。高溫泉還有一個危險性即是血液黏稠度的上升，因入浴發汗而產生脫

水，故血液中水分減少，血液變較濃稠，因此對血栓性疾病患者和高齡者會造成

危險。  

（二）化學作用  

    溫泉的成份可經皮膚吸收，或由其他方式（如飲泉）影響人體，而溫泉不同

泉質特性亦有不同功效，主要與溫泉所含的礦物質有關，臺灣常見的是硫酸鹽泉

跟碳酸鹽泉，這些不同的礦物質是可以改變水的滲透壓，對痛風之類的風濕性疾

患產生不同的治療效果。 

（三）環境作用 

    指人、溫泉及周圍環境，含動植物的生態之美、潺潺的溪流、藝術文化設施

等合而為一所得之效果，可舒緩情緒，舒暢身心，並恢復身心機能。 

    溫泉的效用則大多是三種作用之整體效應，阿岸祐幸與中谷純(2003)將歐洲的

溫泉療法(Balneotherapy)之現況分為二種，第一種為狹義的溫泉療法：於溫泉醫院

內，在醫師的管理下，執行治療或復健慢性疾病之醫療行為，並且適用於醫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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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第二種為「溫泉安適」(Balneowellness)：將溫泉運用於促進健康、預防疾病

及保養方面，需自行負擔費用，在愉悅的情狀下享受溫泉，而這樣的治療方法仍

需有現代醫學的證據支撐。 

    溫泉浴療的目的分為三部份，包括預防醫學、復健及慢性疾病方面，詳細內

容如下所示（阿岸祐幸與中谷純，2003）。  

（一）預防醫學方面：  

1. 去除生活習慣疾病的危險因子，體會了解預防方法。  

2. 教育、指導、體驗積極健康促進的方法。  

3. 疾病早期發現早期治療。  

（二）復健方面：  

1. 提高身體對運動負荷的適應能力。  

2. 追求增加精神狀況的適應能力。  

3. 舒解工作、家庭等社會壓力。  

（三）慢性疾病方面：  

1. 改善身體的反應力及免疫力。  

2. 改善損害的機能，增加健康的機能。  

3. 減少藥物治療用量，防止延長藥物治療時間。  

4. 防止療養期的長期化。  

5. 指導及訓練對疾患適合之治療方式。  

6. 預防因緊張過度與疾病引起的社會不適應性。  

7. 增進生活品質。  

    溫泉療法的適應範圍則涵蓋了預防醫學的應用、復健、外科手術前後之應用、

身心壓或壓力相關疾病、慢性疾病等內容，其詳細之適應症如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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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溫泉療法之適應症  
項次  適用範圍  適應症  

I  預防醫學的應用  消除疲勞及壓力、生活習慣疾病的預防  

職業病的預防、積極健康促進  

II  復健  神經麻痺的恢復、防止肌肉萎縮及恢復機能  

、腦血管障礙的後遺症、腦外科/整形外科手術後、交

通事故、運動傷害後  

III  外科手術前後之應用 促進傷口癒合  

IV  身心症、壓力關聯性疾

病  

生活習慣病的症狀、慢性疼痛、機能性不隨意運動神

經疾病、憂鬱症、自律神經失調症、科技焦慮

(techno-stress)症狀  

V  慢性疾病   循環系統：中度以下的高血壓患者、心臟功能低

下(溫浴+低溫三溫暖)、末梢循環障礙、雷諾氏症

候群  

 呼吸系統：氣喘、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  

 消化系統：慢性胃炎、無潰瘍性消化不良、過敏

性腸道症候群、慢性便秘症、慢性膽道炎、膽結

石  

 代謝系統：輕度糖尿病、肥胖、痛風、高血脂症

 皮膚疾病：慢性異位性皮膚炎、慢性乾癬、乾癬、

真菌症、帶狀疱疹  

 神經系統：腦血管障礙症候群、末梢神經障礙、

神經痛、腦性麻痺  

 運動器官：慢性風濕性疾病、關節、肌肉慢性疼

痛、 關節變形、頸肩腕症候群、腰痛症、振動

障礙  

                                        資料來源：引自朱瑞豐，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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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疾病及病症皆適用溫泉療法，一般之禁忌症為：1.所有的急性病症（特

別是有發燒的情況）；2.開放性肺結核；3.惡性腫瘤；4.嚴重心臟病；5.呼吸功能

不全；6.腎臟功能不全；7.出血性疾病；8.嚴重貧血；9.其他進行中疾病；10.懷孕

（特別是初期和末期）。但各科疾病仍有其他不適宜進行溫泉療法之病症，在執

行前需詳細評估，不可貿然進行。  

    目前國內溫泉資源的應用大部分僅限於休閒遊憩之用，未來若能將溫泉資源

運用於醫療保健領域，將會使溫泉產業之發展更進一步的提升（游政彥，2005），

謝淑芬（2005）認為溫泉旅館除了加強溫泉水質衛生與安全外，亦可開發各種溫

泉療效，而我國於2007年11月經濟部倡導將溫泉醫療擬納入《溫泉法》並列入健

保給付範圍，但目前尚無定論（奇摩新聞，2007），另外民間團體也不斷努力，

2007年8月成立臺灣觀光醫療發展協會(TMTDA-Taiwan Medi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ssociation)，是結合醫院、醫師、旅行社、溫泉業者等會員之民間組

織。雖然現在臺灣觀光醫療的知名度仍低，市場還小，但其將來性卻不可言喻。

協會設立的目的在於推廣臺灣觀光醫療，並提供相關支援與服務。臺灣的溫泉具

有許多不同的泉質，不管是關節痛、美容、強化心肺機能等，根據自身的需求去

選擇從中選擇適合的溫泉前往。除了一日遊溫泉之旅的選擇之外，提供住宿的溫

泉旅館也相當多，從臺北市中心開車30分鐘就有溫泉區，是臺灣最近最方便的「觀

光醫療」（臺灣觀光醫療發展協會，2008）。可見推展溫泉醫療為未來趨勢，但

溫泉醫療實施後，將有更多人使用溫泉設施，尤其不乏罹患慢性病的老年人，則

溫泉營業場所執行安全管理更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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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溫泉安全管理之重要性 

    經營者應告知適當的資訊與安全教育，也應提供安全標準的設施、場所與適

當的活動，應用保險機制分散過失之風險、建立緊急意外事故及醫療處理系統，

均有效減少民眾的傷害(劉吉川，1996；劉吉川，2001)。由以往所發生之事故傷害

更可以深刻體會到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的重要性，分為國內及國外兩方面來進

行說明。 

 

一、國內方面 

    以關鍵字：「溫泉AND意外」進行搜尋now news新聞，由2000年至2008年5

月間所發生之事故傷害至少包括：（一）休克死亡13例；（二）溺斃4例；（三）

皮膚潰瘍6例；（四）感染性細菌性腸炎1例；（五）跌倒1例；（六）燙傷1例；

（七）角膜炎1例等，這些新聞案例僅只於搜尋得到之資料，實際上所發生之溫泉

安全相關事故傷害案例應遠超過此數目，而這些事故傷害大部分都是可以預防

的，溫泉的安全管理工作實在不容忽視。 

    茲將溫泉相關事故傷害新聞案例整理如表2-3，可以發現大多的事故傷害是由

於安全管理失當所引起，其中溺斃的案例以幼童發生機率較高，補充及檢查急救

箱用品、維護緊急求救鈴、合格衛生管理人員之繼續進修、張貼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員工CPR訓練等項目直接相關；休克死亡的案例多是有心血管方面

