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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表 

 

時   間 9 月 6 日(星期二) 時   間 9 月 7 日(星期三) 

08:00~08:30 簽到、資料領取(教材、實驗室注意須知

及實驗室屬性調查表) 
08:00~08:10 簽   到 

08:30~08:40 長官致詞 

08:10~10:00 生物性危害基本概念 08:40~08:50 課程說明 

08:50~09:00 實驗記錄簿記錄須知--研發處 

09:00~11:50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與法令 10:10~12:00 動物實驗及感染性危害 

11:50~13:00 午   休 11:30~13:00 午   休 

13:00~13:10 簽   到 13:00~13:10 簽   到 

13:10~15:00 
化學性危害及毒性化學物質 

基本概念 

13:10~15:00 機電安全知識要領 

15:00~16:00 影片欣賞：火場求生--活著出來 

15:10~17:00 個人防護及緊急應變 16:00~17:00 評量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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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 學 經 歷 

 

講  師 學     歷 經     歷 

吳勝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 

現職 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專任助理教授  

經歷 環球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理系專任助理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消防科兼任助理教授  

國立聯合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理系 (所) 助理教授  

綠卡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顧問  

工業安全技師高考/工礦衛生技師高考  

甲級職業安全管理師/甲級職業衛生管理師/乙級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員/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術士  

林昭男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博士 現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副教授 

柯冠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博士 現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助理教授 

黃惟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 

現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講師 

經歷 雅立技研股份有限公司製造課課長 

     雅翊興精機有限公司廠長 

     行政院勞委會台南職業訓練中心機械股外聘講師 

     第 30屆全國技能競賽精密機械製造金牌 

     第 30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初賽)精密機械製造金牌 

     教育部全國工業類科技能競賽鉗工、車床工評審、命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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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紀錄簿  記錄須知 

一、本實驗紀錄簿的記錄內容不僅可顯示記錄者工作之專業性，並可作為本校或個人於可能發生之法律事件中擔任

重要的證物，故請記錄者依照下列各點之規定來妥善運用保管。 
二、本校師生從事研究工作、實驗或發明，包括靈感、初步構想、建議、觀察、計算、討論摘要、訪談內容、心得

等過程和結果，不論成功或失敗，均可予以詳實紀錄。 
三、實驗紀錄簿須確實載明實驗者姓名、紀錄簿編號、記錄起迄日期及指導教授。 
四、請使用能永久保存之書寫工具，如原子筆、鋼筆、簽字筆，切勿使用鉛筆。 
五、實驗紀錄簿不得撕毀，每頁記錄前應填寫日期，記錄錯誤或筆誤的地方切勿擦掉、塗改，以線條劃掉即可。 
六、切勿在單張紙上記載後，再黏貼於紀錄簿上。照片、圖及表格等必須黏貼時，需在接縫處簽上姓名或見證。 
七、日記錄時應連續填寫勿留空白，若未寫完一頁應劃去剩餘部份，日期不同應分頁填寫，同一頁不要同時記錄二

個計畫以上內容。 
八、填寫之表達方式應注重清楚明瞭，並加簡單之說明和結論，以能讓接續工作者繼續工作及利於保護智慧財產為

主。 
九、紀錄完成後，至少應請一位見證人簽名，若其紀錄有重要構想、結論或發明，應請兩位以上之見證人再預定位

置親自簽上姓名和日期，以確保個人權益。惟共同發明人不得擔任見證人。 
十、不可以蓋章代替簽名。 
十一、實驗紀錄簿列為機密級資料，使用後各單位應專櫃上鎖妥善保管並負保管之責。 
十二、記錄者於離職、畢業或肄業時，應將實驗紀錄簿繳回原單位。 
十三、本校師生應嚴格遵守本記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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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紙本論文延後公開／下架申請書 
本論文為本人（即著作權人）  於  大學 

                           系所              學年度第  學期取得 □碩士□博士學位之論文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因本人以上列論文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 

（專利申請案號：＿＿  ＿＿＿＿＿＿）， 

請於  年  月  日後再將上列論文公開閱覽。（以不超過5年） 

□因本人準備以上列論文申請專利， 

請於  年  月  日後再將上列論文公開閱覽。（以不超過5年） 

□其他（請敘明原因及公開日期） 

原因：     ， 請於  年  月  日後再將上列論文

公開閱覽。【依教育部97年7月23日台 高通字第0970140061號函文，若延後公開需訂定合理期限（以不超過5年）】 
研究生：＿＿＿＿＿＿＿＿＿   ＿＿（親筆簽名） 指導教授：                                                （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說明： 
(1) 有論文延後公開原因及需求者，請於提送論文時，檢附本申請書（裝訂於論文內頁第一頁）。 
(2) 論文已送達國家圖書館後，擬申請延後公開或論文下架時，請填具本申請書由學校或圖書館函轉國家圖書館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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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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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管理與法令/ 

化學性危害及毒性化學物質基本概念/ 

個人防護及緊急應變 



簡報人員 ： 吳勝宏  博士 

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所) 助理教授 

綠卡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顧問 

工業安全技師高考/工礦衛生技師高考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職業衛生管理師/乙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術士 

E-mail: wushprofessor@gmail.com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_JHDxKTOAhUCkpQKHXeICgMQjRwIBw&url=http%3A%2F%2Ftrade.indiamart.com%2Fsearch.mp%3Fsearch%3Dorganic%2Bsolvents&psig=AFQjCNGZM0SyzcTq7PXlXhOmm3p4HZ_csA&ust=1470289270392442


1.前言 

2.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及資料查詢 

3.實驗室事故案例介紹 

4.實驗室事故應變程序說明 

 課 程 大 綱 

2 



•學校實驗室是培養學生學習技能的場所，由於使用之有害物

質量少、種類繁多且學生的流動性也極為頻繁，雖然研究實

驗的作業流程看似簡單，但常忽略了其中的潛在危險。 
 

•實驗室內必陳列各式各樣化學藥品與警示標誌，這景觀暗含

「潛在危險」的訊息；潛在危害種類繁多。 

   前    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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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2008-2011年(1108件/4年)與環保署1980-1989年(247件

/10年)之化學品災害類型進行比較，近年來火災類型佔61％比例有

大幅度上升之趨勢，與國外化學品事故類型比較，希臘石化產業於

1997-2003年間之調查，以洩漏事件比例為最高，英國20世紀重大

案例統計也以爆炸事件比例最高。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08-2011年 1980-1989年 希臘1997-2003 英國20世紀 

61 

19 
26 27 

4 

36 

5 

43 

13 

29 
35 

27 

10 
16 

26 

3 
12 

0 
8 

0 

火災 爆炸 洩漏 其他 交通 

   前    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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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備, 

23% 

槽車事故, 

8% 

人為因素, 

7% 
自然因素, 

4% 
棄置問題, 

3% 

無法釐清, 

53% 

美國2011年化學品事故類型分析圖 
資料來源：http://www.rtknet.org/db/erns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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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4% 

醫院 

1% 

不明 

3% 
其他 

11% 

2008-2011年事故發生類型比例 

•我國事故發生類型與美國國家緊急應變

中心(NRC)所統計之2011年事故比較，

皆以工廠事故及槽車事故比例較高。 
 

•我國近4年事故依「發生類型」進行統計

，工廠類型佔66％，近2年有上升之趨

勢，運輸事故亦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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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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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與產業之差別： 

工廠的生產製程程序與儀器設備操作多半固定不變，且使用的化學

品種類較為固定，使用量及產出量大。 

實驗室常用的化學品種類繁多，其性質範圍也相當廣，其中無論是

對生物具威脅性的化學品，或具有強反應能力的化學品皆不在少數

。實驗室使用化學品的規模小、操作變化大、風險亦高。 

工廠操作人員為專職且有多年的經驗，可輪值操作。 

實驗室工作的學生常為生手，對儀器設備及化學藥品知識的不足，

易操作不當引發災害。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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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實驗室化學災害原因分為兩類：天然災害與人為因素。 
 

•天然災害：地震易造成化學品傾倒或使儲存容器毀壞而引起

化學品外洩導致危害。颱風豪雨也易造成積水，也會與化學

品反應造成危害。 
 

•人為因素：可能為操作人員對化學品性質不了解，以致於準

備不週和錯誤判斷，或者操作人員於使用儲存化學品過程中

的不當操作、疏忽和未定期檢視安全條件。 

•複合型災害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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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儲存及管理  

 藥品貯存管理時應將有機及無機分開存放，儲存時依固、液分離儲存

為原則，對於較大瓶及強酸鹼之藥品藥劑應置於下層且通風良好，謹防地震時

傾倒摔裂。會產生劇烈反應或產生有毒化物之化學品不應混存。 
 

高壓氣體鋼瓶儲存設施 

      1、貯存室週邊應有適當之警告標示，禁止煙火接近。 

      2、儲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3、空瓶與實瓶應分區放置。 

      4、可燃性氣體、有毒氣體及氧氣之銅瓶，應分開貯存。 

      5、應安穩置放並上、下固定及裝妥護蓋。 

      6、貯存室溫度應保持在40°C以下。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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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氣體、蒸氣、粉塵、霧滴、燻煙 

•物理性危害：噪音、振動、照度、輻射、極端溫度等 

•生物性危害：各種致病微生物如：細菌、病毒、黴菌等 

•人因工學危害：不正確提舉、搬運，不適當姿勢重複動作 

2. 實驗室危害特性分類： 

化學性危害：使用化學藥品本身或者是使用化學藥品進行

實驗的過程中，因暴露起火燃燒、爆炸、腐蝕性、毒性，

甚至是致癌性等，對人體所造成立即性的傷害或長期性的

病變。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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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見之缺失 

•未設置專業安全衛生人員者（低於10%）。 

•高層管理人員不重視，管理人員未具有安全衛生專長，及

安全衛生管理未落實。 

•師生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安全衛生意識不足 

•天然/人為/複合型災害。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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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的本質危害 

• 易燃性(自燃性) ：火災、爆炸 

– 如異丙醇(IPA)、矽甲烷(SiH4)、磷化氫(PH3) 
 

• 反應性：火災、爆炸 

– 如過氧化氫(H2O2)、三氟化氯ClF3 
 

• 毒性：中毒、腐蝕 

– 如砷化氫(AsH3)、氟化氫(HF)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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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 危害 

氯仿 腎、肝 

四氯化碳 肝、腦與中樞神經 

甲苯 肝 

苯 腦與中樞神經，導致白血病 

丁醇 眼、上呼吸道黏膜 

鉻酸與重鉻酸 鼻中隔穿孔、肺癌、鼻癌  

丙烯腈 神經系統異常、肝臟損害 

氨 肺水腫、肺氣腫  

氯 肺水腫 

甲醛 刺激性皮膚炎、過敏性皮膚炎、氣喘 

硝酸 化學性肺炎、肺水腫 

硝酸 鼻咽癌 

校園常見的特定化學物質的危害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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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的危險性-混合後會發生危險的混合物質 

物質A 物質B  可能發生的現象 

氧化物 可燃物 生成爆炸性混合物 

氯酸鹽 酸 混觸發火 

亞氯酸鹽 酸 混觸發火 

次氯酸鹽 酸 混觸發火 

無水鉻酸 可燃物 混觸發火 

高錳酸鉀 可燃物 混觸發火 

高錳酸鉀 濃硫酸 爆炸 

四氯化碳 鹼金屬 爆炸 

硝化物 鹼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亞硝化物 鹼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鹼金屬 水 混觸發火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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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的危險性-混合後會發生危險的混合物質 

物質A 物質B  可能發生的現象 

亞硝胺 酸 混觸發火 

過氧化氫 胺類 爆炸 

乙醚 空氣 生成爆炸性有機過氧化物 

烯尿烴 空氣 生成爆炸性有機過氧化物 

氯酸鹽 氨鹽 生成爆炸性氨鹽 

亞硝酸鹽 氨鹽 生成不安定氨鹽 

過氯酸鉀 赤磷 生成對於撞擊摩擦敏感的爆炸物 

乙炔 銅 生成對於撞擊摩擦敏感的銅鹽 

苦味酸 鉛 生成對於撞擊摩擦敏感的鉛鹽 

濃硝酸 胺類 混觸發火 

過氧化鈉 可燃物 混觸發火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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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TWA－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一般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致有

不良反應。 

•PEL -STEL－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何十五分鐘，不致有下列情況：  

     (1)不可忍受之刺激。  

     (2)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  

     (3)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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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的標準 



•IDLH－生命、健康立即危險性。 

此值為30分鐘內不引起不可恢復之健康效應之最大濃度。 

－此值並不一定代表安全值，依物質而異。 

－實際上之IDLH定義為不可逆之健康效應將發生之濃度。 

 

•LEL－爆炸下限與“燃燒下限”相同， 

為空氣中之蒸氣與助燃物質（如空氣或氧）接觸時會引起燃燒

之最低濃度。 

－通常所給之值為20℃時之值。溫度上升，使爆炸範圍擴大。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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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協助辨識化學品危害的資源 

1. 物質安全資料表(SDS) 

2. 不相容或化學反應的查詢-CRW等 

3. 應變指南 

4. 緊急應變程序卡(HAZMAT)-工研院 

5. WISER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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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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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TRIANGLE 

Fuels 燃料 

• Liquid: gasoline, acetone 
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 

• Solids: plastics, wood dust, 
fibers 

塑膠、木材、楳、泡棉 

• Gases: LPG, LNG, carbon 
monoxide, hydrogen 

石油氣、天然氣、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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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守恆定律/物質不滅定律 
科學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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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TRIANGLE 

Oxidizers 氧化劑 

• Liquid: hydrogen peroxide, 
nitric acid, perchloric acid 

雙氧水、硝酸、次氯酸 

• Solids: metal peroxides, 
ammonium nitrite 

過氧化鎂、過氧化鈣 

• Gases: oxygen, fluorine, 
chlorine 

氧氣、氟氣、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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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THEORY 
78% NITROGEN (N2) 

21% OXYGEN (O2) 

1%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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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TRIANGLE 

Ignition sources (能量源) 

• ENDO. (吸熱):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Flash point 

• EXO. (放熱): 

Sparks (火花)、Flames (火
焰)、Static electricity (靜
電)、Heat (熱量)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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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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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殺手是誰?煙毒?熱源? 



完全燃燒 

燃燒初期 成長期 最盛期 衰退期 

燃燒 
蔓延 

起始階段 悶燒階段 火焰階段 高熱階段 

閃燃 
溫 
 
度 

分 
解 

引 
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Golden_sunrise.jpg


 

FIRE 火災可以分為哪些類別? 
ABC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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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ACCIDENT 

A 類火災：木材、煤礦、 塑膠 B類火災：可燃性氣體、液體 

C類火災：電氣設備、電弧放電 D類火災：可燃性金屬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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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2 危害辨識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3 成分辨識資料 11 毒理資料 

4 急救措施 12 生態資料 

5 滅火措施 13 廢棄處置方法 

6 洩漏處理事項 14 運送資料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15 法規資料 

8 暴露預防措施 16 其他資料 

 物質安全資料表SDS共分16大項 

實驗室常用化學品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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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危害分類 
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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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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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急救措施 

滅火措施 

洩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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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A= 8小時(日平均) 
 STEL= 15分鐘(短時間) 
 各部位個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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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外觀、味道。 
 易燃性、易爆性(爆炸範圍)。 
 揮發性。 
 溶解性。(對水溶解性) 
 擴散性。(蒸氣、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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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安定性、反應性。 

 避免狀況 

 暴露途徑 

 中毒症狀 

 LD50 

 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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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安定性、反應性。 
 避免狀況 
 暴露途徑 
 中毒症狀 
 LD50 
 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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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多久不吃飯? 
你可以多久不喝水? 
你可以多久不呼吸? 



