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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建立完善之環境稽查樣品監管作業，以提昇樣品檢測結果之證
據力，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規範所稱環境稽查樣品之監管，係指環境稽查樣品採集、保
存、運送、接收、檢測、保留及廢棄等過程，就樣品所為之管理、
保全維護及相關佐證紀錄文件之製成等作業，其作業流程如圖
一。
三、 本規範適用於各級環保機關（單位）依法執行各項環境稽查業務
時，所採集供後續檢測樣品之監管。受各級環保機關（單位）委
託辦理環境稽查樣品採樣或檢測之機關（構）亦適用之。
各級環保機關（單位）或受其委託辦理採樣或檢測之機關（構）
所使用之其他不同名稱的紀錄文件，若具有等同本規範所提各項
紀錄文件或簿（本、表、單）之內容與功能者，得單項或多項取
代之。
四、 本規範對於環境稽查樣品監管之規定如下：
（一） 樣品採集與保存
1. 採集樣品時，應指定採樣人員之一為採樣場址樣品監管人，負
責現場樣品於轉（委）交送樣單位、貨運業或郵寄前之管理與
保全維護作業。
2. 現場採樣人員應填製採樣現場監管紀錄文件，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1）計畫或專案名稱（編號）
（2）採樣場址（3）採樣點位
置（4）採樣日期時間（段）（5）樣品種類特性（樣品來源之
行業別、基質、外觀、顏色或危害性等）
（6）樣品採集方式（如
混樣或抓樣）
（7）樣品編號（8）樣品數量（9）盛裝容器（10）
保存方式（11）檢測項目（12）現場已執行檢測項目與檢測結
果（13）採樣人員（14）其他相關之特殊環境狀況等。
3. 現場採樣人員於必要時，得將樣品採集情形與採樣地點攝影、
拍照或畫圖，由採樣單位建檔保存。
4. 現場採樣人員應填製樣品標籤與封條，標籤貼在樣品盛裝容器
上，封條貼在樣品盛裝容器封口。
5. 樣品標籤之內容至少應包括（1）樣品編號（2）樣品種類特性
（3）採樣日期與時間（段）
（4）樣品保存方式（5）檢測項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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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樣品封條之型式，應足以辨識樣品於檢測單位接收前未經不當
開封。
7. 樣品採集後，除應進行現場檢測及必要之樣品保存處理外，應
立即貼上標籤與封條，現場採樣人員並應於封條上簽名。
8. 樣品採集過程，應儘可能降低接觸樣品之人數。
9. 採樣現場所有處理或傳遞樣品之人員，均應依序於採樣現場監
管紀錄文件中簽名，並註明其處理情況或傳遞樣品之日期與時
間（段）
。
（二） 樣品運送
1. 樣品採集後，應儘速送至檢測單位執行檢測工作。
2. 樣品送交檢測單位得由採樣人員親自運送、委託他人或貨運業
運送或郵寄方式為之，運送期間樣品之保存均應符合環保法
規、環保署公告採樣或檢測方法及品質管制指引之相關規定。
3. 樣品經貨運業運送或郵寄送交檢測單位者，應包裝完妥置於適
當運送容器內，運送容器外部亦應上鎖或黏貼封條保全；申請
或採樣單位應保存交寄之收據。
4. 採上鎖方式交寄樣品者，該鎖之鑰匙，應與樣品分開送交檢測
單位。
5. 樣品運送時應由送交或交寄者填製樣品運送紀錄文件，該文件
併隨同樣品送交檢測單位。
6. 運送紀錄文件應經負責檢測單位簽收，其內容至少應包括（1）
樣品編號（2）樣品數量（3）樣品種類特性（4）運送方式（5）
運送（送樣）機構（單位）
（6）運送（送樣）或交寄人員（7）
運送（送樣）或交寄日期時間（8）保存方式等。
（三） 樣品接收
1. 樣品送達檢測單位時，應檢附樣品移送（監管鏈）單，或依受
委託辦理檢測單位之規定，檢附送驗（委託檢測）申請單。
2. 樣品移送（監管鏈）單或送驗（委託檢測）申請單之登載內容，
至少應包括（1）申請單位與人員（2）採樣單位與人員（3）
送樣（運送）單位（4）採樣日期時間（段）（5）樣品種類特
性（6）樣品編號（7）樣品數量（8）檢測項目（9）送驗（樣）
日期（10）檢測單位接收人員（11）接收日期時間。
3. 樣品移送（監管鏈）單或送驗（委託檢測）申請單應至少填（複）
寫乙式兩份，隨同樣品送至檢測單位辦理樣品接收，並經收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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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簽收後，一份由申請單位或採樣單位保存；另一份則由檢
測單位建檔留存。
4. 檢測單位應指定收樣人員及其代理人（包括非一般上班時
間）
，收樣人員或其代理人接到環境樣品後，應檢查下列事項，
並記錄之：
（1） 是否填寫樣品運送紀錄文件及環境樣品移送（監管鏈）
單或送驗（委託檢測）申請單。
（2） 依據表單與送來之樣品逐項檢查：
a. 樣品標示與樣品數量。
b. 樣品密封是否完整。
c. 樣品盛裝容器是否正確。