的疾病，在補充及檢查急救箱用品、維護緊急求救鈴、合格衛生管理人員之繼續

進修、張貼禁忌及注意事項完整及正確性、員工CPR訓練、維護換器設備等項目直

接相關；跌倒導致燙傷之案例，維持地面及台度防滑材質之功能、維護採光設備、

排水良好及浴池設計對於預防跌倒是很重要的安全管理項目；因溫泉水質不潔引

起之皮膚傷害案例中，最重要的就是落實每日水質自我檢測、合格溫泉標章認證、

定期清理循環過濾系統、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以防止水質不潔

造成傷口二次感染；而因不當使用溫泉設施造成之傷害案例中，以張貼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整及正確性為治標之方法，可見業者執行安全管理的每個項目對於消費

者具有預防事故傷害的發生以及發揮適當緊急處理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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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00-2008 年 5 月溫泉相關事故傷害新聞案例整理 

發生時間 地點 事故傷害案例 預防方式 

2005/11 南投廬山 8歲男童溺斃於SPA池 

2005/04 南投 男子浸泡溫泉時，突然在溫泉池溺斃

死亡 

2004/10 高雄六龜 2歲男童溺斃於溫泉池 

2004/06 臺北烏來 16歲少年溺斃於溫泉池 

 補充及檢查急救

箱用品 

 維護緊急求救鈴 

 合格衛生管理人

員之繼續進修 

 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 

 員工CPR訓練 

2008/02 臺北金山 74歲韓國遊客，吃完早餐直接泡湯，

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2008/02 臺北縣 53歲男子泡溫泉後呼吸心跳停止 

2008/02 臺北縣 75歲老太太泡湯後昏倒送醫後不治 

2007/11 宜蘭礁溪 80多歲的姊妹疑似因為泡湯時間過

長，造成心肌阻塞，其中一人宣告不

治 

2006/01 屏東車城 80歲男性泡湯猝死 

2005/12 臺北金山 74歲老翁泡湯到一半忽然休克，送醫

後不治 

2005/12 屏東車城 74歲女性泡溫泉導致休克死亡 

2005/11 臺北金山 71歲老先生，平時就有高血壓，當場

昏倒，送醫不治。 

2003/01 臺北 泡溫泉時突然休克死亡 

2002/11 臺北烏來 70歲老翁泡溫泉時導致心臟病發而猝

死 

 補充及檢查急救

箱用品 

 維護緊急求救鈴 

 合格衛生管理人

員之繼續進修 

 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 

 員工CPR訓練 

 維護換氣設備 

2001/03 臺北北投 82歲老翁泡溫泉時導致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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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00-2008 年 5 月溫泉相關事故傷害新聞案例整理（續ㄧ） 

發生時間 地點 事故傷害案例 預防方式 

2000/10 花蓮 29歲女性泡溫泉時發生心衰竭死亡 

2000/03 臺北北投 泡溫泉時突然休克死亡 

 

2003/03 臺北烏來 86歲老翁跌落溫泉池，導致身體80％

嚴重燙傷 

 補充及檢查急救

箱用品 

 維護緊急求救鈴 

 合格衛生管理人

員之繼續進修 

 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 

 維持地面及台度

防滑材質之功能

 排水良好 

 浴池設計 

 維護採光設備 

2008/01 臺北 女子下背部以及臀部長滿小疹子，上

頭還有膿皰，因水質不乾淨引發細菌

感染 

2007/10 臺北 60歲的老先生強力水柱沖破皮背部皮

膚遭到感染產生病變 

2006/11 臺北北投 5歲女童泡湯5分鐘臀部潰爛一片，泉

水高溫或過酸灼傷所致 

2005/11 臺北 泡湯後，因受到水質污染感染，發生

毛囊炎，同時合併發燒現象，皮膚上

還出現膿皰。 

 合格衛生管理人

員之繼續進修 

 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 

 水質自我檢測 

 溫泉標章 

 循環過濾系統 

 遭糞便或嘔吐物

污染之緊急應變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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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2-3 2000-2008年5月溫泉相關事故傷害新聞案例整理（續二） 

發生時間 地點 事故傷害案例 預防方式 

2005/03 臺北 因泡溫泉時將溫泉水混合精油並塗抹

於身體，導致腹部皮膚潰瘍 

2004/05 臺中 因直接飲用溫泉水，導致感染性細菌

性腸炎（沙門氏桿菌） 

2003/02 臺北 以溫泉水柱衝擊後頸肩，但因水溫過

高及時間過長，導致肩頸大片的皮膚

潰瘍 

2003/01 新竹 泡完溫泉直接使用烤箱設備，導致角

膜炎 

 禁忌及注意事項

完整及正確性 

 

二、國外方面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對下列危險提出警告： 

 

（一）溺斃 

    hot tubs、spa與游泳池一樣的危險就是溺斃。從1990年開始，CPSC的報告中

有超過800件於spa和hot tubs溺斃的死亡案例，其中約1/5是5歲以下的兒童。消費者

無論是否使用spa，都應固定保持對兒童的安全視線（CPSC，2007）。 

    2008年5月CPSC發表溺水的估計傷害案例及死亡案例報告，報告中指出，平

均來說，2005-2007年間每年有2,700件游泳池及spa相關需進急診治療的溺水傷害，

在2003-2005年間每年有283件游泳池及spa相關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案例。2007年共

2200件游泳池及spa相關5歲以下兒童需進急診治療的溺水傷害低於2006年的3900

件，其中的差異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當2007年只有游泳池發生的傷害案例也低

於2006年的件數，此差異未達顯著差異。2005-2007年間需進急診治療的溺水傷害

案例和2003-2005年死亡案例大多數都是與游泳池有關。2005-2007年間的傷害案例

和2003-2005年死亡案例中，大約60％都是5歲以下的兒童。58％溺水傷害的5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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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兒童需進急診治療的案例，與同時期5歲以下的兒童只有5％需進急診治療。

2005-2007年間61％5歲以下兒童的傷害案例與2003-2005年間79％5歲以下兒童的

死亡案例皆是於住家中發生。 

（二）頭髮遭捲入 

    從1990年起，CPSC的報告中有43件（其中包括12件死亡案例）於spa、hot tub

或whirlpool中頭髮遭捲入的案例，因為受害者的頭部於水面之下使頭髮遭排水口捲

入，在一些案例中，孩童正在玩「憋氣」遊戲。消費者應該確定業者使用符合標

準的新型排水蓋，若是不能確定，則應向泳池或spa專業管理人確認（CPSC，2007）。 

（三）部份身體遭吸入 

    CPSC從1990年起知道74件因為排水口強勁的吸力而使身體的部份吸入，其中

有兩件因此導致截肢，並造成13件死亡案例。CPSC 所發展的標準中要求每個幫

浦需要兩個圓形的出水口，以降低若其中一個排水口堵塞而造成的強勁吸力

（CPSC，2007）。 

    2008年3月CPSC發表1999年-2007年與游泳池、spa、hot tubs、whirlpool有關之

遭捲入或吸入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在1999年-2007年有74件遭排水口捲入的案例，

其中有9件為死亡案例，63件為受傷案例。而遭排水口捲入的場所分為hot tub、spa

和whirlpool。hot tub和spa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因為與浴缸分開，而whirlpool與浴缸

緊接，所以只能單獨使用。游泳池共造成35件傷害案例，其中6件為死亡案例；hot 

tub和spa共造成26件傷害案例，其中有3件死亡案例；whirlpool造成13件傷害案例。

以遭排水口捲入的地點來看，於家中造成傷害的42例案例最多，其中7件為死亡案

例；其次為公眾場所的22例傷害案例，其中2例為死亡案例。以遭排水口捲入的年

齡來看，以5-9歲兒童的29件案例最多，其中5例為死亡案例；其次為10-14歲兒童

的26例，其中3例為死亡案例。以遭捲入的部位來看，以軀幹遭捲入的25例為最多，

其中3例為死亡案例，其次為四肢遭捲入，其中3例為死亡案例，再其次為頭髮遭

捲入11例，其中3例為死亡案例。以造成危險的事物來看，以限制吸入24例為最多，

其中3例為死亡案例；其次為外面的蓋子遺失佔12例，其中2例為死亡案例。 

（四）Hot Tub 的溫度 

    CPSC 已知因spa水溫過高而造成死亡的案例（接近華氏110度，攝氏43.3度），

高溫會導致困倦，也會導致喪失意識而溺斃，此外，身體的溫度上升會造成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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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亡。1987年CPSC發展溫度控制的規定確保spa的水溫不會超過華氏104度（攝