空氣、水、食物的重要性： 
     

    1. 人類生活的三大要素 

    2. 依急迫性的優先次序： 

         空氣>水>食物 

    3. 依每天的攝取量的多寡：   

         空氣>水食物 

     



你知道你一天吸了多少空氣嗎？ 

休息潮氣容積約為500 ml 

休息時之呼吸速率約為12 次/分鐘 

常溫常壓下（20 oC, 1 atm）空氣密度為
1.205  10-3 g/cm3 

每人每天呼吸量為： 

  

天天

小時

小時

分鐘

分鐘

次

次

g

cm

gml
2.10411

101.205246012500
3

-3








錯誤地使用呼吸防護具會造成
生命或健康的損害  

    1. 該用不用  

    2. 用錯對象 

    3. 使用方式不正確 

    4. 保護等級不足  



何謂化學性危害 

• 化學危害可以定義為化學物質與人體接觸,
因其化學性質,對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傷害，
如中毒、致癌、腐蝕、刺激等。 

• 人類於使用化學物質因管理不當,或操作不
慎,所造成的意外事件亦可視為化學性危害
，如火災、爆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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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物質之管理 

• 毒性化學物質: 

由環境保護署公告，購買前須申請，使用、
交換、廢棄等程序皆必須登記。 

• 危險物與有害物: 

由勞動部(過去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
其藥品必須依照「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 Global Harmonized System) 分類標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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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 

• 毒管法對毒性化學物質之定義為，指人為
產製或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規範
並公告者。 

• 目前公告305種(2013.08.25)，共分四類。 

第一類： 

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
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康者。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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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
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第三類：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
物生命者。 

第四類： 

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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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 

• 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
有物理性危害者。 

• 有科學證據認為該化學物為可燃液體、壓
縮氣體、會爆炸、會引火、有機過氧化物
、氧化物、易熱解、不安定（易反應）、
或遇水反應。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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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 

•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
具有健康危害者。 

• 有統計上顯著意義的證據，認為人類暴露
該化合物會出現急性或慢性健康效應。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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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的分類 

• 爆炸性物質 

• 著火性物質 

• 氧化性物質 

• 易燃液體 

• 可燃性氣體 

• 爆炸性物品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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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分類 
 

•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規定之有機溶劑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中之物質 

• 其他指定之化學物質 

   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生殖系統致
毒物、剌激物、腐蝕性物質、致敏感物、肝
臟致毒物、神經系統致毒物、腎臟致毒物、
造血系統致毒物及其他造成肺部、皮膚、眼
、黏膜危害之物質皆可列為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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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標示 
物理性危害 

健康危害 

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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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危害類型 
• 象徵符號 

 

 

 

   爆炸－炸彈              毒性－骷髏頭               易燃－火焰 

 

 

 

氧化性物質-物質燃燒    健康危害-人體      腐蝕－腐蝕手及金屬 

 

 

 

加壓氣體－氣體鋼瓶      警告-驚嘆號          環境-水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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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物質)容器標示 

• 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包括兩部分： 

–危害圖式 

–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認識化學品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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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 
 
• 供實驗人員查閱化學
品相關的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的資料表 

• 共十六個項目 

• 通常為A4大小4~6頁的
紙本或電腦檔案 

• 依法化學品製造商或
供應商需提供物質安
全資料表給予化學品
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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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 



物質安全資料表 
• 物品與廠商資料：化學品名稱、其他名稱、建議用
途及限制使用、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
址及電話、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 危害辨識資料：標示內容、其他危害、化學品危害
分類。 

• 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
號碼( CAS No.)、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度
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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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 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狀
及危害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 提示。 

• 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特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 洩漏處理方法：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
清理方法。 

•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處置、儲存。 

• 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備
、衛生措施。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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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及化學性質:外觀（物質狀態、顏色）
、氣味、嗅覺閾值、pH值、熔點、沸點/沸
點範圍、易燃性（固體、氣體）、分解溫
度、閃火點、自燃溫度、爆炸界限、蒸氣
壓、蒸氣密度、密度……。 

• 安定性與反應性：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
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免之
物質、危害分解物。 

• 毒性資料﹕暴露途徑、症狀、急毒性、慢
毒性或長期毒性。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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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資料：生態毒性、持久性及降解性、
生物蓄積性、土壤中之流動性、其他不良
效應。 

• 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 

• 運送資料： 國際運送規定、聯合國編號、
國內運送規定、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 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 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
、製表日期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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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s≠Harm 

• 有害並不等於已經造成傷害。 

• 有害物質(具化學危害性)可能導致嚴重危害
如爆炸、火災、生物效應等，但並不表示
上述危害一定會發生，如能善加管理、正
確操作與使用即可避免危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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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效應 
（Biological effects, 健康效應） 

• 急性健康效應 

• 慢性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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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症狀 

• 興奮、無法入睡、恐懼驚慌 

• 昏昏欲睡、神智不清 

• 肌肉顫動、痙攣、衰弱、麻痺 

• 不尋常的臉色潮紅、蒼白、皮膚成藍色 

• 嚴重噁心、嘔吐、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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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症狀 

• 胃潰瘍 

• 體重減輕 

• 耳鳴 

• 腦力退化、腦功能失常 

• 骨骼疏鬆 

• 貧血 

• 塵肺症 

• 氣喘、肺氣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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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化學危害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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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Hazard） 

• 泛指具有傷害健康、造成財物損失或破壞
系統等潛在能力的物質、狀況或條件 

 

• 這個定義只敘述該物質、狀況或條件有破
壞能力，不涉及他將造成傷害或損失，也
無關他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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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危害(Chemical Hazards) 

• 釋放到環境有能力造成火災爆炸及/或危及
大眾健康、公共福利或環境（包括魚類、
貝類、野生動物、海岸線---）的 

  元素、 

  化合物、 

  混合物、 

  溶液、 

  其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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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的基本概念 

化學物發生源 

化
學
物
傳
輸
路
徑 

化學物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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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與人體接觸之途徑 

• 吸入:化學物質可以氣體、液體、微粒的形
式透過呼吸道進入人體。 

• 由口食入:可能為誤食，或是以食品添加物
方式進入人體。 

• 皮膚接觸:部分化學物質可直接對皮膚造成
傷害，或穿透皮膚進入人體造成傷害。 

• 其他(如靜脈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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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化學物質危害 

• 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 

• 參考文獻： 

– Patty’s Industrial Hygiene and Toxicology 

– ACGIH(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Documentation of TLV 

–技術論文 

• 電腦搜尋：線上或訂閱購買資料庫 

– TOXLINE, EMBASE, MEDLINE, CA SEARCH 

• 由化學物質的標示(危害通識)判斷 

• 詢問其他使用同類物質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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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S 使用注意事項 

• 依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第十三至十六條 

• 雇主對含有危害物質之每一物品，應準備物
質安全資料表。 

• 物質安全資料表應置於工作場所中易取得之
處。 

• 製造商或供應商對前條之物品為含有二種以
上危害物質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健
康及物理危害性，製作一份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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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物質主要成分濃度重量百分比在百分之一以
上者，應列出其化學名稱，其危害性之判定如下
： 

– 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 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具有科 學資 

   料佐證外，視同具有各該成分之健康危害性，對 

   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危害性應使用有科  

   學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理危害性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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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物屬同一種類之物品，其濃度不同而
主要成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得使用
同一份物質安全資料表，但應註明不同物
品名稱 

• 至少每三年檢討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
確性，並予以更新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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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生活中的化學物 
工作(實驗) 食物 用品 環境 工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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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見的化學危害物 
-實驗室篇 

酸 (HCl, H2SO4, HNO3, C2H5COOH) 

鹼 (NaOH, Na2CO3) 

有機溶劑 (CH3OH, CHCl3, CCl4,  

                 C6H12, C6H10, C6H6, C6H5NH2) 

氣體鋼瓶 (H2, He, O2, C2H6, Ar, CO2) 

氧化劑 (KMnO4, K2Cr2O7) 

砷化物 (砷酸鹽) 

鋁化物 (氫氧化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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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職業化學危害物-職業篇 

 加油站員工（附近居民）…苯 

 收費站員工…多環芳香族（肺癌，皮膚癌） 

 餐飲業…油煙（女性肺癌） 

 電鍍業…六價鉻 

 印刷業…四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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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用品化學危害物-用品篇 

• 甲醛樹脂製造的壓製木產品…甲醛 

• 嬰兒內衣褲…螢光劑或甲醛 

• 修正液…三氯乙烷  

• 油漆、地毯…乙苯 

• 黏著劑、強力膠…甲苯 

• 殺蟲劑…農藥 

• 悶燒香菸、拜香與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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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黃趜毒素 

• 食品添加劑…防腐劑  

• 燒烤…PAH 

• 鹼粽、魚丸…硼砂 

• 珍珠奶茶…去水乙酸 

日常生活食物化學危害物-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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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環境化學危害物-環境篇 

果農…農藥 

飲用水…三鹵甲烷 

嘉義井水…烏腳病 

焚化爐排放的廢氣…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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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化學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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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理 

• 實驗室內禁止跑步嬉鬧、進食及從事與實驗無

關的活動。 

• 實驗室需有門禁管制，非實驗人員不得進入。 

• 門禁與禁止事項需於明顯處標示。 

• 進入實驗室者需穿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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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管理 

• 環境管理 

–通道應有足夠寬度，保持暢通，不可堆放物品。 

–主要人行道及安全門、安全梯應有明顯標示。 

–安全門應保持關閉，但不可上鎖。 

–地板應無油污、水或其他易致滑之物質。 

–桌面應保持整潔，以避免濺出的化學物質破壞衣

物與身體，亦可減少災害的危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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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管理(續) 

• 設施管理 

–針對可能造成傷害(灼燙傷等)的機械與設備，

應設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安全設施。 

–機械、設備周圍應保留足夠的操作空間。 

–預備意外洩漏處理器材。 

• 依自動檢查計畫之規定，進行環境、設施

之檢查與檢點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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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5+1S 

是指在生產現場中對人員、機器、材料、方法等生產要
素進行有效的管理： 

推動5+1S 運動(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安全) 

• 物品歸定位 

• 工作場所出口儘量兩個以上 

• 廢棄物分類，注意不相容問題 

• 任何化學品容器開口都不應對向人員方向 

• 確實標示：化學物質、機械禁止動牌 

• 電氣安全：延長線，接地 



化學品管理 
• 購買化學品前注意事項 

–應先清查單位內實驗室化學品清單 

–避免過量購買 

–查閱相關法規，確認欲購買的化學品是否為  
法規列管物質，如： 

• 毒性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 甲類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 

–瞭解、遵守法規列管物質的特殊購買、使用 

  規定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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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選擇 

時間花費 

改善成本 

1. 替代 
2. 製程變更 
3. 包圍 
4. 隔離 
5. 加溼 
6. 局部排氣 
7. 維護管理  

1. 清掃 
2. 整體換氣 
3. 增加距離 
4. 監視 
5. 維護管理  

1. 教育訓練 
2. 輪班 
3. 包圍 
4. 個人監測系統 
5. 個人防護具 
6. 維護管理  

污染源 輸送路徑 接受者 

先                                           後 

短                                           長 

少                                           多 



呼吸防護的方法  

1. 工程控制  

   a. 取代：低毒原料取代高毒原料； 

                   低危險製程代替高危險製程   

   b. 減量：以較少原料進行生產   

   c. 隔離：將產生危害的設備、製程或人員隔離 

   d. 通風：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 

2. 行政管理  

3. 工作實踐 



呼吸防護的方法  

4.  呼吸防護具（最後一道防線） 

    a. 當無適當之工程控制方法  

    b. 在使用了工程控制下，污染物濃度仍無法控制 

        在安全的範圍中  

    c. 在工程控制方法的設計、裝設階段  

    d. 在一些安全衛生法規中所特別規定的特定作業 

        場所如：石綿作業、鉛作業等  

    e. 緊急逃生、救災與機件維修時  



呼吸系統 

鼻腔 

咽部 

喉部 

 
肺泡 

鼻 

口 

氣管 

細支氣管 

右肺 

整個肺共有約3億個肺泡 
整個肺所提供的氣體交換表面積約為 70-100 m2 

右主支氣管 



傳
導
區                     

呼
吸
區    

氣管 

細支氣管 

終端細支氣管 

細支氣管 

呼吸性 
細支氣管 

肺泡管 

肺泡囊 

分枝名稱 
分枝 
數量 

1 

2 

4 

8 
16 

32 

6104 

6104 

6104 

清除機制 

上呼吸道 
     纖毛運動 
     打噴嚏 
     溶解（針對可溶性物質） 
 
細支氣管 
     纖毛運動 
     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 
     咳嗽 
     溶解（針對可溶性物質） 
 
氣體交換區 
     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 
     溶解 



We are the 『Sensor』！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OOOp6vJ5ccCFQWOlAodYCoPqQ&url=https%3A%2F%2Fwww.518.com.tw%2F%25E5%2585%2583%25E5%25A4%25AA%25E8%2583%25BD%25E6%25BA%2590%25E7%25A7%2591%25E6%258A%2580%25E8%2582%25A1%25E4%25BB%25BD%25E6%259C%2589%25E9%2599%2590%25E5%2585%25AC%25E5%258F%25B8-company-810974.html&psig=AFQjCNFC2miA7flR3Q5a_XPYE5PxbdxiSA&ust=1441737617108882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411.htm


 



認知危害 評估危害 控制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安法施行細則。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危害化學品通識規則。 
•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妊娠婦女。 
•分娩後女性。 
•未滿十八歲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法。 

 

•作業環境監測辦
法。 
•有害物容許濃度。 

 

•職業安衛設施規則。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自護制度 互護制度 監護制度 



美商淡水 
「飛歌」電子廠 

• 1972年7月至11月間，美商淡水「飛歌」電子廠、日商高雄「三美
」電子廠及其姊妹廠「美之美」電子廠，連續爆發多起女工因吸入
、接觸有機溶劑－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中毒，致患肝病死亡的案件
，消息經媒體曝光後，隨即造成數百名電子業女工的辭職效應。 

• 由於當時國內仍處戒嚴時期，電子業又是勞力密集的重點產業，政
府為預防可能導致的群體騷動，故責令內政部衛生署立即針對全省
電子產業展開一連串的工安檢查，嗣後並公佈「空氣中有害物質容
許濃度標準」、「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積極催生「勞工安全
衛生法」，以彰顯政府對於工安改革的決心。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bkZv4x6TOAhUBvJQKHSZrBPQQjRwIBw&url=http%3A%2F%2Fktli.sinica.edu.tw%2Fprofile%2520image%2Feconamic%2Feconamic.html&psig=AFQjCNG0g0sOMFnUwlDs9B0xofBQAK6beg&ust=1470290193208947


有機溶劑 (organic solvent) 是啥麼? 
 