d. 樣品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e. 樣品是否超過保存期限。
5. 樣品經檢測單位依前目規定檢查不符規定者，應予退件；有執
行檢測必要者，得不予退件繼續執行檢測，但應於環境樣品移
送（監管鏈）單或送驗（委託檢測）申請單加註不合規定之事
項；出具該樣品之檢測報告時，亦應在檢測報告上註明。
6. 檢測單位應備妥樣品接收紀錄單，以記錄樣品在檢驗室內之傳
遞簽收情況。
7. 檢測單位接收樣品後，如需分樣執行檢測時，每一分樣樣品均
應有其對應之樣品接收紀錄單。
8. 檢測單位對於樣品接收後之分樣與樣品保存等作業，均應記錄
於樣品接收紀錄單或其他之紀錄簿（本、表、單）
。
9. 檢測單位對於所有樣品或分樣，如無法於接樣或分樣後立即交
由檢測人員進行檢測時，應繼續依樣品保存規定上鎖保存樣品
至完成轉交為止。
10. 檢測單位應有明確樣品接收轉碼及足以惟一識別樣品之編碼
系統規定，以確保各樣品在實物上或提及相關檢測紀錄時，不
致發生混淆。
（四） 樣品檢測
1. 檢測單位應有檢測區人員管制、將樣品保存（冰）箱上鎖、以
加封條方式管理或其他足以保全樣品之規定或措施。
2. 檢測人員取用樣品執行檢測時，應記錄取用日期、時間及取用
量，並由取用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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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測人員執行環境樣品檢測時，應填寫檢驗室工作日誌，內容
至少應包括（1）樣品編號（2）檢測日期時段（3）檢測項目
（4）檢測方法編號（非使用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應記錄檢
測步驟）（5）品管樣品（6）檢測數據（7）計算過程（8）檢
測結果（9）特殊樣品外觀或異常之檢測過程等其他事項。
4. 檢測數據、計算過程及檢測結果，於檢測數據表或其他紀錄簿
（本、表、單）中已有明確記載並可追溯之部分，工作日誌得
省略之。
5. 檢測單位應有至少包括檢測數據檢查、數據品質確認及檢測報
告之核發等審核流程。
6. 檢測數據檢查事項包括使用之檢測方法、原始數據紀錄、使用
之計算公式、計算過程、數據單位表示及數據轉載是否正確等。
7. 數據品質確認事項包括樣品檢測所需之品管操作是否按規定
執行、經執行後是否在容許範圍內、數據品質是否符合需求及
是否有其他異常現象等。
8. 檢測數據檢查與數據品質確認之執行，應由檢測單位非執行該
檢測工作之一人為之。
9. 檢測單位出具之檢測報告，應包括對檢測結果必要之註解與編
號識別。
10. 檢測單位除核發檢測報告外，應保存乙份出具之檢測報告副本
及其相關之採樣與檢測數據與紀錄。
11. 一般性檢測報告副本及其相關之採樣與檢測數據與紀錄保存
年限至少五年；廢棄物、土壤、毒性化學物質之檢測或經委託
者認定為重大案件者，保存年限至少十年。但其他法令另有規
定者，依其規定。
（五） 檢測單位廢棄完成檢測之剩餘樣品時，應記錄樣品編號、廢棄
日期及廢棄處理方式，並由辦理樣品廢棄處理作業之人員簽
名。
五、 涉及環境刑事案件之稽查樣品監管規定
(一) 涉及環境刑事案件之稽查樣品監管，除應依第四點規定辦理
外，如司法機關指示應執行採樣分樣與檢測時，應至少採集三
份樣品或將同一樣品分成三份，並記錄分樣執行過程。其中一
份樣品由環保機關（單位）檢測部門或其委託之檢測機關（構）
執行檢測；一份同時洽請司法機關指示送至其指定或認定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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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鑑定機關（構）或團體辦理檢測；另一份則繼續由各負責之
環保機關（單位）保留，以備後續進一步比對或調查之用。惟
所留樣品如須檢測，應在規定之保存期限內執行。
(二) 經司法機關指示應執行採樣分樣與檢測者，各負責之環保機關
（單位）或其委託之機關（構）於必要時，得洽請環境或檢測
分析領域相關學者專家現場指導或監督整個樣品之採樣分
樣、樣品保存及檢測過程。
(三) 涉及環境刑事案件之稽查樣品，檢測後剩餘樣品與盛裝容器或
依第一款規定保留供比對或調查用之樣品，應保留至整個訴訟
程序完成，或洽司法機關同意後，始得廢棄；樣品廢棄時，應
依第四點第五款規定辦理。
(四) 環保機關（單位）就預期可能發展為環境刑事之案件，得視需
要執行稽查樣品採樣分樣與檢測。環保機關（單位）執行採樣
分樣與檢測，應依前三款規定辦理。
六、 受各級環保機關（單位）委託執行環境稽查樣品檢測工作之單
位，再轉委託其他機關（構）執行者，轉委託或受轉委託辦理檢
測之單位仍應依照本規範規定，執行各項樣品之監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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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環境稽查樣品監管作業流程
作業階段區分