氏40度），而懷孕婦女和幼兒必須於醫師諮詢後使用spa。這其中的重點於業者應依

規定提供安全的硬體環境，而消費者對於規定也要有基本的認識，才能於使用時

注意是否符合規定（CPSC，2007）。 

    綜合以上國內外事故傷害的案例來看，執行安全管理對於預防消費者發生事

故傷害的重要性，設置安全的環境設施是業者最基本的責任，而對於環境設施的

維護行為也是很重要的管理工作，當事故傷害發生時，最能看出安全管理工作的

落實程度，所以應將執行安全管理視為例行常規工作，才能盡到營業責任及保障

消費者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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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溫泉安全管理相關規範 

    溫泉是臺灣地區極為重要且珍貴的資源之ㄧ，自1996年臺灣觀光局開始提倡

泡湯，並訂該年為「溫泉觀光年」以來，泡湯已逐漸蔚成一股風潮，要確保泡湯

的安全衛生，政府不斷的研擬及修訂相關法規條例並確實執行是個關鍵點，而業

者的落實程度也攸關消費者的安全權益，以下就溫泉安全管理相關法規進行整理

及探討。 

    於 1994 年制定，2005 年修正的「消費者保護法」之第 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

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說明商品或服務

之使用方法，維護交易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

之消費者保護措施。）及第 7 條（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

經營者，於提供商品流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皆

清楚的說明業者需要提供安全衛生的泡湯環境以供消費者使用。 

    1999年由行政院衛生署為加強各縣市營業衛生訂定「臺灣省營業衛生管理規

則」，此時開始對於浴室業等營業場所及從業人員之衛生管理做一規範，總則第9

條（營業場所負責人及衛生管理人員應接受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衛生講

習。），浴室業衛生規定更衣場所的衛生、所有提供給客人用具的衛生、浴池衛

生及禁止事項等項目，其中僅對業者做衛生講習之規範、通風換氣設備，沒有提

到浴室業安全設備之相關規定，但此規則於2002年廢止。 

    2000 年由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輔導臺灣省各縣市辦理營業衛生業務，

制定「臺灣省營業衛生輔導要點」，第 9 條第 1 項營業設施與環境中規定（空氣

保持清新、並有適當採光或照明。），第 9 條第 3 項從業人員之管理中規定（營

業場所設有專人負責管理衛生工作。營業場所負責人及衛生管理人員得參加當地

衛生局舉辦之衛生講習或訓練。從業人員之僱用名冊及健康檢查紀錄報請當地衛

生局備查。），第 12 條第 7 項規定（浴室設有通風換氣設備，使空氣流通，溫度

適當。），第 12 條第 9 項規定（業者得將下列 8 項情形標識或張貼於明顯地方，

並勸阻浴客入浴），本輔導要點於 2007 年 4 月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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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1 年制定，2005 年修訂之「臺北市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為加強管

理營業衛生，維護市民健康而制定，其中第 6 條規定（營業場所負責人應指定專

人為衛生管理人，負責管理衛生事項。前項衛生管理人員應參加主管機關或其審

查認可機構舉辦之訓練並經測驗合格者，始得擔任之。），第 13 條規定（營業場

所應依主管機關公告，於明顯處所，為各該營業種類衛生有關規定之標示。），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從業人員從業期間每年應接受主管機關或其審查認可機構舉辦

之講習。），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淋浴、更衣場所、休息室及走廊之照明度應在

五十米燭光以上。）及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浴間應裝設緊急求救設施，並備置外

傷藥品之急救箱）。 

       2003年由經濟部水利署制定，影響溫泉資源開發利用與管理甚鉅的「溫泉

法」審查通過，2005年全面施行，溫泉法中僅第十八條規定：以溫泉作為觀光休

閒遊憩目的之溫泉使用事業，應將溫泉送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

團體檢驗合格，並向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溫泉標章後，始得

營業。溫泉使用事業應將溫泉標章懸掛明顯可見之處，並標示溫泉成分、溫度、

標章有效期限、禁忌及其他應行注意事項是與溫泉安全管理相關的法規。而溫泉

法子法之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溫泉標章的認定標準為溫泉現地調查結果（至

少應包含溫泉水質特徵、泉溫、酸鹼度、湧出量、供給方式等檢驗項目）、溫泉

成分檢驗結果與泉質類別進行認證，未將安全管理有關設備及人才納入溫泉標章

的審核項目。 

    2005年制定，2006年修改之「臺北市營業場所衛生標示內容及溫泉浴池水質

衛生基準」，其中第4條規定浴室業的衛生標示至少應涵蓋的8項內容，第5條規定

溫泉浴室場所衛生標示至少應涵蓋的13項內容。對於衛生標示的內容始有明確及

一致性。 

    2007 年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廢止臺灣省營業衛生輔導要點，為確保營業

場所之衛生，維護國民健康，重新制定「營業衛生基準」，其中第 2 條第 3 項將浴

室業擴大為經營浴室、三溫暖、浴池、溫泉浴池、漩渦浴池(spa)或其他以固定場

所供人沐浴、浸泡之營業。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營業場所應指定專人為衛生管理

員，負責管理衛生事項。前述衛生管理員應參加主管機關或其審查認可機構舉辦

之訓練並經測驗合格者，始得擔任之；服務期間並應持續參加訓練課程），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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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規定（營業場所應保持空氣清新，密閉之空間應有空調設備；適當採光或

照明及環境整潔衛生），第 3 條第 6 項規定（營業場所應備簡易急救箱，其急救用

藥品及器材並應隨時補充且不得逾有效期限）。第 6 條第 4 項（大眾浴池採放水式

者，每日至少換水一次。每次換水時，浴池內、外應用清潔劑洗刷清潔），第 6 條

第 9 項(大眾浴池應備有水質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第 6 條第 10

項（浴室應維持空氣流通，密閉之空間應有空調設備。照度在 100 米燭光以上。），

第 6 條第 11 項（排水設施應每日疏濬，並保持暢通），第 6 條第 14 項規定（設有

溫度高於攝氏 38 度之浴池 (如：溫泉或漩渦浴池) 者，準用「溫泉標章申請使用

辦法」之規定，於浴場張貼浸泡禁忌及注意事項。前述相關規定或標識，應張貼

於明顯處所），第 6 條第 15 項（浴室之地面及台度採易清洗且防滑材料建築；地

面排水必須良好）。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浴場應設有衛生管理人員，並將其姓名牌

標示於營業場所明顯易見之處，衛生管理人員負責浴場衛生管理事項，並應參加

衛生講習或訓練），第 7 條第 3 項規定（業者應於每年營業旺季進行溫泉浴池水質

微生物自我檢測至少一次），第 7 條第 5 項規定（浴池使用期間，應保持浴池溢流

狀態），第 7 條第 6 項規定（浴池的進水口須高於浴池的水面），第 7 條第 7 項規

定（浴池的邊緣應高於洗浴場所的地面），第 7 條第 8 項規定（室內溫泉浴場需設

置通風設備），第 7 條第 10 項規定（應於浴場明顯易見處標示溫泉浴池之水質成

分、PH 值、水溫、浸泡之禁忌、緊急處理方式、微生物檢驗結果、進水口高溫警

告、水質淨化方法、浴池清潔頻率紀錄及注意事項等）。但因考量浴場設置急救鈴，

應始於建築物建造過程，以避免潮濕漏電，故未規範「浴場應設置急救鈴」。 

   另外，民間團體「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對於浴池水質衛生標準中規定，安

全設施標準應備有緊急警鈴、氧氣筒；領有 CPR 訓練合格證的員工；大眾池設有

溫度自動顯示器；以及浴場應有固定巡視人員。 

   美國方面，The Virginia Graeme Baker Pool and Spa Safety Act 法案促進了游泳

池、spa和hot tub的使用安全，強制規定使用避免吸入的設備和建立法定州的需要

某些必定條件的自願補助計畫，該法案自2007年12月20日生效，該法案由美國消

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進行管理。 

（一）預防捲入的設備，2008年12月20日開始生效，法案中規定需要： 

    安全的排水蓋。在美國，每個游泳池或spa的排水蓋商業間的製造、分布或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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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將符合美國國家標準經由美國機械設計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設計的ASME A112.19.8–2007合適的使用於游泳池、淺水池、spa