有機溶劑是指一類由有機物為介質的溶
劑。有機溶劑是能溶解一些不溶於水的物
質它包括多類物質，如鏈烷烴、烯烴、
醇、醛、胺、酯、醚、酮、芳香烴、氫化
烴、萜烯烴、滷代烴、雜環化物、含氮化
合物及含硫化合物等等，多數對人體有一
定毒性。工業生產中經常應用的有機溶劑
約有百餘種。如甲苯、二甲苯、乙苯、二
氯甲烷、四氯化碳、汽油、煤油、甲醇、
乙醇、丙酮等。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A%B6%E5%89%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A%B6%E5%89%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4%9F%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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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特性 

(1)揮發性、可溶性和易燃性  

有機溶劑多具有揮發性，接觸途徑以吸入為主。脂溶性是有機
溶劑的重要特性，進入體內易於神經組織親和而具有麻醉作用
；有機溶劑又具有水溶性， 故易經皮膚進入體內。有機溶劑大
多具有可燃性，如汽油、乙醇等，可用作染料；但有些則屬非
可燃物而用作滅火劑。  

 

(2)化學機構  

按化學機構將有機溶劑分為若干類，同類者毒性相似，如氯代
烴類多具有肝臟毒性，醛類具有刺激性等。有機溶劑的基本化
學機構為脂肪族、脂環族和芳香族；其功能團包括鹵素、醇類
、酮類、乙二醇類、酯類、羧酸類、胺類和酰胺類基團。  



(3)吸收與分佈  

揮發性有機溶劑經呼吸道吸入後有40％～80％在肺內滯留，體力勞動時
，經肺攝入量增加2～3倍。有機溶劑多具脂溶性，攝入後分佈於富含脂
肪的組織，包括神經系統、肝臟等；由於血液組織膜屏蔽富含脂肪，有
機溶劑也分佈於血流充足的骨骼和肌肉組織；肥胖者接觸有機溶劑後，
在體內蓄積量增多，排出慢。此外，大多數有機溶劑可通過胎盤，亦可
經母乳排出，從而影響胎兒和乳兒健康。  

 

(4)生物轉化與排除  

不同個體的生物轉化能力有差異，機體對不同溶劑的代謝速率各異，有
些可充分代謝，有些則幾乎不被代謝。生物轉化與有機溶劑的毒作用密
切相關。有機溶劑主要以原形物經呼出氣排出，少量以代謝物形式經尿
排出。多數有機溶劑的生物半減期較短，一般從數分鐘至數天，故生物
蓄積對大多數有機溶劑來說，不是影響毒作用的重要因素。  

 

有機溶劑特性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C%A5%E5%8F%91%E6%80%A7%E6%9C%89%E6%9C%BA%E6%BA%B6%E5%89%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D%93%E5%8A%9B%E5%8A%B3%E5%8A%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A%E4%BD%93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D%AC%E5%8C%96%E8%83%BD%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B8%E5%85%B3


有機溶劑除具有常見的皮膚黏膜刺激作用外， 還具有神經系統及身體器官損害
。有機溶劑的理化性質和化學結構與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有密切關係。如有機溶劑
的熔點、沸點、蒸發密度的高低以及溶劑的蒸發速度都決定著有機溶劑侵入人體
的難易和毒性的高低， 有機溶劑對水和脂肪的溶解性能或分配係數則決定了有
機溶劑通過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膚被吸收的難易程度。化學結構相近的有機溶劑
一般都基本相似，如滷代烴類幾乎都對肝臟有損害，帶有醛基的有機溶劑一般都
具有刺激作用。  

有機溶劑毒性 



1. 神經系統損害  

接觸高濃度有機溶劑都可以引起神經系統的麻醉作用，表現
為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紊亂。不同的有機溶劑可導致不同的臨
床表現，主要包括眩暈、精神錯亂、定向力障礙、昏迷、驚
厥和麻痹等甲醇可引起腦部殼核改變、視神經損害，出現意
識障礙、視力模糊。有些溶劑還可引起化學源性猝死，即由
於有機溶劑的毒性作用導致機體缺氧所引起的呼吸驟停或心
臟驟停，如吸入高濃度的二硫化碳、苯、氯仿、三氯乙烯等
有機溶劑，可導致猝死。長期接觸低濃度的有機溶劑，可引
起神經行為的改變、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的損傷，如正己烷
可引起多發性周圍神經炎。  

有機溶劑毒性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5%BF%E6%9C%9F


2.身體器官損害  
①肝臟：如氯化碳、三氯甲烷、二氯甲烷、四氯乙烷、二甲酸胺等有機    

溶劑可引起中毒性肝炎； 

②腎臟：如四氯乙烷、三氯乙烯、氯仿、丙酮、氯乙烯和氯丙烯等有機溶
劑可引起中毒性腎病： 

③肺臟：如四氯化碳、甲苯、羧酸甲酯類、甲酸酯類等有機溶劑可引起中
毒性肺損害； 

④造血系統：如苯及其衍生物等有機溶劑可引起全血減少，再生障礙性貧
血和白血病； 

⑤生殖系統：如苯、甲苯、苯乙烯、甲醛、二硫化碳等可以引起女性月經
紊亂、流產和早產等生殖異常，乙二醇等可致胎兒畸形； 

⑥其他氯乙烯可引起肝血管瘤，苯可引起白血病，甲醇等致使視網膜萎縮
、視神經損傷。  

有機溶劑毒性 



 

有機溶劑進入人體途徑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 六 條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

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
氣等引起之危害。   



第一種有機溶劑混存物： 

指有機溶劑混存物中，含有第一種有機溶
劑佔該混存物重量百分之五以上者。 

 

第二種有機溶劑混存物： 

指有機溶劑混存物中，含有第二種有機溶
劑或第一種有機溶劑及第二種有機溶劑之
和佔該混存物重量百分之五以上而不屬於
第一種有機溶劑混存物者。 

 

第三種有機溶劑混存物： 
指第一種有機溶劑混存物及第二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以外之有機溶劑混存物。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czYLTzKTOAhVKJZQKHfBqABIQjRwIBw&url=http%3A%2F%2Fwww.034920599.com.tw%2Fproduct-detail-541296.html&psig=AFQjCNHIy3iIn93pYGpWPXN_mZGONZ6jBA&ust=1470290533912960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者，對於健康
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勞
工及未滿十八歲勞工保護與入槽安全等事項
，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
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
準、缺氧症預防規則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所定之局限空間作業等相關規定辦理。 

有機溶劑作業 



有機溶劑作業 
1. 製造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過程中，從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過濾、混合、

攪拌、加熱、輸送、倒注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2. 製造染料、藥物、農藥、化學纖維、合成樹脂、染整助劑、有機塗料、有機
顏料、油脂、香料、調味料、火藥、攝影藥品、橡膠或可塑劑及此等物品之
中間物過程中，從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過濾、混合、攪拌、加熱、輸
送、倒注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3.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物從事印刷之作業。 

4.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物從事書寫、描繪之作業。 

5.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上光、防水或表面處理之作業。 

6.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為粘接之塗敷作業。 

7. 從事已塗敷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物品之粘接作業。 

8.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清洗或擦拭之作業。 

9.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物之塗飾作業。   

10. 從事已附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物品之乾燥作業。 

11.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研究或試驗。 

12. 從事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儲槽之內部作業。但無發散有機溶劑蒸氣
之虞者，不在此限。 

13. 於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分裝或回收場所，從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過
濾、混合、攪拌、加熱、輸送、倒注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1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有機溶劑之特性 

(一)具相當程度之自燃性、易燃性與爆炸性。 

(二)遇熱會分解為酸、有毒氣體、腐蝕性化合物。 

(三)與其他物質反應可能會產生危害性物質。 

(四)揮發性蒸氣會造成室內作業場所嚴重之空氣污染。 

(五)具相當程度之基本毒性危害。 

(六)能透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黏膜等管道進入人體造成急性或慢性中
毒。 

(七)可能導致男性或女性之不孕症。  

(八)密閉空間或通風不充分之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可能造成缺氧危害。 

(九)經過體內之新陳代謝轉變為更高危害性之劇毒性物質。 

(十)某些有機溶劑同時存在時，會造成相乘效應而增加了有機溶劑的毒性或
危害性。 



 

民國68年台北撫遠街大爆炸 3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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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染料、藥物、農藥、化學纖維、合成樹脂、染整助劑、有機塗料、
有機顏料、油脂、香料、調味料、火藥、攝影藥品、橡膠或可塑劑及此
等物品之中間物過程中，從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過濾、混合、攪拌

、加熱、輸送、倒注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民國85年桃園永興樹脂
大爆炸  



10人死亡，8人重傷，39人輕傷死亡人員包括警消3人，義消3人，為國
內有史以來，單一火警、義消死亡最多最慘重的一次。桃園縣永興樹
脂塗料公司—過氧化丁酮 (MEKPO) 儲槽爆炸事件、過氧化丁酮儲槽
區爆炸全景 (中間凹洞地區為主要爆炸點)。 



製造染料、藥物、農藥、化學纖維、合成樹脂、染整助劑、有機塗料、
有機顏料、油脂、香料、調味料、火藥、攝影藥品、橡膠或可塑劑及此
等物品之中間物過程中，從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過濾、混合、攪拌

、加熱、輸送、倒注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福國化工廠爆炸案 



福國化工廠爆炸概要 

                              

地點：新竹縣新竹工業區福國化工廠。 

工廠性質：生產壓克力樹脂、水性接著
劑、界面活性劑、紡織染整助劑等。 

時間：05/18/2001（五）下午約一時二
十五分。 

原因：疑似六噸聚合反應槽，溫度異常
失控引發爆炸，並波及其它數座反應槽
與原料儲槽的連串爆炸。 

傷亡：一人死亡，112 人受傷。 

損失：福國工廠全毀，鄰近 46 家工廠 

(含 14 家高科技廠) 受波及，方圓一公里
內商家民宅玻璃門窗震毀損失數億元以 

上。 

強度：蒸氣雲爆炸威力約相當於1,500磅
的黃色炸藥 (T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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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公司室外儲槽區 
【案情概述】 

（一）發生時間：9時許。 

（二）發生地點：桃園市新屋區某化工公司室外儲槽區。 

（三）起爆原因：危險物品（甲酸與硝酸）混合爆炸。 

（四）人員傷亡：2人重傷。 

（五）財物損失：新台幣100萬元。 

（六）營業項目：化工原料進出口買賣。 

【火災發生概況】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上光、防水或
表面處理之作業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您看出缺失了嗎? 



從事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儲槽之內
部作業。  

 



製造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過程中，從事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之過濾、混合、攪拌、加熱、輸送、倒注

於容器或設備之作業。 
 



有機溶劑之用途(1/3) 

1. 塗料：如表面塗敷漆、亮光漆、透明漆。 

2. 潤滑：脂肪烴類。 

3. 抗凍：脂肪烴類。 

4. 萃取：脂肪烴類、醇類、正己烷。 

5. 稀釋：醇醚類、芳香族烴、烷烴類。 

6. 調味：乙酸乙酯、乙酸丙酯、乙酸丁酯。 

7. 防腐：甲醇、異丙醇。 

8. 黏劑：芳香族烴類。 

9. 清洗：脂肪族氯化烴類。 

 



有機溶劑之用途(2/3) 

10.輪胎翻修：橡膠溶劑、正己烷。 

11.染整清洗：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農藥製造：二甲苯、苯、氯仿、CS2。 

13.零件清洗：香蕉水、稀釋液、天那水。 

14.油脂萃取：正己烷。 

15.橡膠工業：橡膠溶劑、甲苯、三氯乙烯。 

16.聚酯樹脂：苯乙烯、乙酸酯類、甲苯。 

17.鉛焊軟焊：甲苯、異丙醇。 

18.印刷工業：甲苯、丁酮、乙酸酯類。 

19.鞋業黏劑：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 

 



有機溶劑之用途(3/3) 

20. 陶瓷描繪：松節油、稀釋劑、去漬油。 

21. 噴漆烤漆：芳香族烴、脂肪族烴、酯、酮。 

22. 水型塗料：乙二醇醚類。 

23. 檢驗實驗：醚、酮、醇、酯、CS2、甲苯。 

24. 臨床醫學：甲醇、丙酮、異丙醇、乙醚。 

25. 玻璃纖維：苯乙烯。 

26. 塑膠塗料：甲苯、二甲苯、丁酮、醇醚類。 

27.  P U 製造：甲苯、丁酮、二甲基甲醯胺。 

28. 香精萃取：正己烷、乙醚、甲醇、異丙醇 

29. 化妝顏料：二氯甲烷、乙酸酯類、丙酮。 

30. 車輛燃料：汽油、烷烴類、芳香族烴類 



第一種有機溶劑 

1. 三氯甲烷 CHCl3 (Trichloromethane) 

2. 1,1,2,2-四氯乙烷 CHCl2CHCl2 (1,1,2,2-

Tetrachloroethane) 

3. 四氯化碳 CCl4 (Tetrachloromethane) 

4. 1,2-二氯乙烯 CHCl=CHCl (1,2-Dichloroethylene) 

5. 1,2-二氯乙烷CH2ClCH2Cl (1,2-Dichloroethane) 

6. 二硫化碳 CS2 (Carbon disulfide) 

7. 三氯乙烯 CHCl=CCl2 (Trichloroethylene) 

8. 僅由 1.至7.列舉之物質之混合物。 



三氯甲烷 

氯仿的人工合成方法是由三個研究者各自獨立發現的。
1831年法國化學家Eugène Soubeiran報導了用丙酮或乙醇和
與次氯酸鈣反應製備氯仿的方法。 

氯仿的主要用途是合成二氟一氯甲烷（R-22），二氟一氯
甲烷是生產聚四氟乙烯所用的單體四氟乙烯的原料。 

氯仿由於其相對化學惰性、能與大多數有機液體混溶和易
揮發的特點，成為實驗室的常用溶劑。它作為溶劑在藥物
工業中使用也用於生產染料和殺蟲劑。 

三氯甲烷對人體有致癌可能，IARC目前將氯仿列為2B類
致癌物質（有可能對人類致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9%E9%85%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9%8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1%E6%B0%AF%E9%85%B8%E9%92%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9F%E4%B8%80%E6%B0%AF%E7%94%B2%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5%9B%9B%E6%B0%9F%E4%B9%99%E7%83%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6%B0%9F%E4%B9%99%E7%83%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93%E6%9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IARC


四氯化碳 

 甲烷和氯氣在光照的條件下發生取代反應最終的產物就是四氯化碳。 

 四氯化碳是一種無色透明揮發液體，具有特殊的芳香氣味，味甜。與
乙醇、乙醚、氯仿、苯、二硫化碳、石油醚和多數揮髮油等混溶。 

 主要用作生產氟利昂F11和F12的原料，用作滅火劑、有機物氯化劑、
香料浸出劑、乾洗去污劑、穀物熏蒸劑等。 

 可用作藥物的萃取劑、織物的乾洗劑。 

 也可用來合成氟里昂、尼龍7、尼龍9的單體。 

 可製三氯甲烷和藥物；金屬切削中用作潤滑劑。 

 分析中用作脂肪、樹脂、樹膠等不燃性溶劑。提取帶色的各種金屬和
某些絡合物的二苯硫代偶氮肼羰化合物。 

 檢定硼、溴、鈣、銅、碘和鎳。測定硼、溴、氯、鉬、磷、銀、鎢和
釩。香花和種子的油質浸出劑。有機微量分析測定氯的標準。電子工
業清洗劑。 

 



二硫化碳 

二硫化碳是一種分子式為CS2的無色液體。
純的二硫化碳有類似氯仿的芳香甜味，但
是通常不純的工業品因為混有其他硫化物
（如羰基硫等）而變為微黃色，並且有令
人不愉快的爛蘿蔔味。CS2可溶解硫單質或
白磷。 



1. 丙酮 CH3COCH3 (Acetone) 

2. 異戊醇 (CH3)2CHCH2CH2OH (Isoamyl alcohol) 

3. 異丁醇 (CH3)2CHCH2OH (Isobutyl alcohol) 

4.  異丙醇 (CH3)2CHOH (Isopropyl alcohol) (IPA) 