環境樣品採集

環境樣品保存

環境樣品運送

接下頁

活動內容或規範事項

文件資料

1. 指定樣品監管人，負責採樣
現場樣品管理與保全維護。
2. 執行樣品採集作業。
3. 進行現場樣品檢測作業（如
有現場檢測之需要時）。
4. 將樣品採集情形與地點適當
攝影、拍照或畫圖。
5. 填製現場監管紀錄文件。

1. 現場監管紀
錄文件。
2. 錄影帶、照
（底）片、
影像檔或畫
圖。

1. 進行樣品保存處理作業。
2. 將樣品保存處理情形適當攝
影或拍照。
3. 填 製 及 黏 貼 樣 品 標 籤 與 封
條。
4. 集中清點所採樣品。
5. 登載現場監管紀錄文件。

1. 現場監管紀
錄文件。
2. 樣品標籤。
3. 樣品封條。
4. 錄影帶、照
（底）片或
影像檔。

1. 將樣品包裝完妥置於適當運
送容器內並上鎖或黏貼封條
保全（貨運或郵寄時）。
2. 採樣人員親自運送、委託他
人或貨運業運送或郵寄樣
品。
3. 運送期間應使符合樣品保存
規定。
4. 填寫樣品運送紀錄文件。

1. 樣品運送紀
錄文件。
2. 樣品交寄之
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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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樣品接收

環境樣品檢測

1. 檢附運送紀錄文件及樣品移
送（監管鏈）單或送驗（委
託檢測）申請單。
2. 收樣人員檢查樣品狀況與表
單填寫情形及簽收樣品。
3. 將樣品轉碼及賦予檢驗室內
之惟一識別編號。
4. 繼續依樣品保存規定上鎖保
存樣品至完成轉交為止。
5. 製備樣品接收紀錄單。

1.
2.
3.
4.

檢測報告核發
5.

樣品保留與廢棄

※轉委託檢測
受各級環保機關（單
位）委託執行環境稽查
樣品檢測工作之單
位，再轉委託其他機關
（構）執行者，轉委託
或接受轉委託之單位
仍須依照本規範之規
定，執行各項樣品之監
管作業。

啟動檢驗室樣品保全措施。
檢測人員取用樣品執行檢
測。
填寫檢驗室工作日誌及相
關之紀錄簿（本、表）。
進行檢測數據檢查、數據品
質確認及檢測報告之核發
等審核流程。
依規定年限保存乙份出具
之檢測報告副本等資料。

1. 環境刑事案件剩餘樣品與盛
裝容器或保留樣品，應保留
至整個訴訟程序完成或洽司
法機關同意後，始得廢棄。
2. 樣 品 廢 棄 ， 應 記 錄 樣 品 編
號、日期及處理方式，並由
作業人員簽名。

1. 運送紀錄文
件及樣品移
送(監管鏈)
單或送驗
(委託檢測)
申請單。
2. 檢驗室內樣
品標籤。
3. 樣品接收紀
錄單。
1. 樣品接收紀
錄單或樣品
取用紀錄文
件。
2. 檢驗室工作
日誌及檢測
紀錄簿(本、
表)。
3. 檢測報告簽
核文件與報
告正副本。
1. 樣品接收紀
錄單或廢棄
處理紀錄文
件。

※涉及或預期發展為環境刑事案件之環境稽查樣品監管
除應依一般環境稽查樣品之監管規定辦理外，若司法機關指
示或環保機關認為需要執行採樣分樣時，應至少採集三份樣
品或將同一樣品分成三份，並記錄分樣執行過程。其中一份
樣品由環保機關（單位）檢測部門或其委託之檢測機關（構）
執行檢測；一份同時洽請司法機關指示送至其指定或認定之
檢測鑑定機關（構）或團體辦理檢測；另一份則繼續由各負
責之環保機關（單位）保留，以備後續進一步比對或調查之
用，惟留樣如須檢測，應在規定之保存期限內執行。各負責
之環保機關（單位）或其委託之機關（構）於必要時，得洽
請環境或檢測分析領域相關學者專家現場指導或監督整個樣
品之採樣分樣、樣品保存及檢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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