和hot tub，將由CPSC依據消費者產品安全規則強制執行此項標準的落實程度。 

（二）州自願補助計畫 

    CPSC將建立和管理經審核通過州的補助計畫，在2009年到2010年的會計年度

總計200萬美元將授權由CPSC撥出適當的款項，為了選出補助金的合格者，州必

須利用法定的某些設備，包括： 

1、柵欄 

    所有住宅露天的游泳池和spa都必須使用柵欄圍住入口，將能有效預防幼童擅

自進入和接近。 

2、預防吸入 

（1）新建的：每個游泳池和spa建蓋在州法令制定一年後將使用以下任一點： 

 每個吸入系統要有一個以上的安全排水的設備，或 

 一個或多個非封閉的排水口設備，或 

 沒有排水口 

（2）現存的：除了排水蓋之外，每個游泳池或spa都要有單獨主要的排水口，除了

非封閉的排水口，將裝備一個或多個以下的安全選擇—一個安全的真空釋放

裝置系統（safety vacuum release system，SVRS），或限制吸入出口系統，或

自動化幫浦關閉系統，或禁止排水，或其他CPSC所認證能有效預防吸入的系

統。 

3、資金 

    補助計畫管理州接受者是使用補助資金給 

（1）雇用和訓練執行員工和 

（2）游泳池的訓練手冊、游泳池業者和操作者、和其他法案中規定標準的公用會

員和關於預防孩童溺水或捲入。 

（三）公共安全教育 

    法案要求CPSC建立並實行游泳池及spa預防溺水及捲入公共安全教育計畫，在

2008年到2010年的每個會計年度經授權的500萬美元將適當的撥出給實行教育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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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以上與安全管理相關之現行法規整理如表 2-4，經統整後將安全管理相關

法規之規定歸納為 14 個項目：（一）補充及檢查急救箱用品、（二）維護緊急求救

鈴、（三）維護換氣設備、（四）維護採光設備、（五）維持地面及台度防滑材質之

功能、（六）排水良好、（七）浴池設計、（八）合格衛生管理人員之繼續進修、（九）

禁忌及注意事項完整及正確性、（十）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十

一）水質自我檢測、（十二）溫泉標章、（十三）循環過濾系統、（十四）員工 CPR

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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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溫泉安全管理相關現行法規之整理 

法位階 制訂時間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安全管理相關規定（條-款-項） 

法律 1994 年制

定，2005

年修正 

行政院消

費者保護

委員會 

消費者保

護法 

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

整及正確

性 

第 4 條  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

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

說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

法，維護交易之公平，提供

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

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

者保護措施。 

第 7 條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

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

於提供商品流通進入市場，

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

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

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

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

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

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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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溫泉安全管理相關現行法規之整理（續一） 

法位階 制訂時間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安全管理相關規定（條-款-項） 

急救箱 

緊急求救鈴

32-5 浴間應裝設緊急求救設施，並

備置外傷藥品之急救箱。 

換氣設備與

採光 

32-3 淋浴、更衣場所、休息室及走

廊之照明度應在五十米燭光

以上。 

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

整及正確

性 

第 13 條 營業場所應依主管機關公

告，於明顯處所，為各該營

業種類衛生有關規定之標

示。 

法律 2001 年制

定，2005

年修訂 

臺北市政

府衛生局 

臺北市營

業衛生管

理自治條

例 

相關規定 將溫泉浴室列入浴室業。 

 

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

整及正確

性 

第 18 條  標示溫泉成分、溫度、標

章有效期限、禁忌及其他

應行注意事項。 

法律 2003 年制

定，2005

年執行 

經濟部水

利署 

溫泉法 

溫泉標章 第 18 條  以溫泉作為觀光休閒遊憩

目的之溫泉使用事業，應

將溫泉送經中央觀光主管

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團

體檢驗合格，並向直轄

市、縣（市）觀光主管機

關申請發給溫泉標章後，

始得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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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溫泉安全管理相關現行法規之整理（續二） 

法位階 制訂時間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安全管理相關規定（條-款-項） 

急救箱 3-6 備急救箱，急救藥品需補充且不

得逾有效期限。 

換氣設備

與採光 

3-5 換氣設備與適當採光照明。 

6-10 換氣設備與照明 100 米燭光以

上。 

7-8 通風設備。 

防滑 6-15 地面及台度防滑。 

排水良好 6-11 排水設施應每日疏濬，並保持

暢通。 

6-15 地面排水必須良好。 

浴池設計 7-6 浴池的進水口須高於浴池的水

面。 

7-7 浴池的邊緣應高於洗浴場所的

地面 

合格衛生

管理人員

之繼續進

修 

3-1 設置合格衛生管理員，服務期間

持續參加訓練課程。 

緊急應變

措施 

6-9 大眾浴池應備有水質遭糞便或

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 

命令 2007 年制

定 

行政院衛

生署疾病

管制局 

營業衛生

基準 

水質自我

檢測 

7-3 業者應於每年營業旺季進行溫

泉浴池水質微生物自我檢測至

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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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2-4 溫泉安全管理相關現行法規之整理（續三） 

法位階 制訂時間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安全管理相關規定（條-款-項） 

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

整及正確

性 

6-14 張貼浸泡禁忌及注意事項。 

7-1 衛生管理員之姓名標示於明顯

處。 

7-10 標示注意事項與警告標示。 

命令 2007 年制

定 

行政院衛

生署疾病

管制局 

營業衛生

基準（續）

相關事項 2-3 將溫泉、SPA 列入浴室業。 

※考量浴場設置急救鈴，應始於建築

物建造過程，以避免潮濕漏電，故未

規範設置急救鈴。 

 

命令 2005 年制

定，2006

年修改 

臺北市政

府衛生局 

臺北市營

業場所衛

生標示內

容及溫泉

浴池水質

衛生基準 

 

禁忌及注

意事項完

整及正確

性 

第 4 條  浴室業的衛生標示至少應

涵蓋的 8 項內容。 

第 5 條  溫泉浴室場所衛生標示至

少應涵蓋的 13 項內容。 

 

緊急求救

鈴 

應備有緊急警鈴、氧氣筒 

員工 CPR

訓練 

領有 CPR 訓練合格證的員工 

  中華民國

溫泉觀光

協會 

浴池水質

衛生標準 

合格衛生

管理人員

之繼續進

修 

浴場應有固定巡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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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營業衛生管理較偏向地方自治事項，目前全臺僅有臺北市、高雄