5. 乙醚 C2H5OC2H5 (Ethyl ether) 

6. 乙二醇乙醚 HO(CH2)2OC2H5 (Eth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7.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 C2H5O(CH2)2OCOCH3 (Eth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acetate) 

8. 乙二醇丁醚 HO(CH2)2OC4H9 (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9. 乙二醇甲醚 HO(CH2)2OCH3 (Eth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10. 鄰-二氯苯 C6H4Cl2 (O-dichlorobenzene) 

11. 二甲苯(含鄰、間、對異構物) C6H4(CH3)2 (Xylenes(0-,m-，p-isomers)) 

12. 甲酚 HOC6H4CH3 (Cresol) 

13. 氯苯 C6H5Cl (Chlorobenzene) 

14. 乙酸戊酯 CH3CO2C5H11 (Amyl acetate) 

15. 乙酸異戊酯 CH3CO2CH2CH2CH(CH3)2 (Isoamyl acetate) 

16. 乙酸異丁酯 CH3CO2CH2CH(CH3)2 (Isobutyl acetate) 

第二種有機溶劑(1/3) 



17. 乙酸異丙酯 CH3CO2CH(CH3)2 (Isopropyl acetate) 

18. 乙酸乙酯 CH3CO2C2H5 (Ethyl acetate) 

19. 乙酸丙酯 CH3CO2C3H7 (Propyl acetate) 

20. 乙酸丁酯 CH3CO2C4H9 (Butyl acetate) 

21. 乙酸甲酯 CH3COOCH3 (Methyl acetate) 

22. 苯乙烯 C6H5CH=CH2 (Styrene) 

23. 1,4-二氧陸圜 (1,4-Dioxan) 

24. 四氯乙烯 Cl2C=CCl2 (Tetrachloroethylene) 

25. 環己醇 C6H11OH (Cyclohexanol) 

26. 環己酮 C6H10O (Cyclohexanone) 

27. 1-丁醇 CH3(CH2)3OH (1-Butyl alcohol) 

28. 2-丁醇 CH3CH2CH(OH)CH3 (2-Butyl alcohol) 

29. 甲苯 C6H5CH3 (Toluene) 

30. 二氯甲烷 CH2Cl2 (Dichloromethane) 

31. 甲醇 CH3OH (Methyl alcohol) 

32. 甲基異丁酮(CH3)2CHCH2COCH3 (Methyl isobutyl ketone) 

第二種有機溶劑(2/3) 



33. 甲基環己醇 CH3C6H10OH (Methyl cyclohexanol) 

34. 甲基環己酮 CH3C5H9CO (Methyl cyclohexanone) 

35. 甲丁酮 CH3OC(CH2)3CH3 (Methyl butyl ketone) 

36. 1,1,1-三氯乙烷 CH3CCl3 (1,1,1-Trichloroethane) 

37. 1,1,2-三氯乙烷 CH2ClCHCl2 (1,1,2-Trichloroethane) 

38. 丁酮 CH3COC2H5 (Methyl ethyl ketone) 

39. 二甲基甲醯胺 HCON(CH3)2 (N,N-Dimethyl formamide) 

40. 四氫呋喃 (Tetrahydrofuran) 

41. 正己烷 CH3CH2CH2CH2CH2CH3 (n-hexane) 

42. 僅由1.至41.列舉之物質之混合物。 

第二種有機溶劑(3/3) 



丙酮 
 在常溫下為無色透明液體，易揮發、易燃，有芳香氣味。與水、甲醇、乙醇

、乙醚、氯仿和吡啶等均能互溶，能溶解油、脂肪、樹脂和橡膠等，也能溶
解醋酸纖維素和硝酸纖維素，是一種重要的揮發性有機溶劑。 也用於溶解毒
品。 丙酮可溶解乙炔，一體積的丙酮可以溶解多體積的乙炔，且隨壓力的增
大溶解的量也增大。 

 最常見的用途是用作卸除指甲油的去光水，以及油漆的稀釋劑；同時可作為
有機溶劑，應用於醫藥、油漆、塑料、火藥、樹脂、橡膠、照相軟片等行業
。 

 在工業上應用於製造雙酚A、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酮氰醇、甲基異
丁基酮等產品，以及塑膠、纖維、藥物及其他化學物質。自然界中亦存在天
然的丙酮，人體內也含有少量的丙酮。在建材方面，主要作為脂肪族減水劑
的主要原料。 

 溶劑：例如卸除指甲油的去光水中的主要（或唯一）成份就是丙酮。也是實
驗室常備的洗滌用溶劑。 

 試劑：丙酮在合成上是一種C3合成子，可以用於有機合成。另外丙酮也是一
種保護基前體，通過生成縮酮來保護1,2-二醇，或者1,3-二醇。 

 冷劑：丙酮與乾冰的混合物可當冷劑（攝氏−50度）。 

 



乙醚 

 乙醚又稱依打（Ether音譯）、二乙醚或乙氧基乙烷，是一種
醚類，分子式為 (C2H5)2O (或簡寫為 Et2O)。乙醚是一種無色
、易燃、極易揮發的液體，其氣味帶有刺激性，以前被當作
吸入性全身麻醉劑，也是常見的毒品。乙醚亦是一種用途非
常廣泛的極性有機溶劑，與空氣隔絕時相當穩定。 

 乙醚蒸氣能與空氣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當它遇到火花、高溫
、氧化劑（如高氯酸、氯氣、氧氣、臭氧等）時，就有發生
燃燒爆炸的危險，有時也因靜電而起火。略溶於水，能溶於
乙醇、苯、氯仿、石油醚、其它極性溶液及許多油類。 



苯乙烯 

 苯乙烯也被稱為乙烯基苯，是用苯取代乙烯的一個氫原子形
成的有機化合物。室溫下，苯乙烯是一種具有甜味的黏稠易
揮發液體，但苯乙烯濃度過高時，氣味就會變得令人不愉快
。苯乙烯中，乙烯基的電子與苯環共軛。苯乙烯不溶於水，
溶於乙醇、乙醚中，暴露於空氣中逐漸發生聚合及氧化。工
業上是合成樹脂、離子交換樹脂及合成橡膠等的重要單體。
於2010年，苯乙烯被生產了約2500萬噸（550億磅）。 



甲苯 
 甲苯（Toluene，分子式：C7H8），是一種無色，帶特殊芳香味的易揮

發液體。甲苯是芳香族碳氫化合物的一員，它的很多性質與苯很相像，
在現今實際應用中常常替代有相當毒性的苯作為有機溶劑使用，還是一
種常用的化工原料，可用於製造噴漆、炸藥、農藥、苯甲酸、染料、合
成樹脂及滌綸等。同時它也是汽油的組分之一。 

 甲苯本身對人體只有輕微損害。但工業甲苯中經常摻有少量苯。甲苯與
苯這兩種結構十分類似的化合物在毒性上卻有極大的差異。與苯的氧化
反應不同，甲苯的氧化反應基本都並不在苯環上，而在甲基上發生。因
此甲苯的氧化產物中只有極少量在苯的氧化反應中經常出現的副產品：
具有強致癌性的環氧化物。 

 健康危害：對皮膚、黏膜有刺激性，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麻醉作用。 

 急性中毒：短時間內吸入較高濃度本品可出現眼及上呼吸道明顯激症狀
、眼結膜及咽部充血、頭暈、頭痛、噁心、嘔吐、胸悶、四肢無力、步
態蹣跚、意識模糊。重症者可有躁動、抽搐、昏迷。慢性中毒：長期接
觸可能發生神經衰弱綜合症、肝腫大，女性月經異常、皮膚乾燥、皸裂
、皮膚炎等。 

 



丁酮 

丁酮也稱為甲乙酮（MEK），是一種有機化合物。
無色可燃液體，帶有一種強烈的奶油糖果的甜味
，類似於丙酮。用作溶劑、變性劑、催化劑，也
用於製取過氧化甲乙酮。 

在自然界中也存在丁酮。一些樹會製造丁酮，在
一些水果和蔬菜中也可以發現少量的丁酮。汽車
尾氣中也會含有丁酮。 

 



 



1. 汽油 Gasoline 

2. 煤焦油精 Coal tar naphtha 

3. 石油醚 Petroleum ether 

4. 石油精 Petroleum naphtha 

5. 輕油精 Petroleum benzin 

6. 松節油 Turpentine 

7. 礦油精 Mineral spirit（Mineral thinner petroleum spirit,white 

spirit） 

8. 僅由 1.至7.列舉之物質之混合物 

第三種有機溶劑 



970509 密室刷油漆 兩工人中毒亡 

屋主將新購透天厝交付○○油漆工

程行承作油漆作業，該工程行負責

人率一名勞工於97年5月9日下午13

時40分許於該透天厝地下室作業，

由於使用油性油漆中含有甲苯等有

機溶劑，而該地下室無門窗及通風

口致通風不良，致該二人吸入過量

有機溶劑而昏迷倒臥地下室，加上

事發當時無人查覺，遲至2日後(即

97年5月11日)始由屋主發現，報經

消防單位前往確認已死亡多時。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有機溶劑作業注意事項 



容許消費量之計算 
有機溶劑種類 容許消費量 

第一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第二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第三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容許消費量 = 

 1/15 × 作業場所之氣積 

容許消費量 = 

  2/5 × 作業場所之氣積 

容許消費量 =  

  3/2 × 作業場所之氣積 

1.所列作業場所之氣積不含超越地面四公尺以上高度之空間。 

2.容許消費量以公克為單位，氣積以立方公尺為單位計算。 

3.氣積超過一百五十立方公尺者，概以一百五十立方公尺計算 



(二)免除設置設備之規定(2) 

3.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列各款規定之一之作業，經 

    勞動檢查機構認定後，免除設置下列各款規定 

    之設備： 

一.於周壁之二面以上或周壁面積之二分之一
以上直接向大氣開放之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得免除第六條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七條規定之設備。 

二.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因有機溶劑蒸氣擴散面
之廣泛不易設置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之
設備時，得免除各該條規定之設備。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六條： 

1.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一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 

   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2.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二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 

   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3.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 

   從事有關第三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 

   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 

   裝置。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七條： 

雇主使勞工以噴布方式於下列各款規定之作業場所， 

從事各該款有關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於各該作業場 

所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1.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使用第二種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第二條第四款至第六款、 

   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 

2.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 

   ，使用第三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第二條第四 

   款至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  



(四)空氣清淨裝置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三條： 

雇主設置有空氣清淨裝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其排氣 

機應置於空氣清淨裝置後之位置。但不會因所吸引 

之有機溶劑蒸氣引起爆炸且排氣機無腐蝕之虞時， 

不在此限。 

雇主設置之整體換氣裝置之送風機、排氣機或其導 

管之開口部，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整體 

換氣裝置或第十一條第三款第一目之排氣煙囪等之 

排氣口，應直接向大氣開放。對未設空氣清淨裝置 

之局部排氣裝置 (限設於室內作業場所者) 或第十一 

條第三款第一目之排氣煙囪等設備，應使排出物不 

致回流至作業場所。  



四、必要之管理與執行  
(一)維持設備之有效運轉(1/2) 

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四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 

   ，應於作業時間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中有 

   機溶劑蒸氣濃度至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 

   物容許濃度標準以下。 

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七條： 

   雇主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
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員
妥為設計，並維持其有效性能。 



四、必要之管理與執行 

(一)維持設備之有效運轉(2/2) 

3.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八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對有機溶 

   劑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及儲槽等之作業場所 

   ，實施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 

   空氣流通效果及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使用情 

   形等，應隨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 



(二)作業場所需要換氣量之計算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五條： 

雇主設置之整體換氣裝置應依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種

類，計算其每分鐘所需之換氣量，具備規定之換氣能力。  

有機溶劑種類 換氣能力(每分鐘換氣量)  

第一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作業時間內一小時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物之消費量×0.3 

第二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作業時間內一小時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物之消費量×0.04 

第三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作業時間內一小時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物之消費量×0.01 

說明：表中每分鐘換氣量之單位為立方公尺，作業時間內 

    一小時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消費量之單位為公克。 



(三)有機溶劑作業主管之設置 

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但從事第二條第十 

   一款規定之作業時，得免設置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二十條： 

   雇主應使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實施下列監督工作： 

   (1)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2)實施第十八條規定之事項。但雇主指定有專人負責者 

        ，不在此限。 

   (3)監督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4)勞工於儲槽之內部作業時，確認第二十一條規定之措 

        施。 

   (5)其他為維護作業勞工之健康所必要之措施。  



(四)儲槽內部之作業管理(1/2)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廿一條： 

雇主使勞工於儲槽之內部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 

，應依下列規定： 

(1)派遣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2)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於事前告知從事作業之 

     勞工。 

(3)確實將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自儲槽排出，並 

     應有防止連接於儲槽之配管流入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之措施。  



  (4)前款所採措施之閥、旋塞應予加鎖或設置盲板。 

  (5)作業開始前應全部開放儲槽之人孔及其他無虞流 
       入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開口部。 

  (6)以水、水蒸汽或化學藥品清洗儲槽之內壁，並將 
       清洗後之水、水蒸氣或化學藥品排出儲槽。 

  (7)應送入或吸出三倍於儲槽容積之空氣，或以水灌 
       滿儲槽後予以全部排出。 

  (8)應以測定方法確認儲槽之內部之有機溶劑濃度未 
       超過容許濃度。 

  (9)應置備適當的救難設施。 

(10)勞工如被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時，應即使其 
       離開儲槽內部，並使該勞工清洗身體除卻污染。  

(四)儲槽內部之作業管理(2/2) 



(五)呼吸防護具之使用與置備數量(1/3) 

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廿二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列作業時，應供給該作業勞工輸 

    氣管面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用： 

    (1)從事第二條第十二款規定之作業。(曾儲存有機溶 

          劑儲槽內部之作業) 

    (2)於依第十一條第二款未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 

          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 

          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其 

          作業時間短暫。 

    (3)前項規定之輸氣管面罩，應具不使勞工吸入有機 

          溶劑蒸氣之性能。  



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廿三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列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 

  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  

(1)於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准許以整體換氣裝置代替密閉設 

     備或局部排氣裝置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 

     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2)於依第六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設置整體換氣裝置之儲 

     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3)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開啟尚未清除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密閉設備。 

(4)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設置吹吸型換氣裝置， 

     因貨物台上置有工作物致換氣裝置內氣流有引起擾亂之虞 

     者。 

(5)雇主依前條及本條規定使勞工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 

     時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小時，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五)呼吸防護具之使用與置備數量(2/3) 



3.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廿四條： 

    雇主對於前二條規定作業期間，應置備與作業勞
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必要防護具，保持其性能
及清潔，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正壓檢點 負壓檢點 

(五)呼吸防護具之使用與置備數量(3/3) 



第一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
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
、失能或死亡。 

化學性危害：有害物中毒預防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六條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落、物體飛落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
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生物性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人為失誤模式可分為那些。 

• 人為失誤 (human error) 指不妥當(失當)或不合本意人員決策或
行為，而會降低作業有效性、人財安全性或系統績效。 

• 無意啟動：在不經意間碰觸而啟動不必或不該操作的控制器。 

• 無法構及：由於間距太遠、中途阻礙或G力影響，無法或不能
及時搆握控制器。 

• 顛倒型失誤：搞反控制器移動方向，如順、逆時針方向的扭轉
。此常可歸因於控制器設計不當，而與刻板印象不能相容。 

• 調整型失誤：它包括調控的超過或不足所需，或者操作的過快
或過慢，以及將連串操作順序弄錯等。 

• 遺忘型失誤：忘記在適當時刻，執行開動、檢查或調整控制器
等必要動作。 

• 取代型失誤：指誤甲為乙，或者緊急時無法立即辨認正確的控
制器。 



急救人員設置要點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數
，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
宜。但已具有該項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業，不在此限。 
 

急救人員不得： 

•有失能、耳聾、色盲、心臟病、兩眼裸視或矯正視力後均在
零點六以下等體能及健康不良，足以妨礙急救事宜者。(不能
擔任) 
 

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一人、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
者，每增加五十人，應再置一人。 
 

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合格者，代理
其職務。 



第七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其構
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
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應或設置。 



雇主對於下列機械、設備或器具，應使其具
安全構造，並依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之規
定辦理：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八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列入型式驗證
之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
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第128條雇主於危險物存在場所使用堆高機時
，應有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十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
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
必要之通識措施。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
時，亦同。 





危害通識計畫書 

• 危害物質清單：物品名稱、其他名稱、安全資料表索引碼、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使用資料及貯存資料等
項目。 

• 安全資料表 (safety data sheets, SDS)：安全資料表共由十六
表組成。   

•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規
定張貼危害圖式，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 (必要時以外文為輔) 

。 

• 危險物與有害物教育與訓練：雇主應使勞工或作業人員接受
至少三小時危險物與有害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育與訓練
勞工及工作者於工作場所中，能夠充分辨識危害並能瞭解危
害物質特性以求於工作場所能安全及衛生下工作。 



1 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2 危害辨識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3 成分辨識資料 11 毒性資料 

4 急救措施 12 生態資料 

5 滅火措施 13 廢棄處置方法 

6 洩漏處理方法 14 運送資料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15 法規資料 

8 暴露預防措施 16 其他資料 

安全資料表SDS共分16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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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危害分類 
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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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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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急救措施 

滅火措施 

洩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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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A= 8小時(日平均) 

 STEL= 15分鐘(短時間) 

 各部位個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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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外觀、味道。 

 易燃性、易爆性(爆炸範圍)。 

 揮發性。 

 溶解性。(對水溶解性) 

 擴散性。(蒸氣、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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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安定性、反應性。 

 避免狀況 

 暴露途徑 

 中毒症狀 

 LD50 

 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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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 

勞   工 

雇   主 

供應商 製造商 

(SDS) 標示 

教 育 訓 練 

安全資料表 

圖式    
內容 ： 
    1、名稱 
    2、主要成份 
    3、危害警告訊息  
    4、危害防範措施 
    5、製造商或供應商之 
          名稱、地址及電話 

FLAMMABLE 

易燃氣體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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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標示 

• 包括兩部分 

– 文字內容 

• 名稱 

• 主要成份 

• 危害警告訊息 

• 危害防範措施  

•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
稱、地址及電話 

 

– 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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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一、危害圖式。(GHS系統) 

二、內容：(中文為主；外文為輔)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 

            名稱、地址及電話。 



 

第十一條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
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CCB 系統 

以分級管理的概念，依化學品健康危害及使用情況進行初篩評
估。運用GHS健康危害分類來劃分化學品的危害群組，配合化
學品的逸散程度及使用量來判斷潛在暴露程度，然後以風險矩
陣來決定管理方法（整體換氣、工程控制、隔離、特殊規定）
，並提供暴露控制措施參考。如分級後為較高風險等級者，應
採取適當工程控制措施；如屬低度風險者，可採取相關行政管
理措施（如人員進出管制、訓練、防護具使用、設備操作、維
護、監督、自主檢查等）。 

 



• 第十二條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
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
低於標準值。 

•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
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
監測。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構分
析之監測項目，得僱用合格監測人員辦理之
。雇主對於前項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
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
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實施查核。 



第十三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以外之新化學物質，未
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
，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
物質之化學品。但其他法律已規定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不適用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
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
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管制性化學品：指致癌、致突變和生殖毒性
物質(CMR: carcinogenic, mutagenic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等高度關注物質(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並具有高暴露
風險者。 



第十五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之工作場所，事業
單位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定期實施
製程安全評估，並製作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及採
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製程修改時，亦同：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 

二、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之化學品數
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 

前項製程安全評估報告，事業單位應報請勞動
檢查機構備查。 



危險性工作場所 

一、甲類：係指下列工作場所： 

      (一)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之工作場所。 

      (二)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達本法施行細則附表一及附表
二規定數量之工作場所。 

二、乙類：係指下列工作場所或工廠： 

      (一)使用異氰酸甲酯、氯化氫、氨、甲醛、過氧化氫或吡啶，從事農藥原體
合成之工作場所。  

      (二)利用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硝酸鹽類、硫、硫化物、磷化物、木炭粉
、金屬粉末及其他原料製造爆竹煙火類物品之爆竹煙火工廠。  

      (三)從事以化學物質製造爆炸性物品之火藥類製造工作場所。 

三、丙類：係指蒸汽鍋爐之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或高壓氣體類壓力
容器一日之冷凍能力在一百五十公噸以上或處理能力符合左列規定
之一者： 

      (一)一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氧氣、有毒性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二)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前款以外之高壓氣體。 



第十六條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勞動檢查機構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
，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
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第十八條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
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
工退避至安全場所。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
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
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
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
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
他不利之處分。但雇主證明勞工濫用停止作業
權，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
者，不在此限。 



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一. 自設備洩漏大量危險物或有害物，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

之虞時。 

二. 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立
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三. 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落磬、出水、
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 於作業場所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
之三十以上，致有立即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 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因換氣
裝置故障或作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致有立即發生有機
溶劑中毒危險之虞時。 

六.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 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
具，致有發生墜落危險之虞時。 

八. 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致
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第二十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列
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
師為之；檢查紀錄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
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歷資料予醫療機
構。前二項檢查之對象及其作業經歷、項目、期間、健康管理分級、檢
查紀錄與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以作為工作
相關疾病預防之必要應用。但一般健康檢查結果之通報，以指定項目發
現異常者為限。 
 

第二項醫療機構之認可條件、管理、檢查醫師資格與前項檢查結果之通
報內容、方式、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雇主依前條體格檢查發現應僱勞
工不適於從事某種工作，不得僱用其從事該
項工作。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
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
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
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
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第二十二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
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
保護事項。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臨廠服務辦理下列事項： 

一.勞工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二.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三.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四.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紀錄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健康
管理。 

五.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錄之保存。 

六.協助雇主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實施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
環境之改善。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二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列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坑內工作。 

二、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工作。 

三、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化氫、苯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四、有害輻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五、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作。 

六、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分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上卸皮帶
、繩索等工作。 

七、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線之銜接。 

八、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九、鍋爐之燒火及操作。 

十、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十一、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十二、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三、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四、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 三十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列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砷及其化
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八、有害輻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風險之工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
下列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
害性之工作。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
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
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
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
措施，並留存紀錄。 

前項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
序變更、當事人健康異常或有不適反應，經
醫師評估確認不適原有工作者，雇主應依前
項規定重新辦理之。 



第三十二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前項
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
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
接受之義務。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六、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特殊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八、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一、前十款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三十三條 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
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宣導本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時，得以教育、公告、分發印
刷品、集會報告、電子郵件、網際網路或其
他足使勞工周知之方式為之。(施行細則) 



第三十四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
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
行。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
容，依下列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施行細則) 



第三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對於
各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得實施檢查。其有不合規
定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或已發生職業災害，或有發生職
業災害之虞時，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勞
工於停工期間應由雇主照給工資。 



第三十七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
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
及作成紀錄。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列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
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
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
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
應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按月報
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第三十九條 工作者發現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向雇主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 

 

•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 二、疑似罹患職業病。 

•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219 

緊急應變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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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內容大綱 

• 災害之特性 

• 災害案例 

• 潛在危害 

• 緊急應變計畫 

• 教育訓練 
– 逃生、滅火、洩漏處理及急救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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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之特性 

 

– 發生原因常為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不安全之動作
與行為 

– 易發生在實驗室、試驗室或實習工場 

– 實驗室以學生及助教為主，流動性較大，應變知 

  識及經驗不易累積。 

– 化學品數量少，但種類多，如無詳細調查管控， 

  外界支援單位不易充分了解。 

– 應變重點為逃生疏散、初步控制及通報支援，著 

  重事前預防及事後調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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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年五月十二日某科技大學女研究生從事實驗時，高溫物
質濺出，因未使用護目鏡而導致臉部燙傷及雙眼嚴重傷害
可能造成失明之意外事件。 

• 某年五月廿六日中部某國中又發生二年級學生實驗不慎導
致一眼重傷可能造成視力減弱之事故。 

• 事故之直接原因皆為學生未佩帶個人防護具（護目鏡） 

學校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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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災害案例(續) 

• 某大學化學館火警  
– 新聞時間:93/8/19 記者游x x : 
– 火勢到下午一時四十二分才撲滅，救災的危機處理上不夠靈活，如 
  台大本身有可測量污染物濃度有多高的靈敏儀器，卻沒有用，火 
  場封鎖線也圍的太小，圍觀人員不肯散去，增加現場人員的危險。 
 

• 某大學實驗室火警  
– 新聞時間:93/8/2 記者x能雄:  
– 材科工程學系的實驗室於清晨發生火警，火勢延燒迅速並波及 
   一旁的配電室，雖然消防隊及時趕到撲滅火勢，也沒有人員受傷 
  ，不過估計損失高達數百萬，而在電力還未恢復前，學生上課可 
   能受到影響。 
 

• 某大學無機實驗室爆炸意外 
– 化學系實驗室內疑似乙腈純化蒸餾設備蒸氣揮發遇熱產生氣爆， 
  並波及附近化學實驗室(丙酮與水混合液)引發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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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災害案例(續) 

• 某大學化工館高分子實驗室於民國88年10月22日下午1時34分發生爆
炸，校方立刻疏散學生，火勢在1小時後獲得控制，無人傷亡。起火
點為存放化學品之冰箱爆炸，因冰箱存放酒精、甲醇等有機溶劑，
初期以滅火器滅火，效果不彰，火勢迅速延燒，經通知消防隊，全
力灌救才撲滅。 

• 某大學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岩心實驗室，於民國89年8月21日上午9
時，冷藏室發生爆炸，現場師生及電工共3人被玻璃割傷，隨後起火
燃及其他傢俱。 

• 某科技大學生化實驗室於民國91年7月31日深夜發生硝化實驗中硝化
管取出不慎敲擊到試管架，導致加熱達350℃之硝酸突沸爆炸，造成
1人臉及胸部灼傷。 

• 88年11月1日高市某中學地下室施工，因電焊引燃甲苯蒸氣爆炸，造
成1人死亡，1人重傷(局限空間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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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災害案例(續) 

• 88年6月3日下午3時40分，某大學機械系4樓實驗室，因蒐集廢液時標
示不清，將異丙醇倒入無機酸中造成氣爆，兩個塑膠桶被炸毀，噴出
之強酸使技術員臉部及小腿灼傷。 

• 88年9月21日大地震，某高工化學館實驗室因強震造成化學品櫃與水
銀壓力計傾倒破裂，導致有毒化學藥品及水銀外洩 

• 88年10月22日10時19分某大學化學系，因六級地震震落瓶裝溶劑，因
實驗室研究生已開始做實驗，附近熱源引發大火，以滅火器無法控制

，4間化學實驗室全毀。因921大地震，人員疏散避難警覺性高，無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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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危害 

• 化學品 

– 火災 

– 爆炸 

– 中毒 

– 腐蝕 

• 機械危害 

– 切、割傷 

• 電氣危害 

– 感電 

• 其他 

– 燙傷 

– 凍傷 



228 

化學品的本質危害 

• 易燃性(自燃性) 
–火災、爆炸 

–如異丙醇(IPA)、矽甲烷(SiH4)、磷化氫(PH3) 

• 反應性 
–火災、爆炸 

–如過氧化氫(H2O2)、硝酸（HNO3） 

• 毒性 
–中毒、腐蝕 

–如砷化氫(AsH3)、氟化氫(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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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之管制措施 

• 化學品使用場所應自備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乙份，以備緊急應變時所需。 

• 使用前負責實驗室老師須對學生施予必要之安全
衛生防護教育訓練。 

• 使用化學品時，必須佩帶適當之防護設備方可操
作。 

• 藥品管理專責人員須每日記錄，運作情形及使用
量以備資料存查。並依規定期限內向當地主管機
關申報。 

• 使用完畢後空瓶及廢液切勿丟棄，需交由專責人
員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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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辨識 

•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危害辨識資料 

–物理及化學性質 

–安定性及反應性 

–毒性資料 

•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卡（HAZ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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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  

物品編號：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混合物：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 ：  

 

化學性質：  

危害物質成分之中英文名
稱  

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
比)  

危害物質分類及圖式  

         

         

勞委會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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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害辨識資料 

 
最
重
要
危
害
效
應
  

健康危害效應：  

環境影響：  

物理性及化學性危害：  

特殊危害：  

主要症狀：  

物品危害分類：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食入：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對醫師之提示：  

 
適用滅火劑：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特殊滅火程序：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勞委會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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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環境注意事項：  

清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處置：  

儲存：  

工程控制：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最高容許濃度： 

˙生物指標：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 

˙手部防護： 

˙眼睛防護： 

˙皮膚及身體防護：  

衛生措施：  

勞委會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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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  

形狀：  

顏色：  氣味：  

pH值：  沸點/沸點範圍：  

分解溫度：  閃火點：    ℉      ℃  

測試方法：   開杯       閉杯  

自燃溫度：  爆炸界限：  

蒸氣壓：  蒸氣密度：  

密度：  溶解度：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安定性：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急毒性：  

局部效應：  

致敏感性：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特殊效應：  

勞委會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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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態資料 

 
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佈：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廢棄處置方法：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國際運送規定：   

聯合國編號：  

國內運送規定：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適用法規：   

 
參考文
獻  

   

製表單
位  

名稱：  

地址/電話：  

製 表 
人  

職稱：  姓名(簽章)：  

製表日
期  

   

勞委會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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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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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醇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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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醇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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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中毒急救及處理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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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災害應變程序(HAZMAT) 

• HAZMAT 

– H-危害確認 (Hazard Identification) 

– A-行動方案 (Action Plan) 

– Z-區域管制(Zoning) 

– M-應變組織(Managing) 

– A-請求支援(Assistance) 

– T-善後處理(Termination) 
 

                                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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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行動方案 急 救 方 案 

＊視事故狀況連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搶救者須按救災設備的個人防護設備完整穿戴，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1)不論是吸入、接觸、或 

  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 

  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 

  或給予氧氣。 

(2)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 

  作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 

  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 

  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 

  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 

  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 

  之危險。 

(5)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給 

   119求救。 

(6)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 

   人員曾接觸汞。 
(7)救護人員到達前，則依 

  不同暴露途徑處理。 

急救處理原則 

A1卡 6-2頁 

聯合國編號：2809 
Mercury 

汞 
 

製表日期：93年版 
請優先考量下列之事項： 

(1)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

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

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

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

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

裝備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

閉空間 

(5)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

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

溢漏 

(6)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

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洩人員 

(7)火場中可能釋出有毒汞蒸氣 

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IDLH濃度(10mg/m3)以上或未知濃度 

 

逃  生 

⊙逃生式防護衣具包括： 

 (1)防汞蒸氣濾罐之氣體面罩 

 (2)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個人防護裝備 

A級防護衣具包括 

(1)氣密式連身防護衣(耐用及可拋式兩種規格) 

(2)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 內背式 

   較佳) 