市、桃園縣、新竹縣、金門縣及連江縣等六個縣市政府訂定縣市營業衛生管理自

治條例，未訂定自治條例之縣市，爰用「營業衛生基準」作為輔導業者之衛生規

範（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7）。但由於地區特性不同，能因地制宜制定縣

市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是較好的選擇；且業者如經衛生局輔導後仍未達衛生規

範，其行政處分是依照各縣市自治條例來處理，若該縣市未制定自治條例，對業

者的規範力可能不足。 

    就衛生標示的項目規定，營業衛生基準與溫泉浴室場所衛生標示所規定的項

目中有差距，以溫泉浴室場所衛生標示較詳細，而溫泉法中對於溫泉標章僅規定

標示溫泉成分、溫度、標章有效期限、禁忌及其他應行注意事項等，對於禁忌的

規定也無標準項目，法規規定項目不一，業者遵守時也會感到無所適從，除了盡

快訂定縣市的自治條例外，建議可以將溫泉法及各縣市的自治條例做整合，以免

出現標準不一而影響消費者的安全。美國的 The Virginia Graeme Baker Pool and Spa 

Safety Act 法案中也特別規範預防捲入或吸入設備、自願補助計畫及公共安全教育

等項目，也都是臺灣目前沒有規範的，而這些面向也提供臺灣未來修改法規參考

的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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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溫泉安全管理執行情形 

    國內對於溫泉業者的規範以縣市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為基準，未訂定自治

條例之縣市，則爰用「營業衛生基準」作為輔導業者之衛生規範，尚未發展對溫

泉安全管理方面的標準建議措施。相對的，業者對於安全管理的安全管理執行現

況又如何呢？ 

    縣市衛生局皆會針對浴室及溫泉業者進行衛生稽查，以臺北縣衛生局為例，

泡湯旺季(每年 10 月份至次年 2 月份)，每個月都會針對各商家進行 2 次水質抽驗，

每年 3 月份到 9 月份，每個月對各商家進行 1 次水質抽驗，每 3 個月進行營業衛

生稽查工作，以督導業者進行自主衛生管理，包含：大眾浴池每日至少換水 1 次、

每日營業時間結束後以消毒水清洗浴池及地板…等（臺北縣政府衛生局，2008）。

但是以衛生局所公佈的稽查結果，主要是以水質檢驗為主，安全管理的部分較少，

且多少民眾於消費前會先去衛生局網站搜尋不合格名單，發布管道可以再貼近消

費者。 

   根據消費者文教基金會(2003)於大臺北地區，陽明山、北投、烏來等三處溫泉

區，針對各溫泉旅館、營業處所進行調查。調查項目鎖定在安全設施與警告標示。

其中警告標示的調查指標係根據臺北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 90 年 10 月公告之「溫

泉浴室場所衛生標示」：（一）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禁止入浴、（二）飲酒過量顯有醉

態者禁止入浴、（三）攜帶寵物者禁止入浴、（四）患有高血壓、心臟病、糖尿病

等慢性疾病者，不宜入浴、（五）惡性腫瘤及多發性硬化症病患不宜入浴、（六）

血友病患及皮膚敏感度差、感覺障礙病患不適合入浴、（七）飽餐及空腹不宜入浴、

（八）入浴前請徹底淋浴及卸妝、（九）泡浴時間每次以不超過十至十五分鐘為原

則、（十）年長及年幼者請由親人陪伴入浴、（十一）現場標示水溫、酸鹼值及緊

急狀況之處理方式、（十二）泡浴中若有任何不適，請立即離池並通知服務人員、

（十三）本場所若有任何待改進事項，歡迎立即向服務人員反映（並標示服務人

員姓名及聯絡方式）。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一）27％的業者沒有警鈴設備。（二）50％的業者沒有

標示溫泉的成份。（三）27％的業者未標示泉水溫度。（四）在警告標示方面，42

％的業者未標示「惡性腫瘤及多發性硬化症病患不宜入浴」比例最高；有 3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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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未標示「血友病患及皮膚敏感度差、感覺障礙病患不適合入浴」；23％未標示

「飽餐及空腹不宜入浴」；15％未標示「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禁止入浴」及「泡浴時

間每次以十至十二分鐘為原則」；8％的未標示「飲酒過量顯有醉態者禁止入浴」。

此外，烏來區業者標示不周全的家數最多，以上各項目不僅影響消費者「知」的

權益，甚至隱藏安全疑慮。 

    2007年消基會針對北區10家溫泉業者，進行湯屋內安全告示調查，並同時進

行求救鈴測試，以暗訪的方式，調查業者處理緊急情況的態度，調查項目包括：

是否在湯屋內公告安全須知？各家業者是否有設置求救鈴？調查義工使用求救鈴

後，業者趕到的時間長短？（臺大醫院衛教知識指出，黃金急救時間為4～6分鐘，

故調查人員等待時間以5分鐘為準）。 

    調查結果為其中 1 家業者未在湯屋內設置泡湯須知-佔 10%；2 家業者所設置

的求救鈴形同虛設-佔 20%，在義工按下求救鈴後五分鐘，都沒有服務人員到場詢

問；1 家業者僅遠距大喊「有無人按鈴？」，未到達房門關切-佔 10%；在義工按下

求救鈴後，僅聽見服務人員在遠距大喊「哪一間?」，當義工開門回應時，服務人

員已不在現場；2 家業者所設置的求救鈴過遠-佔 10%，此次調查中，其中 2 家求

救鈴設置在門邊，距離浴缸分別約 221 公分及 158 公分，若消費者發生意外，還

要離這麼遠的距離才能按到求救鈴，實在有危險之虞。 

    2007 年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與經濟部水利署、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

建署、消防署、行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消保官，針對臺北市溫泉場所的標示、建管、

消防及衛生等進行查核，以維護泡湯消費者權益。溫泉場所的標示及衛生管理的

查核結果如下： 

(一) 溫泉標示方面：全國溫泉業者約有 500 多家，擁有政府頒發之溫泉標章僅有

宜蘭縣礁溪「湯圍風呂」及苗栗縣「錦水溫泉飯店」2 家，比例過低。查核

溫泉標示之缺失如下： 

1. 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 9 條標示「使用溫泉注意事項」：共查核

74 家，未依規定標示有 28 家，占 37.84%；其中完全未標示 9 家，占 12.16%；

標示不完全 19 家，占 25.68%。 

2. 溫泉進水口高溫警告：共查核 74 家，未標示有 50 家，占 67.57%。 

3. 標示溫泉請勿飲用：共查核 74 家，未標示有 64 家，占 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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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眾池標示溫度：共查核 155 家，未標示有 25 家，占 16.13%。 

5. 溫泉池邊設置急救鈴：共查核 155 家，24 家未設急救鈴，占 16.13%。 

（二）衛生管理方面 

1. 溫泉池清潔：共查核 155 家，有 3 家不合格，占 1.94%。 

2. CPR 急救員：共查核 74 家，有 15 家未設置，占 20.27%。 

    2007 年所發表的「溫泉會館衛生安全管理及公共浴池滿意度之調查分析—以

關子嶺地區為例」，針對 9 家業者在安全方面、設備方面、衛生方面及附屬產品方

面進行深度訪談，其安全方面、設備方面、衛生方面摘錄與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安全方面 

1. 在大眾池方面，在水溫、pH 值或警告標示的設置上有 3 家（37.5％）業者

有設立，5 家（62.5％）業者則沒有設立，1 家業者無大眾池。但其中有些

業者警告標語格式與內容與溫泉協會所規定的內容不符，其原因可能為業

者對警示標語認知不同或是沒有明確規定。 

2. 在湯屋方面，有 5 家（55.6％）業者有設立水溫 pH 值或警告標示，4 家（44.4

％）並無設立，但有業者以營業及隱密性為由，無法得知其確實性。 

3. 在泡湯場所的固定巡視人員及是否有急救相關證照中，有 8 家（100％）

業者在泡湯場所皆有固定巡視人員，但只有 3 家（37.5％）的安全人員有

急救相關的證照。 

（二）設備方面 

1. 在溢流系統方面，有 7 家（87.5％）業者有設立，只有 1 家（12.5％）沒

有設立，在本研究訪問當中，某些業者不了解浴池溢流系統，顯示業者管

理素質不一。 

2. 在湯屋通風設備方面，全部的業者皆有設置。 

（三）衛生方面 

1. 全部的業者皆有做溫泉水質衛生檢測紀錄或定期檢驗，但是業者都無法解

釋清楚如何消毒及水質檢測紀錄表。 

2. 在泡湯場所每週清洗頻率中，雖然溫泉業者均每週清洗 2-3 次以上，但本

研究並無法得知實際的清洗狀況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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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以上調查及研究結果整理為表 2-5，可清楚看出溫泉本身標示、警告標