(3)正壓式全面型供氣式呼吸防護具輔以正壓式全面 

  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4)防滲手套 

 (5)防護鞋(靴) 

＊建議材質為Barricade(破出時間超過8小時)Saranex、

(破出時間超出4小時) 



區 域 管 制 

禁區管制線 除污區管制線 

除污走道 
(搶救人員及器 
 材由此走道進 
 入及離開) 

安全人員配戴防 
護裝備隨時準備 
救援，並負責人 
員安全檢查及管 
制。 

Exclusion Area 

災區、禁區或稱 
熱區(Hot Zone) 

Contamination 
Reduction  Area 

影響區、除污區或稱 
暖區(Warm Zone) 

Support Area 

支援區或稱 
冷區(Cold Zone) 

1.搶救人員由受 
  過化災搶救專 
  業訓練之人員 
  擔任。 
2.兩人一組著安 
  全防護裝備從 
  事救災。 

20 

20 

風向 
(隨時注意風 
 向可能變化) 

在上風處設置 
指揮管制中心 

安全助理人員 (人力不 
足時可省略) ，由位於 
禁區管制線外之安全人 
員配戴無線電通報醫療 
、消防、警察與救災相 
關單位。 

發生洩漏事件，應先緊急隔離封鎖約10-25公尺* 

Z卡 6-3頁 

聯合國編號：2809 
Mercury 

汞 
 

製表日期：93年版 

管 制 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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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後 處 理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自事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作好裝備及 
   工具的除污工作 
 
⊙依除污站架設的路徑，進入除污站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若有則再進一步清洗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 
   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待進一步處理 

⊙廢水中的汞可以兩種方式移除。 

 (1)加氯將汞氧化成離子狀態，再利用BMS  

       吸附劑 (硫化物表面有活性碳)吸附。 

    (2)將廢水倒入含過量氯的反應器中，通過離子 

      交換樹脂吸附。 

⊙陸地上的洩漏可考慮經中間處理後再以衛生掩 

   埋法處理，但須依據有害事業廢棄物相關環保 

  法令，或洽詢當地環保機關洽詢已取得汞污泥 

  清除處理證之代清理業委託清理。 

 

人員除污處理 災後處理 

T卡 6-6頁 

聯合國編號：2809 
Mercury 

汞 
 

製表日期：93年版 

人員、環境之善後 



    

電擊事故的緊急應變 
關斷被電擊的電源； 

在不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儘速以絕緣物移開被電擊接觸到的電源； 

請求救援，最好指派一人通報及叫救護車； 



    

電擊事故的緊急應變…. 
儘速安全地接近無意識知覺傷患，觸碰感覺是否有自發性呼吸；若無，清除
他的脖頸喉嚨呼吸道的阻塞物，施以口對口人工呼吸，持續不斷直到恢復呼
吸(不可只是等待醫生救援而毫無急救)；施以口對口人工呼吸之後，觸碰感
覺頸動脈跳動；若無，施以CPR 

若傷者有灼傷現象，移除身上束縛物，以冷水沖敷，待熱度退後，保持體溫
，等待醫護人員到來處理； 

俟傷者處理妥善後，記載傷害情況提供醫護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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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 

• 緊急應變計畫  

• 應變步驟及防護具使用 

• 逃生與保護措施 

• 應變訓練  

• 應變及消減技術  

• 通報及應變程序  

• 使用、檢查、測試、保養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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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的擬定 

• 依危害辨識的結果決定緊急應變演練計畫
的項目、災害規模及添購應變器材。 

• 依現有資源擬定緊急應變計畫。 

–人力 

–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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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內容 

•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 應變組織職責 

• 通報程序 

• 應變程序 

– 救災程序 

– 疏散 

– 急救 

– 復員程序 

• 應變資源統計與外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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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 依災害規模將緊急應變分階段 

–第一階段 

• 實驗室本身即可處理。 

–第二階段 

• 災害擴大到其他區域，須由系上或校內其他人員支
援。 

–第三階段 

• 重大災害，須由校外單位(如消防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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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縣(市)應變組織 

醫療院所應變總指揮 

發言人 

救護組 安全防護組 管制組 

      應變指揮官 

現場人員 

搶救組 

第
一
階
段
應
變 

第
二
階
段
應
變 

第
三
階
段
應
變 

 

事故三階段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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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組織職責表參考例 

編號 應變單位 工作職責 

1 應變總指
揮  

1.負責掌握應變組織各組織運作，瞭解災害之發展狀況。  

2.授權學校發言人對新聞從業人員發佈災情報告。  

3.經判定後負責下達工廠停機及員工疏散之命令。  

4.盡一切努力將人員、設備、環境之損失降至最低。 

2 發言人  代表學校對外發佈和說明災變及應變處置之相關事宜。  

3 搶救組  1.負責現場搶救人員、降低災害、控制洩漏等工作。 

2.負責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3.火勢撲滅後，再確定火苗完全撲滅不會復燃。  

4.傷患移至救護組。 

5.可隨時請求安全防護組人員進行協助。  

6.隨時將災害狀況回報校園應變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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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通報程序參考例 

 
意外事故 
發現者 

實驗室人員 實驗室 
負責教授 

環安衛中心 

通報連絡
單位 

勞檢所 
環保局 
校外支援單位 

搶救組 救護組 安全防護組 

管制組 緊
急
應
變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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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連絡參考例 

      環安衛中心  06-2533131 轉 3702 

      總務處  06-2533131 轉 2310 

      保健室  06-2533131 轉 2230 

      警衛室（前）  06-2533131 轉 2336 

      警衛室（後）  06-2533131 轉 2337 

      永康市消防隊  06-2326951（119） 

      永康市警察局  06-2326081 

      台南縣環保局  06-6572916 

      南區勞動檢查所  07-2354861 轉 212、817 

      奇美醫院  06-2812811 

      成大醫院  06-235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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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召應 
集變 
人小 
  組 

小組執行秘書 

主任秘書 

管      制      中      心 

主    任 副     主     任 

學  務  長 總教官 教務長 總務長 

管制中心總幹事 

環安衛中心主任 

單
位
主
管 

各
系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組 

組  
長 

衛保
組組
長 

救 
護 
組 

 
組  長 
副組長 

保 管 組 
組 長 

營繕組組
長 

事務組組
長 

行政
支援 
組 

現場負責老師 

某科技大學實驗室災害緊急 

應變處理小組組織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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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 緊急應變計畫 

• 滅火器使用演練 

• 急救演練 

• 防護具使用演練 

• 緊急應變演練計畫實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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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演練 

• 依緊急應變演練計畫實施演練 

• 通報程序演練 

–通報詞、廣播詞 

• 應變程序演練 

–救災程序 

–疏散(逃生) 

–急救 

–復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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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詞、廣播詞 

• 通報詞 

–我是研x學生xxx，於xx實驗室發現有火災狀況
。 

• 廣播詞 

–各位xx請注意，剛才火警警報為xx實驗室發生
火警，請各位xx立即疏散，緊急應變小組(ERT)
人員立即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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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程序 

• 依各不同的意外事故類型訂定演練程序。 

–災害消減 

• 電源、事故機械、設備、儀器或裝置的關閉。 

• 滅火器的使用。 

–人員急救 

•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的使用。 

• 人員急救 

–人員逃生 

• 逃生設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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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驗室災害應變技巧 

• 火場逃生注意事項 

– 隨手將門關上，防止火、煙的擴散。 

– 經過濃煙區，應在地面匍匐前進，並以濕毛巾掩住鼻
子。 

– 依逃生路線選擇最近之安全門疏散，千萬不可使用電
梯，也不可停留在逃生路線的中途或再回到火場。 

• 其他 

– 若疑似有害化學品洩漏，應避免放低身體，以免吸入
蓄積於地面之有毒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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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場疏散逃生注意事項 

不要搭乘電梯 

以濕毛巾摀住口鼻，採低姿勢逃
生 

若時間允許，向下依序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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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逃生 

• 實驗室、各樓層配置圖及逃生路線圖。 

–緊急出入口數目不得少於兩個。 

• 逃生路線方向標示及緊急照明。 

–應標示逃生方向、安全門、安全梯。 

–平常應將標示的插座插上。 

–定期檢查標示及緊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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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逃生方式之ㄧ(緩降機) 

相片來源: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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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三要素: 

(1)可燃物 

(2)助燃物 

(3)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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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配置及定期檢查 

• 滅火器位置配置圖 

• 滅火器位置標示 

• 定期滅火器檢查 

• 滅火器使用演練 

相片來源: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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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霧偵測器 

滅火器 
室內消防栓 

緊急照明燈 

學校相關消防設施圖例 

緊急照明 
相片來源: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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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火災 

B類火災 

C類火災 

D類火災 

下列情況應使用何種滅火藥劑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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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火災適用之滅火劑 

適用 

滅火劑 

 

火災分類 

水 泡沫 二氧
化碳 

海龍 乾粉 

ABC類 BC類 D類 

A類火災        

B類火災        

C類火災        

D類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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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災害救護的原則 

• 封鎖危險區，非必要人員必須遠離現場，並禁止無
關人員進入。 

• 在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儘量設法處理污染源。 

• 搶救人員配戴自給式呼吸罩，穿著防護衣物，將傷
患移至安全場所。 

• 將受污染之衣物鞋襪脫下並封閉隔離，同時以清水
或適當清潔劑沖洗清除皮膚污染。 

• 傷患呼吸困難或停止，應即施予口對口、口對鼻人
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C.P.R.）以刺激心臟。 



270 

化學災害救護的原則(續) 

• 止血，利用直接加壓止血法或其他止血法
止血。 

• 除了一般急救ABC: A (維持呼吸道暢通 )、B(

維持正常呼吸 )、C(維持心跳 )外, 尚需D(除
污) ，及E(評估化學品中毒之徵兆及症狀) 
– A:airway 、B:breathing 、C:circulation 

– D:decontamination、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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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傷害急救 

• 濺到眼睛 

–立即以清水沖洗15至20分鐘。沖洗時應張開眼
皮以水沖洗眼球及眼皮各處，但水壓不可太大
，以免傷及眼球。 

• 沾及皮膚 

–立即脫掉被污染的衣物，以清水沖洗被污染部
份。若是大量藥劑附著，可能被皮膚吸收引起
全身症狀，應先採取中毒急救措施，再儘速送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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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眼睛或皮膚被化
學品灼傷時儘速使
用緊急沖淋洗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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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傷害急救(續) 

• 氣體/蒸氣中毒 

–在安全許可下由救護人員配戴必要之防護具，
將傷者迅速移至空氣新鮮處。 

• 誤食中毒 

–重覆漱口後，飲入240～300毫升的水。若傷者
呈現昏迷、不省人事、衰竭、抽筋等現象時，
不可催吐，否則應協助患者吐出所食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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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傷害急救(續) 

•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品之「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或緊急應變指
南，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
徑實施急救。 

• 若同時有燒燙傷之現象，可依一般沖、脫
、泡、蓋、送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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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外洩處理原則 

• 依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 在安全許可下，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具
。 關斷洩漏源，以適當的中和劑處理。 

• 將污染區以適當方式加以隔離、標示(如:黃
塑膠繩)。 

• 大量化學品或氣體外洩時，應立即疏散附
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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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員 

 

• 再進入災區前應確認有適當之安全監控及
個人防護 

• 災區清理時應避免再度造成火災或使洩漏
範圍擴大 

• 災區重新恢復運作時應通過詳細之安全檢
查及人員再訓練，並補充已耗損之緊急應
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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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器材可用度確認 

• 必要的防護衣 

•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 需定期測試 

• 滅火器 

– 以定期演練方式更換舊
的滅火器 

• 急救箱 

– 定期更換急救藥品 

• 偵測器材 

– 毒性氣體偵測器 

–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 火警探測器 

• 避難器具 

– 緩降機 

• 繩子長度與下降距離等
長度。 

• 廣播、通訊器材 







現場救護 

• 救護地點如為戶外，應選擇現場上風地帶
，給予初步急救後，再根據受傷狀況轉送
醫療機構。 



化學災害救護的原則 

• 封鎖危險區，非必要人員必須遠離現場，並禁止
無關人員進入。 

• 在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儘量設法處理污染源。 

• 搶救人員配戴自給式呼吸罩，穿著防護衣物，將
傷患移至安全場所。 

• 將受污染之衣物鞋襪脫下並封閉隔離，同時以清
水或適當清潔劑沖洗清除皮膚污染。 

• 傷患呼吸困難或停止，應即施予口對口、口對鼻
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C.P.R.以刺激心臟。 

• 止血，利用直接加壓止血法或其他止血法止血。 



復員 

• 再進入災區 

• 災區清理 

• 再運作 



緊急應變器材 

• 必要的防護衣 

•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 需定期測試 

• 滅火器 

– 以定期演練方式更換舊
的滅火器 

• 急救箱 

– 定期更換急救藥品 

• 偵測器材 

– 毒性氣體偵測器 

–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 火警探測器 

• 避難器具 

– 緩降機 

• 繩子長度與下降距離等
長度。 

• 廣播、通訊器材 



Chemrel Splash 

Set: Prodbase.ppt; Edition: 01.97; Page: 2 

• Protection against solid and liquid chemicals 

• Lightweight Laminate material with excellent  
  chemical resistances  
  (especially in handling oil, gasoline,  
  oil mud removal, cleaning of tank depots) 

• Hood, sleeves, and legs with elastic ends 

• Zip fastener protected against splashes by  
  cover flap made of suit material 



TeamMaster pro 

Set: Prodbase.ppt; Edition: 01.97; Page: 8 

• Protection against solid, liquid, and gaseous 
  chemicals 

• Material Himex with excellent chemical  
  resistanc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 Sealex-Naht, special sealed 

• Zip fastener with Viton-coating, no cover flap  
  necessary 

• Visor with wide field of vision - also into the  
  side areas 

• Gloves exchangeable without any tool 

• Many options 









教育訓練 

• 緊急應變計畫 

• 滅火器使用演練 

• 急救演練 

• 防護具使用演練 

• 緊急應變演練計畫實地演練 



演練程序 

• 依各不同的意外事故類型訂定演練程序。 

–災害消減 

• 電源、事故機械、設備、儀器或裝置的關閉。 

• 滅火器的使用。 

–人員急救 

•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的使用。 

• 人員急救 

–人員逃生 

• 逃生設備的使用。 



機械設備的停止 

• 應熟悉機械設備的 

–停止方式 

• 標準停車程序 

• 緊急停車程序 

–開關(電源、閥、緊急制動裝置)位置 



滅火器  

• 滅火器係一種預先在容器內貯存二氧化碳
、乾粉、泡沫、鹵化烷等滅火劑，並利用
器內的壓力迫使滅火劑連續性噴出，並依
各滅火劑的滅火作用，於火災初期階段撲
滅火源所用的滅火器具。 

• 滅火器可定義為「以人手操作方式，將加
過壓的滅火劑噴向火源作為撲滅火災所用
的器具」。   



滅火器 

• 滅火器位置配置圖 

• 滅火器位置標示 

• 定期滅火器檢查 

• 滅火器使用演練 



滅火器的種類  

• 滅火器依充填滅火劑的種類區分為水滅火
器、酸鹼液滅火器、強化液滅火器、泡沫
滅火器、海龍滅火器、二氧化碳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等七類。惟目前市面上已很少
使用水滅火器、酸鹼液滅火器等。 

• 海龍滅火器釋放出的鹵素化合物係破壞地
球臭氧層的元兇，所以已自1994年被禁止
製造、使用。  



火災分類  

• 依照中國國家標準工業安全篇(CNS 3658)分成下列
四種： 

• A類火災  
– 此為一般固體可燃物之火災，如木材、紙張、棉、塑
膠、橡膠及其他的紡織品之火災。建築物之火災通常
亦屬此類。其滅火方法為藉水或含水溶液之冷卻或驟
冷來救熄。  

• B類火災  
– 此為可燃性液體、氣體及油脂類發生之火災，須以窒
息之作用來撲滅，主要以消防泡沫、化學乾粉、二氧
化碳等來滅火。   



火災分類(續) 

• C類火災  
–此為電器火災，係指通電中之電氣設備發生之
火災，必須使用電氣絕緣性滅火劑，如二氧化
碳、化學乾粉來撲滅，但在電器之電源斷絕後
，可用撲滅A類及B類火災之滅火劑來撲滅。  

• D類火災  
–此為可燃性金屬及禁水性物質之火災，如鎂、
鋁、鈉、鉀等，必須以特種乾粉滅火劑來撲滅
。  



適用 

滅火劑 

 

火災分類 

水 泡沫 二氧
化碳 

海龍 乾粉 

ABC類 BC類 D類 

A類火災        

B類火災        

C類火災        

D類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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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緊急應變的目的為於事故發生後降低事故
的衝擊。 

• 配合適當的教育訓練和定期的實際演練才
能發揮緊急應變的效果。 



感謝蒞臨指教!! 

 

Thank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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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基本概念 



F1基本概念 

生物性危害 

1 



 

壹、生物簡介 

貳、生物性危害的影響 

參、生物性危害的來源與傳播途徑 

肆、生物性危害分級 

伍、生物性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內   容 

2 



壹、生物簡介 

3 



生物分類 
• 非細胞生物 

– 病毒 

• 原核生物 

– 古細菌域 (Archaea) 
– 真細菌域 (Eubacteria) 

• 真核生物(真核域) 

– 真菌界（Fungi） 

– 原生生物界（Protista或Protoctista） 

•類似植物的藻類 (Photosynthetic (plant-like) protists : algae) 
•類似菌類的原生菌類 (absorptive(fungus-like)protists，無特別名稱)  

•類似動物的原生動物類 (ingestive (animal like) protists : protozoa) 
– 植物界（Plantae） 

– 動物界（Animalia） 

微 
生 
物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PhylogeneticTree.png&variant=zh-tw


病毒(Virus) 
•20-300 nm   (1 nm=10-9 m) 

•無完整細胞結構 

•核酸 + 蛋白質外殼 (外套膜) 

•絕對寄生 

•具專一性 

•如：流行性感冒病毒(A、B、C型) 、

(H1N1)新型流感病毒 、 SARS冠狀

病毒、狂犬病毒、漢他病毒、愛滋病

毒、口蹄病毒等 

非細胞生物 

5 



          流感與新型流感 

•流感：A(全面大流行,較受重視)、B、C型 
–其外套膜，由兩型表面糖蛋白所覆蓋，分別為具特異
性的血凝素(Hemagglutinin，H)以及神經氨酸酵素
(Neuraminidase，N)的抗原，其核心為單股RNA。 

–常見為H3N2,H1N1,H5N1(禽流感) 
 

• H1N1新型流感 (Influenza A(H1N1) virus) 
–屬於A型流感病毒 

–通常不會感染人類，但可能豬隻感染H1N1後，與禽流
感或人流感之病毒基因混合重組→人類接觸→人傳人
→大流行。 

6 



古細菌域（Archaea） 

–生存於極端環境，如深海、鹽湖、火山口等。 

–細胞膜脂肪與細胞壁構造與真細菌不同。 

–如嗜鹽菌、嗜熱菌、嗜酸菌等。 

 

 

http://lesliegottschalk.blogspot.com 

原核生物 

7 



真細菌域（Bacteria） 

•真細菌域（Bacteria） 
–細胞結構 

– 0.5-1μm x 2-5 μm (1 μm = 10-6 m) 
–獨立自主 

–如：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肉毒桿菌、
炭疽桿菌、大腸桿菌及肺結核桿菌等 

8 

原核生物 



細菌內毒素 (endotoxins) 

• 革蘭氏陰性細菌 

 

• 細胞壁外膜成份：脂多醣體
(lipopolysacchride,LPS) 
 

• 細胞分解時釋放  

 

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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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外毒素(exotoxins)  

•多來自革蘭氏陽性細菌 

 

•蛋白質代謝物質 

 

•由細菌體內釋出 

 

•例如：破傷風桿菌、肉毒桿菌及白喉
桿菌所產生的外毒素  

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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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內孢子(endospores)  

 功能 

 細菌—抵抗惡劣環境 

       抗熱、乾燥、紫外線、化學物質 

 例如：炭疽桿菌  

  Bacillus anthracis 
  破傷風桿菌  

        Clostridium tetani 

11 

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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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 (Fungi) 

•似植物體 

•缺乏葉綠素 

•本身酵素分解有機物 

•包括：黴菌 (mold)、酵母

菌(yeast) (2-10 μm)與

蕈類(mushrooms) (larger 
size) 

•多細胞或單細胞結構 

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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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毒素 (mycotoxins) 

 真菌的代謝產物 

 賦予一真菌超越其他真菌與細菌之競爭優勢 

 具細胞毒性；可破壞許多細胞結構如：細胞膜，

並干擾重要生命程序如：RNA與 DNA的合成 

 如：黃麴毒素、赭（棕）麴毒素等 

 

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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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孢子 (Fungal Spores) 

 有性孢子與無性孢子 

 功能—散播及繁殖 

 性質—抗性佳  

真核生物 

圖1：Aspergillus sp.之分生孢子產孢細胞及串
生分生孢子  
http://digiku.nmns.edu.tw/4images/details.php?image_id=44 

圖2：海生疫病菌屬Halophytophthora spinosa游走孢子
囊(zoosporangium)表面具有刺狀飾物   
http://digiku.nmns.edu.tw/4images/postcards.php?image_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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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生物界（Protista或Protoctista
） 

•藻類 (Photosynthetic (plant-like) protists : algae) 

–似植物 

–具葉綠體，可行光合作用 

•原生菌類 (absorptive(fungus-like)protists，無特別名稱) 

–類似菌類 

–吞噬有機物或分泌酵素，分解並吸收有機分子 

•原生動物類 (ingestive (animal like) protists : protozoa)  

–最初的動物 

–掠食或寄生 

–如阿米巴原蟲、梨形鞭毛蟲、隱孢子蟲、瘧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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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植物 

•食用、吸入或接觸植物或其產物 

•吸入：花粉熱 

–風媒花 

–花粉→過敏原 

–與過敏抗體IgE結合→組織胺、發

炎介質 

–過敏性鼻炎及過敏性結膜炎 

•接觸：乳膠過敏 

–乳膠蛋白  

–皮膚癢、起水泡等過敏性皮膚炎 

–1997年：台大醫院：6.8% 

–1998年：中部醫院：8.25% 

杉木 

豕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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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動物 

• 來源： 
• 寵物或實驗動物 
• 鼠、兔、貓、狗、猴等 

• 造成風險的途徑與方式： 
• 動物咬傷 
• 皮屑 
• 寄生於寵物身上的節肢動物 

• 人畜共同傳染病（如：狂犬病） 

17 



節肢動物 

節肢動物 蝨 蜱 蚤 蟎 蟑螂 

宿主 人類、
狗等 

人類、
狗等 

人類、
鼠、貓
等 

 
 

傳播方式 叮咬 
 

排泄物、軀殼
的碎片 

蜱 蚤 

蟎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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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的定義 
•生物性危害（Biological hazards or Biohazards） 

•由生物性危害物質所造成的傷害即為生物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物是指所有會造成健康影響的生物(或其產生不

具活性的產物)。這些危害物質包含植物、節肢動物、鼠類

和其他動物、真菌、細菌、病毒以及毒素和過敏原等。 

• A biological hazards or biohazards are all of the forms of life 
(as well as the nonliving products they produce) that can caus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 These hazards are plants, insects, rodents, and other 

animals, fungi, bacterial, viruses, and a wide variety of 
toxins and allergens.  

(Yassi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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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物性危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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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宿主內生長繁殖所致(如：流

行性感冒、麻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覆暴露致使人

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

鼻炎) 
 

•中毒（Toxicosis ）：暴露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素（細菌內

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所致(如：發燒、發冷、肺

功能受損) 
 

• 其他：如心理恐慌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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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恐慌 



參、生物性危害的來源 

    與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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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的來源 

1.宿主：受感染的人或動物 

 人：肺結核、流感、腸病毒 

 動物：狂犬病、狂牛症 

 

 

 

2.環境中之病原： 
 花粉 
 黴菌 
 污染水體中的退伍軍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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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進入人體的途徑 

•吸入(Respiratory tract)  

 肺結核、流感、麻疹 

 

•食入(GI tract)  

 受污染之食物：傷寒、霍亂、A型肝炎 

 

•經由皮膚(Skin)或黏膜(Mucous membrane)  

 血吸蟲病、砂眼、血液傳播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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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間接傳播 

 

飛沫droplets     

ex：流感、腸病毒、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直接傳播 

吸入 

空氣airborne 

ex：肺結核、麻疹 

1a.宿主→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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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機械性傳播(mechanical transmission) 
 病原僅機械性地被帶往傳染部位，如：蒼蠅 

•生物性傳播(biological vector-borne transmission) 
 病原需在病媒體內成長繁殖後才能傳播，如：蚊子 

 

親吻 

食入 
直接傳播 

間接傳播 

媒介物 受污染之物品 ex：衣物、床單 
水：霍亂、傷寒 

食物：腸病毒、A型肝炎 

病媒 

1b.宿主→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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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垂直感染、咬傷、接觸 

Ex：梅毒、愛滋病、香港腳、 

    B型肝炎 

間接傳播 

直接傳播 
皮膚
黏膜 

體液
血液 

尖銳物(針器、刀械)：B型肝炎 

輸血：B型肝炎、愛滋病 

病媒(蚊子)：登革熱、瘧疾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1c.宿主→皮膚、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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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黴菌 
        花粉 
        寄生蟲  
        細菌 

            

食入 
媒介物(污水體、受
污染的食物)      
ex：黃麴毒素、霍亂 

空氣            ex：
花粉熱、 

    退伍軍人症 

皮膚
黏膜 

吸入 

穿透、傷口、接觸 

ex：血吸蟲病、破傷風 

‧ 

‧ 

‧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2.環境中之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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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物性危害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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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分級 
依據：「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

月十一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一０三０一００ 二０八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二十一條 

 

第三條 本法（傳染病防治法）第四條第四項之病
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區分為 四級危
險群微生物 

 

•第一級：指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第一
型至第四型 及其他未影響人類健康之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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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分級 
•第二級： 指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
病毒、惡性瘧原蟲 及其他影響人類健康
輕微，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方法之微 生
物。  

 

•其他例子：登革熱（血清型1~4型）、腸
病毒、EB virus、流感病毒（不包括 
H1N1、 H5N2、H6N1； H5N1 及 
H7N9 ）、退伍軍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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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分級 
•第三級：指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
一型及第 二型及其他影響人類健康嚴重或可能
致死，卻可能有預防 及治療方法之微生物。  

  其他例子：炭疽桿菌、漢他病毒、變性蛋白（Prions）
SARS、MERS-冠狀病毒、禽流感病毒（包括 H1N1、 
H5N2、H6N1； H5N1 及 H7N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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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分級 

•第四級：指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
其他影響人類健康嚴 重或可能致死，
且通常無預防及治療方法之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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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好的病菌 
 

• 可能傳染到我 
 
 

• 結果會很嚴重 

• 危害的存在 
 

• 暴露的可能性 
• 暴露的程度 

 
• 早期診斷與治療能力 

擔心與恐慌 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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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會發生健康影響嗎？ 

• 危害的存在（Hazards） 
• 接觸暴露劑量（Dose） 

– 強度與時間 
– 防護具與防護設備 

• 暴露風險 
– 危害存在 
– 接觸暴露 

• 健康風險 
– 暴露風險 
– 疾病嚴重程度（健康風險） 
– 個人體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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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物性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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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一般預防原則 
         

 環境管理 
 人員管理 

38 



環境管理 

• 清除污染源（最重要的預防管理項目） 

• 維持環境清潔與衛生並定期消毒 

• 控制環境濕度 

• 空氣品質管理 

39 



人員管理 

• 加強個人衛生 (例如：洗手) 

• 注意個人健康管理（例如：施打B肝疫苗） 

• 遵守標準微生物操作守則 

• 使用個人防護設備（最後一道預防管道） 

    －穿著實驗衣 

 －佩戴手套及防護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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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管理 

• 機械通風系統 
    －整體換氣：氣流型態與流向 
    －局部排氣：生物安全櫃 
• 空氣清淨裝置 
 －高效率過濾濾材（HEPA filter） 
 －殺菌設備 
• 負壓環境設計 
  －隔離病房、第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

(BSL-3) 
41 



42 

• 實驗室係指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依其操作

規範、人員 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初級防護）及設

施（二級防護）等，區分為生物安全第一等級

（Biosafety level 1，簡稱 BSL-1）至生物安全第四

等級（Biosafety level 4，簡稱 BSL-4）實驗室。 

   

(網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業版首頁>通報與檢 

驗>實驗室生物安全>我國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規範)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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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物安全第一等級(BSL-1)實驗室：主要使
用於操作已知不會 造成人類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
料。 
 
(二)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主要使
用於操作經由皮膚 傷口、食入、黏膜暴露，造成
人類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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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實驗室：主要
使用於操作可能經由吸入途徑暴露，造成人類
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四) 生物安全第四等級(BSL-4)實驗室：主要
使用於操作可能產生高感染性氣膠，造成人類
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之感染性生
物材料。 

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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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等級第一、二級 
（BSL-1，BSL-2）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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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 
（BSL-3）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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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等級第四級 
（BSL-4）實驗室 



生物安全等級、生物危害標識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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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實驗室安全等級區分 

•病原微生物危險群所造成之危害程度 
  RG4 ＞ RG3 ＞ RG2 ＞ RG1 

•物理性防護(Physical containment) 
    P4 ＞ P3 ＞ P2 ＞ P1 

•生物性防護(Biological containment) 
    BSL4(Biosafety level 4)＞BSL3＞BSL2＞BSL1 
 

進行大量微生物增殖之實驗，其防護等級須往上提升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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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群微生物與生物安全之對照表 

危險
群 生物安全等級 實驗室類型 實驗室操作規範 安全設備 

第一
級 第一等級（P1） 基礎教學、研究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 無，開放式工作檯 

第二
級 第二等級（P2） 初級衛生服務、

診斷服務、研究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
加上防護衣、生物
危害標誌 

開放式工作檯加上防止氣霧
外流之生物安全櫃 

第三
級 第三等級（P3） 特殊診斷服務、

研究 
同第二等級加上特
殊防護衣、進入管
制及定向氣流 

生物安全櫃及（或）其他所
有實驗室工作所需要之基本
防護裝備 

第四
級 第四等級（P4） 具危險性病原體 

同第三等級加上氣
密門、出口淋浴及
廢棄物之特殊處理 

三級生物安全櫃或二級生物
安全櫃並穿著正壓防護衣、
雙門高壓蒸氣滅菌器（穿牆
式）及經過濾之空氣 

資料來源: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 50 



生物安全資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 

INFECTIOUS SUBSTANCES(BSDS) 