示、緊急求救鈴及 CPR 人員/證照等 4 項是所有調查研究中較統一的項目，而在溫

泉本身標示方面，未清楚標示佔 27％-62.5％；未清楚標示警告標示佔 8％-42％；

未設置緊急求救鈴佔 16.13％-27％；CPR 人員/證照方面，未設置則佔 20.27％-65.5

％。其中依序以 CPR 人員/證照、溫泉本身標示、警告標示及緊急求救鈴為需要改

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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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溫泉安全管理安全管理執行現況調查及研究結果統整 

調查

研究 

溫泉本身標示 警告標示 緊急求救

鈴 

CPR 人員/證

照 

其他 

A  50％的業

者沒有標

示成份 

 27％未標

示溫度 

 

未標示的項

目分別為 8

％-42％ 

27％沒有

警鈴設備 

◎  

B ◎ 10%未在湯

屋內設置 

20%求救

鈴形同虛

設 

◎ 10%求救鈴過遠 

C ◎  37.84%未

依規定標

示 

 12.16%完

全未標示 

 25.68%標

示不完全 

16.13%未

設急救鈴 

20.27%未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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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2-5  溫泉安全管理安全管理執行現況調查及研究結果統整（續一） 

溫泉本身標示 警告標示 緊急求救

鈴 

CPR 人員/證

照 

其他 

 大眾池 62.5％未設立 

 湯屋 44.4％未設立 

◎ 62.5％沒有

證照 

 12.5％沒有設立溢流系

統 

 全部的業者皆有設置通

風設備。 

 全部的業者皆有做溫泉

水質衛生檢測紀錄或定

期檢驗。 

溫泉業者均每週清洗 2-3 次

以上。 

註：1、A-消費者文教基金會(2003)；B-消費者文教基金會(2007)；C-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2007）；

D-溫泉會館衛生安全管理及公共浴池滿意度之調查分析—以關子嶺地區為例         
2、◎代表該調查或研究中未包含此項目 

    國外方面， CPSC 於 2005 年針對業者發展出「使游泳池及 spa 更安全：預防

吸入危險指導方針」，其中包含 3 個指導方針，分別敘述如下： 

（一） 新的設施包括完全隱匿於水下的出水口，每個幫浦最少需要兩個出水口，

與輸送管之間至少 3 呎的距離，是減少吸入的一個策略。若是現存的游泳池、

spa 和 hot tub 只有一個無論是否具過濾功能的出水口，有以下的建議措施：如

果情況允許，重新制定具有最少兩個出水口的出水系統，並且考慮設置減少吸

入或幫浦故障時的輔助系統，來避免這些未預料到的事件發生。 

（二） 如果排水蓋未做最大流動率適當的標誌，和指出通過 ASME/ANSI 測試的符

號，則必須關上幫浦及負起承擔的責任。 

（三） 每個設備均發展廣泛的保養計畫，這裡提供檢查清單作為協助此計畫的工

具（見表 2-6），保養計畫應包含下列 3 項規定：1、若是排水蓋破裂、損壞或

遺失，立即關上幫浦並重新放上新的排水蓋。2、排水蓋大小應符合製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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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游泳池和spa吸入危險檢查清單 

日期 

檢查者 

名稱 

建商 

過濾室和游泳池於填充前和週期維護和清潔程序後須檢查的項目 

□合適的排水蓋設備並檢查是否有破損 

□排水蓋堅固並正確的固定於廠商所建議的位置 

□如果適當，根據廠商提供之操作說明進行測試及操作 

□適當巡視設備 

□檢查過濾器是否阻塞 

□標示所有的開關和過濾器及其功能 

□於適當的地方放置真空設備 

□清楚標示運行幫浦開關的位置 

每日檢查清單 

□主要排水口、真空裝置入口的設備是安全且完整的（每小時） 

□檢查過濾器是否堵塞（每小時） 

□適當的於池邊設置緊急處理方式及電話之警告標示 

□清楚且明顯標示幫浦開關，並幫浦開關需在明顯處 

                                         資料來源：CPSC，本研究譯 

    由以上調查及研究結果而言，雖然法規中有明確規定，但業者的執行程度有

待加強，溫泉安全管理的面向複雜，調查項目需要周延的考慮是否能完整反應出

安全管理的現況，而法規又是執行安全管理的低標，故本研究以法規項目及專家

實務經驗為調查項目，期望能建立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的資料庫（database）。

而美國所發展的業者檢查清單也提供未來發展出適合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自我

檢查清單，提升安全管理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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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安全管理的影響因素 

    目前關於安全管理的影響因素方面的文獻較少，而針對溫泉安全管理方面的

文獻更是乏善可陳，依據現有的文獻歸納出業者執行安全管理之認知、態度為2個

影響因素；勞工安全管理方面，僅有2001年「影響安全管理之關鍵因素研究──以

臺灣製造業為例」此篇論文中影響因素為政策、組織、規劃、執行與稽核等5個關

鍵因素，以下逐一探討。 

 

一、認知 

    研究中發現溫泉業者缺乏執行安全管理之認知，像是楊欣宜（2004）的研究

結果指出消費者與經營者對硬體設施與實質環境安全認知差異中，經營者應對安

全、緊急設施與環境水質清潔更加注意。在王月鶯、李世昌及王瑋榛（2007）於

訪談溫泉業者時發現，某些業者不了解浴池溢流系統，顯示業者管理素質不一。

陳家勉（2007）也在其研究中發現目前溫泉旅館的從業人員普遍缺乏基礎的溫泉

知識。 

    當經營者與消費者認知不足時，將使區內的設備、活動規劃等軟硬體設施的

設置產生偏誤而發生危險。(行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1999；交通部觀光局，2000；

武麗君，2001；賴珮如，2001；徐唯正，2002；陳肇堯、胡學彥，2002)。許多溫

泉業者隨便挖個池子，貼上石頭，灌入溫泉水就可營業，頂多了不起裝幾個噴頭

就號稱溫泉SPA，但卻不知噴頭的功能何在？溫泉泉質成份、含量與功用為何？通

風不良的溫泉浴室容易導致因泡溫泉而血壓上升的民眾昏迷或休克，加上通風不

佳容易結露，較冷的結露水下滴在民眾身上會引起不快，業者全然不知，事實上

溫泉是個極為專業的事業，是需要業者努力去學習與經營。(徐唯正，2002；李明

遠，2000)。 

 

二、態度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1995）訪問了 301 間工廠並進行問卷調查和工作環境

的評估及測試。問卷分為管理階層(包括企業的僱主)問卷及工人問卷。結果如下：

工廠在經濟、技管理人員對工作環境不但要有安全及衛生知識和潛在危險的警覺

性，還要有對安全和衛生正確的態度。管理人員對於“建立一個安全和衛生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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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有助於長遠地減少工業意外”的信念將對改善安全和衛生狀況產生正面的影

響。事實上，具有這種信念的管理人員意味著他們承認建立一個安全和衛生管理

系統對企業具有長遠利益和價值。在另一方面，如果管理人員相信“因為意外的發

生是隨機的，所以沒有必要建立一個安全和衛生系統”，工廠在具有這類錯誤觀點

管理人員的管理下，安全和衛生工作就會做得很差。根據“理性行為論”， 信念是

態度的基礎。這些信念來自直接觀察、外來的信息或群體的觀點等。如果管理人

員相信，在安全和衛生上投資（比如說，建立安全和衛生管理系統）將只是增加

開支而無補於工廠的生產或盈利時，他們一定拒絕這種投資。另一方面，主觀規

範也是態度的基礎，管理者對安全和衛生投資與否也受其家人和他們商業上朋友

信念或觀點的影響。  

    林楨中、戴基福（2004）指出，從意外事件發生的過程來看，工作者的安全

態度乃是情境變項與個人變項影響不安全行為或意外行為的重要中介變項。換言

之，組織的安全管理與員工的個人特質交互作用，可能會先影響勞工個人的安全

態度，再影響其安全行為。 

   根據National Safety Council 的研究顯示，管理態度對於員工工作安全認知具有

顯著的影響（Asfahl,1984）。Thompson et al.（1998）指出任何一個員工，如果周

遭的人經常受到工作傷害，那麼他必然會對工作安全性給予較低的評價。因此如

果員工認知其工作是安全的，則會有較少的意外事故發生，相對的如果認知其工

作是危險的，則意外事故頻率會增加（引自蔡明田、陳本明、莊立民、蔡皓鈞，

2003）。 

 

三、政策 

    英國安全衛生執行處（HSE）在其「成功的安全衛生管理」中提及，安全政策

的影響力遍及所有作業及決策，包括資源與資訊的篩選、作業系統的操作與設計、

產品與服務的設計與提供、廢棄物的控制與處置。無疑的，安全政策影響深遠。

高階主管可提供資源與支援、負責政策之擬定、設定SMART 目標(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alistic, Time)、衡量績效並審查整體系統（HSE，1992），

故安全管理如能獲得高階主管之賦權充能(empowerment)，可說成功一半，所以高

階主管的承諾變成此因素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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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 Goetsch則認為要使安全成為全球性競爭策略的基礎，就應訂定包括

安全遠景(Vision)及導引原則(Guiding Principles)，安全使命(Mission)及目標

（Objectives）。而獲取高階承諾是推動全面安全管理(TSM)的第一步，因為安全

要成為組織策略計劃裡最優先的策略，且要投入充分資源以及要對安全績效進行

監控、評估、獎賞，則高階主管的支持與承諾是絕對必要的（Goetsch,D.L.，1998）。 

    杜邦公司定義的安全政策包括(1) 安全使命(Mission)──企業欲完成之目標

(Goals)。 (2)安全哲學(Philosophy)──視之為真，奉行不渝且盡心維護之想法。及 (3)

指導原則(Principle)──願遵行之指引(Guidance)，以使哲學轉換成行動等三個部

份。在訂定這些安全政策時，有賴於企業各級主管共同溝通、討論、並將之明定

公告（朱華基，1999）。『保護人力與物力資源是節省成本的不二良方』，這是

英國HSE的基本信念，因為意外事故發生，伴隨而來的是財產、廠房、產品與環境

的損失、製程的損失與意外事件責任的增加。反之預防事故於未然則有損失控制

的益處，包括缺席率降低；工作滿意度提高；經由向心力、合作度與能力等的提

升，使得整體安全與效率也跟著上揚。故安全政策能確保系統化的進行風險辨識

作業並提供充分的資源以控制風險，因而可將事故造成的損失降至最低（HSE，

1992）。 

    無論於哪個場域執行健康促進工作，得到關鍵人物(key person)支持絕對是首

要的工作，他對後續工作之推展影響甚大，而政策必須得到關鍵人物同意後才有

可能成形，在溫泉此休閒產業，關鍵人物便是主要的經營者，推動安全管理工作

時，或許可以用其相關利益來獲得支持，像是正確執行安全管理工作不僅是遵守

相關法律規範以免受罰、萬一消費者發生安全危害時可以減少法律糾紛、建立業

者安全形象以吸引消費者等，再者就是業者之empowerment，使其有能力訂定其安

全目標及措施，將安全管理納入經營管理之中。 

 

四、組織 

    在明確的策略及目標指引之下，安全組織的設計應利用全員參與，擴大個人

與團體的貢獻，其功能在於建立及維持企業內部管理控制、鼓勵員工相互支援及

充分合作，促使安全成為人人努力的目標、確保重要資訊能在企業內部有效傳達

及確保員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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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績效卓著的事業單位會把安全的作業及組織架構做成書面資料(HSE，

1992)，此外，也利用指導書與績效標準詳細規定誰做什麼、何時做、以及必須達

到的效果。所以明定組織職掌是達安全管理團隊有效運作的必要手段。全員全方

位的參與、投入安全活動是為了有效控制風險，因為知識與經驗的集思廣益是風

險控制的成敗關鍵。 

    建立安全衛生委員會及類似組織(如員工安全意識提昇委員會、事故調查委員

會、製程危害分析小組等)是確保員工能正式參與安全控制作業的方法。安全衛生

委員會的另一功能是協助或主導安全管理的推動，因高層主管不可能參與所有營

運的細節，不可能做所有的決策，不可能執行所有的功能，所以安全衛生委員會

就像足球隊的教練團，須確保安全管理在推動或實踐過程中，企業的安全指導原

則能被有效的遵循(李金泉、袁宇熙、葉品逸，2006)。 

    除了安全衛生委員會的組成，David L. Goetsch（1998）亦強調推動人員

(Facilitator)之重要，推動人員有建議政策、規劃推行細節、監督安全管理推動、通

知及勸導委員會等功能，安全推動人員須具有使命感、熱情以及充實之專業知識、

規劃、溝通協調等能力。且企業內推動安全管理的組織一定要能善用外界資源以

收事半功倍之效，故能有效運用政府資源與民間資源，是安全管理推動成功的另

一因素。 

   在溫泉業方面，先將安全視為業者的重點政策之ㄧ，使全體員工認為安全管理

是大家的責任，而不是只有推動者的責任；可以將法定的衛生管理員、負責設備

維護人員、定點巡視浴場人員等組成安全管理團隊，其中衛生管理員為主要推動

者，明訂團隊成員的工作職責，並可利用此團隊負責員工及消費者之安全教育；

而與社區資源的連結也很重要，像是建立責任醫院、緊急救護流程等，進而更有

效的推動安全管理。  

 

五、規劃 

    規劃須考慮的因素為風險評估、法令或其他規定和管理機制(BS8800)。杜邦公

司在其Corporate Standard SHE Standard S25A提及，危害首重預防，風險評估的目

的即在對危害加以辨識（朱華基，1999）。Bob Anderson指出危害是具潛在性特性，

會造成人員死亡、職業性傷害、職業病；或可能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生產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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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附近社區和居民構成傷害、不適或恐慌的物質、設備或操作。風險是包括潛

在危害發生的頻率（Frequency）與後果或嚴重度(Consequency)兩項因素，它是此

二者相乘後的組合指標。若危害控制若採管理改善，則要有標準作業說明書

(SOP)，這是針對工作場所內製程每一操作階段和可能的作業狀況，提供清晰的書

面操作或作業指引，使相關的員工有遵循的依據，並可安全的完成工作（李俊民，

2001）。  

    除了有隨時可取閱的書面標準作業程序外，更應讓作業人員知曉作業環境的

潛在危害(朱華基，1999)。很多工廠所發生的災害事件是導因於操作人員或維修人

員所做的改變，使操作條件偏離了安全範圍，故應有變更管理程序，使工廠內設

施、製程或人員的變更，都能事先經過風險評估，並採取控制措施以及建立事後

檢查及追蹤管理系統。變更管理需有專業背景且經驗豐富的人員來審核各部門所

提出的變更提案，以確保這些改變不會導致製程操作條件偏離所設定的安全操作

界線。   

    ISA S84.01指出，製程設備必須經由適當的設計、建造、安裝和維修保養以減

少物質外洩或設備異常的風險，因此必須建立設備品保及預防保養方案。品保方

案旨在縮小設計到安裝之間的差異，亦即確保外包廠商、施工人員、監造人員均

充分了解設計規格(specification)，並依設計規格施工安裝。預防保養方案則建立一

套機械及設備完整性之維修保養計畫，以確保設備能維持正常運作。品保作業包

括1.於新廠的營建和設備建造階段，品保作業須視製程的應用做適當調整，以符合

製程需要。2.查驗、檢查程序可確保設備適當的安裝，而且符合設計規格製造商之

指示。3.確認維修用物料、備用設備均符合本製程可運用之規格（朱華基，1999）。 

    在溫泉業方面，除了明訂安全團隊內的工作執掌，還需對整體安全管理工作

做詳細的規劃，此部份可以就法律規範、業者特色等進行考量，以訂定出個別化

的安全管理工作，並將其製作成標準作業說明書(SOP)，以讓每個員工都能有執行

的依據；也必須仰賴安全管理知識、安全管理技能與安全管理的硬軟體設施等三

方面的互相配合，再自行評估現況，進而依據所規劃及不足之處，建立正確的安

全管理態度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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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執行 

    對安全文化的推廣作業而言，以身作則是非常重要的(HSE，1992)。管理階層，

尤其高階主管的親自示範安全目標的重要性及意義，具有強大的說服效果。管理

階層的壞榜樣亦會產生副作用，因此言行必須一致，主管用來表現決心的方法有：

管理階層或高階主管定期進行涵蓋整廠或整個作業系統的『安全視察』，這種視

察並非鉅細靡遺的查驗，而是用來彰顯管理階層的決心及興趣，並且讓他們親眼

目睹好績效或壞績效的實例。由高階主管主持定期召開的安全衛生委員會、或其

他諮詢會議。管理階層積極參與意外事故、職業病與事件的調查作業。 

    『人是安全的關鍵因素』，如果希望員工能在安全方面發揮最大的功能的話，

就必須設法確保所有員工（包括管理階層）都能充分勝任。所有的員工都必須要

能以符合安全的方式工作；管理階層必須了解相關的法規及如何有效的管理安全

作業。相關安排包括：召募及安插作業，以確保員工（包括各階層的管理人員）

的體能及心態，符合工作規定的能力，或者都可以從訓練及經驗中補強。確保員

工缺席時的職務代理制度，尤其是負有重大安全責任的員工。對勝任力來說，訓

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鞏固員工勝任力的理由，就是為了要讓個人或部門能在安

全作業上，提供最大貢獻（洪根強、陽明枝、曾傳銘，1996）。 

    BS 8800規範事業單位對危害事故報告及調查，應建立完備的程序，其主要目

的是預防其他危害事故發生（于樹偉，1998）。危害事故發生通常是安全管理系

統失效的明證，故分析事故發生的原因時，除找出導致事故之基本原因外，亦應

檢討安全管理系統之缺失。製程安全管理同時提到，在事故調查溝通過程，可幫

助相關人員學習相關經驗，增進員工對其工作流程與環境之瞭解。此外，對可能

之緊急事件做深入的計畫是必需的，如此才能確保廠區人員有效地應變，並與支

援的社區應變組織密切地配合。這些措施包括 (1)實施後果分析以決定可能發生之

緊急事件類型及規模 (2)對這些緊急事件規劃合適的應變措施，供廠內外緊急組織

採用 (3)設定負責執行及協調的人員或職務 (4)發展廠區之緊急應變及控制計畫並

與社區結合(5)制定中止危害物洩漏及防止發火及爆炸之行動 (6)指定個人角色 (7)

發展並執行訓練 (8)設計並實施演練 (9)稽核系統(李金泉、袁宇熙、葉品逸，2006)。 

    在溫泉業方面，每個員工都能於安全管理工作上各司其職是最重要的一環，

而員工如何能正確執行安全管理標準作業流程，員工訓練是很重要的項目，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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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瞭解執行方式是預防事故傷害最重要的方式之ㄧ；而除了常規的安全管理工作

之外，還需對可能發生的事故傷害做緊急應變措施，像是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之營業衛生基準中的大眾浴池應備有水質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變措

施，或是針對常發生的事故傷害訂定緊急應變措施，像是溺斃、休克、燙傷等項

目，如此一來，預防、處理兩項觀念同時並進，使安全管理工作更為縝密。 

  

七、持續改善 

    安全成效卓著的事業單位，依照預定的計畫與標準量測績效，評估執行進度

與成效，以確認改善行動方案。監督作業的進行不僅顯現管理階層對貫徹安全整

體目標的決心，同時也是推動積極的安全文化所不可或缺的。 

所需系統有兩種型態： 

（一）監督計畫的達成與標準符合度的主動式(pro-active)系統。 

（二）監督意外事故、職業病、事故與其他不符合安全衛生標準之事實等的被動

式(re-active)系統，例如危害報告。 

    主動式監督系統在意外事故、職業病或事件發生前，就可以提供有關績效方

面的重要資料，它檢查績效標準的符合度與特定目標達成度，它的主要用途在於

量測達成度並透過獎勵表現而非懲罰失敗，以強化良性表現。被動式系統監督意

外事故、職業病與事故，它需要掌握並通報：傷害與職業病的案情；其他方面的

損失，例如財產的損毀、事件（包括可能會造成傷害、職業病或損失的事件）、

危害、績效標準的缺失或遺漏之處。安全成效卓著的事業單位，績效審查是安全

管理控制最後的一環，它構成促使事業單位建立和維持的風險管理能力在顛峰狀

態所必備的（姚自強，2003）。 

    稽核也是確保安全管理不斷發揮功效的必要條件，如同有效的安全管理系統

中的其他要項一樣，稽核與審查作業，也必需建立績效標準，並予以監督。它的

目的在於針對規劃與控制系統的確認性與可靠性，進行獨立的評估。稽核作業是

藉由提供管理階層有關規劃與績效標準之執行與成效方面的資料，以輔助監督作

業。它同時也檢查政策制定、組織、規劃、執行、量測與績效審核各項之作業的

可靠性、效率與成效。稽核作業可同時提供定性和定量的安全績效。審查是一項

評斷績效的完備性和決定改善措施的方式與時機的作業，一如其他安全管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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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必須建立適當的績效標準以確認責任歸屬、時機與審查系統。審查作業的主

要目的與規劃作業的目標相互呼應，而且是用來確保：(1)安全政策的維護與發展； 

(2)一個有效率的安全組織與積極的安全文化的維護與開發； (3)績效標準以及專門

控制安全系統和特定風險的通報系統的維護與發展（洪根強、陽明枝、曾傳銘，

1996）。 

    稽核形同於健康促進工作中之評價（evaluation），是判斷實務工作是否達成

預期目標的過程，藉以檢討成效、策劃未來；主動式系統類似於過程性評價，適

用於工作的執行階段，以確保工作執行的完整性，此項評價像是定期檢查設備的

維護日期是否符合標準、急救箱內的物品是否於有效期限內等，而平時應建立評

價的標準，像是訂定兩星期檢查急救箱一次，檢查的人員及檢查的項目等都應該

建立規定；而被動式系統是事故傷害發生後的記錄，藉瞭解過去經驗發展預防之

道；同時應該定期公佈評價結果，以繼續持良好部份及改進缺失，且創造員工共

同為安全而努力的氣氛。 

    由以上安全管理之影響因素可知，認知與態度影響執行安全管理行為，而政

策、組織、規劃、執行與持續改善為一個循環的過程，彼此之間環環相扣互相影

響，雖然是勞工安全管理的影響因素，但也可以應用於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方

面。 

   本研究主要是檢核法規所規定的 14 個項目加上影響因素的項目（政策、組織、

規劃、執行與持續改善）為執行程度為現況的依據，及安全管理認知、態度融入

研究架構中，探討認知、態度對執行安全管理的影響及業者的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最終期望將現況結合安全管理之影響因素發展一套溫泉安全管理的機制，其中包

括預防、妥善處理及檢討重建全面性的策略，落實溫泉安全管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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