•http://www.phac-aspc.gc.ca/msds-ftss/可上網搜尋取得  

第四部分：生存力 
— 抗藥性 
— 對殺菌劑的易感

性 
— 物理環境耐受度 
— 離體環境存活力 
第五部分：醫療 
— 醫療監控 
— 急救及治療 
— 施打疫苗 
— 預防方法 
第六部分：實驗室危

害 
— 相關實驗室感染 
— 檢體來源 
— 主要危害 
— 特殊危害 

第一部分：感染性物
質 

– 名稱 
– 同義名 
– 特性 
第二部分：健康危害 
– 致病力 
– 流行病學 
– 宿主範圍 
– 感染劑量 
– 傳播方式 
– 潛伏期 
– 傳播力 
第三部分：散播性 
– 帶菌者 
– 動物疾病 
– 傳染媒介 

 
第七部分：建議預防措施 
– 防護需求 
– 個人防護具 
– 其他預防措施 
第八部分：處理資訊 
– 洩漏 
– 廢棄 
– 儲存 
第九部分：其他資訊 
– 準備日期 
– 準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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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毒之
BSDS範例說明 

52 



生物安全資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 INFECTIOUS SUBSTANCES 

(BSDS)  
•http://www.phac-aspc.gc.ca/msds-ftss/可上網搜尋

取得  
四：醫療措施 
— 醫療監控 
— 急救及治療 
— 施打疫苗 
— 預防方法 
五：實驗室危害 
— 相關實驗室感染 
— 檢體來源 
— 主要危害 
— 特殊危害 
六：洩漏處理方法 
— 個人注意事項 
— 環境注意事項 
— 清理及復原方法 
七：安全儲存方法 

一：生物物質與廠商
資料 

二：生物成分辨識資
料 

– 名稱 
– 生物安全等級 
–生物成分 特性 
三：健康危害資料 
– 致病力 
– 流行病學 
– 宿主範圍 
– 感染劑量 
– 傳播方式 
– 潛伏期 
– 傳播力 
– 帶菌者 
– 動物疾病 
– 傳染媒介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防護需求 
–個人防護設備 
–衛生措施 
九：存活力 
–抗藥性 
–對殺菌劑的易感性 
–物理環境耐受度 
–離體環境存活力 
十：廢棄處置方法 
– 準備日期 
– 準備單位 
十一：運送資料 
十二：法規資料 
十三：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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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生物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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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洗手步驟 

1.濕：在水龍頭下把手淋濕。 

2.搓：擦上肥皂或洗手液 ，兩手 

   交叉並互相摩擦，兩手搓 

   揉手掌及手背，作拉手姿 

   勢以擦洗指尖，此動作至 

   少須20秒。 

3.沖：用清水將雙手沖洗乾淨。 

4.捧：捧水將水龍頭淋洗乾淨。 

5.擦：用擦手紙、乾淨的毛巾或
手帕將手擦乾。 

 

建議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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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微生物操作原則 

• 實驗進行中的門禁管制 
• 工作前後必須洗手 
• 工作前後消毒工作檯面 
• 減少噴濺及氣霧的產生 

• 禁止工作時飲食、吸菸、處理隱形眼鏡及化妝 
• 禁止以口吸取任何實驗相關液體 
• 使用耐用、防漏密閉、可滅菌之容器盛裝實驗相關物品 
• 使用防穿刺、防漏密封之容器運送尖銳物品與檢體 
•所有可能有感染之虞的實驗廢棄物（如培養物、菌株、

細胞株等），清除前須進行滅菌-高溫高壓滅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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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噴濺的產生 

未加蓋試管或容
器中的液體在振
盪過程中，容易
產生噴濺和細小
液滴而造成危害 

 

資料來源：WHO & DIH, http://www.apbtn.org/apbtn/trainingMateri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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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戴手套的右手抓住近手腕處左手手套的外面，將 

   手套翻轉脫下。 

2.用脫下手套的左手插入右手套內，以外翻的方式脫 

   下右手手套。  

注意事項： 

1.整個過程中以不碰觸手套外側為原則，即手套對手 

   套、皮膚對皮膚的方式進行。 

2.當手套很髒時，應先以清水清洗過後再脫除。 

3.脫除的手套須置於生物廢棄物處理桶(袋)中。 

      

標準脫除手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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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依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程度，
區分為高度、中度及低度危害等級。 
 
（一） 高度危害：感染性生物材料溢出或洩漏至實驗室
以外區域，對實驗室人員、其他部門或週遭社區民眾，
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二） 中度危害：感染性生物材料溢出或洩漏局限於實
驗室以內區域，對實驗室人員可能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三） 低度危害：感染性生物材料溢出或洩漏局限於實
驗室安全設備內，對實驗室人員較少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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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應包括：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災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
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措施及調查報告。 
設置單位每年應依應變計畫，辦理實地模擬應變演練。 

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資料來源 

• 編撰者：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陳培詩副教授 
 
• 參考資料： 
1.生物性危害(102年編修) 
     ─大專校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2.生物性危害(100年編修) 
 ─教育部北區安全衛生教育中心  王怡婷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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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實驗及感染性危害 



F2動物實驗及感染性危害處理 

生物性危害 



 

壹、生物性危害因子 

貳、生物性危害預防與應變 

參、生物醫療廢棄物暫存與處置  

肆、生物安全管理 

  

內   容 



壹、生物性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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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25FJsAc4I&index=25&list=PL2D64E00204DFCA8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LowzJ1MH0&list=PL2D64E00204DFCA85&index=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5ztlx-5tU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uDlP6h9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Fyq3XKKNg


生物性危害的來源 

1.宿主：受感染的人或動物 

 人：肺結核、流感、腸病毒 

 動物：狂犬病、狂牛症 

 

 

 

2.環境中之病原： 
 花粉 
 黴菌 
 污染水體中的退伍軍人菌 

 



危害進入人體的途徑 

•吸入(呼吸道)  

 肺結核、流感、麻疹 

 

•食入(消化道)  

 受污染之食物：諾羅病毒、霍亂、A型肝炎 

 

•經由皮膚或黏膜  

 血吸蟲病、砂眼、血液傳播的疾病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間接傳播 

 

飛沫droplets     

ex：流感、腸病毒、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直接傳播 

吸入 

空氣airborne 

ex：肺結核、麻疹 

1a.宿主吸入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機械性傳播(mechanical transmission) 
 病原僅機械性地被帶往傳染部位，如：蒼蠅 

•生物性傳播(biological vector-borne transmission) 
 病原需在病媒體內成長繁殖後才能傳播，如：蚊子 

 

親吻 

食入 

直接傳播 

間接傳播 

媒介物 受污染之物品 ex：衣物、床單 

水：霍亂、傷寒 

食物：腸病毒、A型肝炎 

病媒 

1b.宿主食入 



性行為、垂直感染、咬傷、接觸 

Ex：伊波拉病毒、梅毒、愛滋病、  

    香港腳、B型肝炎 

間接傳播 

直接傳播 

皮膚
黏膜 

體液
血液 

尖銳物(針器、刀械)：B型肝炎 

輸血：B型肝炎、愛滋病 

病媒(蚊子)：登革熱、瘧疾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1c.宿主皮膚、黏膜 



        黴菌 
        花粉 
        寄生蟲  

        細菌 

            

食入 
媒介物(污水體、受
污染的食物)      
ex：黃麴毒素、霍亂 

空氣             

ex：花粉熱、 

    退伍軍人症 

皮膚
黏膜 

吸入 

穿透、傷口、接觸 

ex：血吸蟲病、破傷風 

‧ 

‧ 

‧ 

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2.環境中之病原 



生物性危害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宿主內生長繁殖所致(如：流

行性感冒、麻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覆暴露致使人

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

鼻炎) 
 

•中毒（Toxicosis）：暴露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素（細菌內毒

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所致(如：發燒、發冷、肺功

能受損) 
 

• 其他：如心理恐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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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恐慌 



感染性生物材料 

區分以下三類: 

1.具感染性的病原體: 指造成人類感染或疾病之病原微  

   生物(病毒、細菌、真菌或寄生蟲)及其培養物(液) 

2.病原體的衍生物: 指經純化及分離出病原體組成成分 

   (核酸、質體、蛋白質)或其分泌產物(生物毒素) 

3.經確認含有病原體或其衍生物之物質: 指經檢驗確  

   認含有某種病原體、或其組成成分、或其分泌產物之傳 

   染病病人陽性檢體(血液、痰液或尿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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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體:四級生物風險群組 
Risk Group, RG 

依其致病性、感染途徑、宿主範圍、有無預防及治
療方法等因素，區分為四級危險級微生物: 

第一級(RG1):指大腸桿菌K12型、腺病毒第一至四型及其 
他未影響人類健康之微生物。 

第二級(RG2):指金黃色葡萄球菌、B型肝炎病毒、登革熱
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影響人類健康輕
微，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方法之微生物。 

第三級(RG3):指肺結核分枝桿菌、狂犬病病毒、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及其他影響人類健康嚴重或可能致死，卻可能會
有預防及治療方法的微生物。 

第四級(RG4):指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影響人類
健康嚴重或可能致死，且通常無預防及治療方法的微生物。 

 
14 



貳、生物性危害預防與應變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 

辦法第五條: 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人
員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設施等，區分為生物安全四等級。 

(Biosafety level, BSL) 

1.生物安全第一等級(BSL-1)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已知不會
造成人類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2.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經由皮膚
傷口、食入、黏膜暴露，造成人類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3.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可能經由
吸入途徑暴露，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之感染性生物材料 

4.生物安全第四等級(BSL-4)實驗室:主要使用於操作可能產生
高感染性氣膠，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之感
染性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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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操作程序 安全設備 實驗室設施 

BSL-1 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 無 開放式實驗檯上
端式洗手槽 

BSL-2 BSL-1操作程序加: 

• 進出限制 

• 生物危害警告標識 

• “尖銳物”防範 

• 生物安全廢棄物消
毒或醫學監視策略 

初級防護設備: 
I級或II級生物
安全櫃 
個人防護設備: 
實驗衣、手套、
面部保護裝備 

BSL-1設施外加: 

高壓蒸氣滅菌鍋 

 

BSL-3 

 

BSL-2操作程序加: 

• 進出管制 

• 所有廢棄物消毒 

• 實驗衣消毒 

• 收集基線期的血清 

 

初級防護設備: 
I級或II級生物
安全櫃 
個人防護設備: 
保護性實驗衣、
手套、呼吸保
護裝備 
 

BSL-2設施外加: 

• 物理性隔離
之迴廊 

• 封閉式:雙門
進出 

• 負壓環境 

• 排氣不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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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操作程序 安全設備 實驗室設施 

BSL-4 

 

BSL-3操作程序加: 

• 進入前更衣 

• 出口具沐浴設備 

• 在設施出口消毒所
有物 

 

初級防護設備: 
所有操作均在
III級生物安全
櫃或穿著全身
充氣之正壓工
作服於I級或II

級生物安全櫃 
內操作 

BSL-3設施外加: 

• 獨立的建築
物或隔離區 

• 專屬供氧、
排氣、抽氣
及除污系統 

 



 

 

生物安全櫃(Biosafety Cabinet, BSC)  vs. 無菌操作台 

 BSC 

 利用乾淨之負壓層流空氣來隔絕其內部空氣外洩 

 主要目的：保護使用人及實驗室，順便保護產品 
 

 依防護效能： 

 Class I：不常見 

 Class II：較常見 

A. 應有NSF/ANSI 49-2007(美規)/BS EN 12469:2000(歐規)認證 

B. 分類及效能排序：A1, A2(原B3), B1, B2 

 Class III：生物安全等級第4級適用 
 

 正壓無菌操作台：保護產品，空氣會外洩 

Class II A2 

19 



正壓無菌操作台 

• 非生物安全櫃，空氣往外吹，無保護使用者功能 

• UV燈開啟期間需遮光 (通常是用布幕) 

• 上方初級濾網應定期自行更換 (例：每500 hr) 

氣
流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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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櫃 vs.正壓無菌操作台vs. 化學氣櫃 

• 不可將正壓無菌操作台作為生物安全櫃使用 

– 正壓無菌操作台空氣往外吹，無保護使用者功能 

• 不可將化學氣櫃作為生物安全櫃使用 

– 化學氣櫃沒有保護生物實驗材料的功能 

– 視末端排氣過濾設備的種類差異，在化學氣櫃中操作

感染性生物材料，有可能汙染外界空氣 

• 亦不可將生物安全櫃作為化學氣櫃使用 

– 生物安全櫃的HEPA濾層無濾除氣態汙染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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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實驗室安全等級區分 

•病原微生物危險群所造成之危害程度 
  RG4 (Risk group 4)＞ RG3 ＞ RG2 ＞ RG1 

•物理性防護(Physical containment) 

    P4 ＞ P3 ＞ P2 ＞ P1 

•生物性防護(Biological containment) 

    BSL4 (Biosafety level 4)＞BSL3＞BSL2＞BSL1 

 

進行大量微生物增殖之實驗，其防護等級須往上提升一級! 



生物安全等級、生物危害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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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一般原則 
 

–污染源清除 

–溼度控制 

–維持環境清潔與衛生並定期消毒 

–空氣品質管理 

–遵守微生物實驗室操作守則 

–個人防護設備的使用 

–個人衛生的加強(如:勤洗手) 

–實驗室人員的健康管理 



• 實驗進行中的門禁管制，明確的實驗室等級標示 

• 離開實驗室脫去手套及洗手 

• 禁止飲食、抽煙、處理隱形眼鏡、化妝 

• 消毒工作檯面，蟲鼠防治 

• 禁止以口吸取液體 

• 減少噴濺及氣霧的產生 

• 使用耐用、防漏密閉、可滅菌之容器 

• 高溫高壓滅菌處理所有培養物、儲存物及其他具
感染廢棄物 

• 以防穿刺、防洩漏、可密封的容器運送尖銳物品
與檢體 

 

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 



生物實驗意外感染主要途徑及類型 

意外感染主要途徑 
 

•吸入氣溶膠(氣霧) 

•通過皮膚接觸 

•黏膜接觸污染物 

•吸收攝入 

典型意外類型 
 

•針頭/注射器刺傷 

•感染性物質溢出/噴霧
接觸或吸入 

•碎玻璃/其他銳器劃傷 

•從移液管吸入 

•動物咬傷/抓傷或外寄
生蟲造成人畜共通之
疾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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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程序 

•意外針扎、割傷和擦傷 
–脫掉防護衣 
–清洗雙手及受傷部位 
–進行消毒 
–通報意外事件 
–必要時需諮詢醫師並保存病歷 
 

•意外食入危險物質 
–去除防護衣 
–立即就醫並告知食入的物質 
–保存病歷 



緊急應變程序 

•危險氣膠洩漏 
–自污染區撤離所有人員 

–已暴露人員需就醫 

–立即通報實驗室負責人和生物安全官 

–張貼標示禁止人員進入污染區（至少一小時），直至氣膠已消散
或沈降 

–污染區若無中央空調排氣系統者，24小時內不得進入 

–在生物安全官指揮下，著防護衣及呼吸防護具進行除污 

 

•打翻或噴灑感染物/培養液 
–全程戴手套 

–以布或紙巾覆蓋污染區 

–倒入消毒劑並維持至少30分鐘 

–清除污染物，並以鑷子清理玻璃碎片 

–以消毒劑擦拭污染區域 

–盛裝污染物的容器須經高溫高壓滅菌或置於消毒劑中24小時 

–紙巾、布、拖把或抹布等視為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緊急應變程序 

•離心機內盛裝感染物之試管發生破裂 
–停止離心 
–30分鐘內不可開蓋 
–通報生物安全官 
–配戴適當手套（如：厚橡膠製）進行除污；若必要可外加拋棄式

手套 
–使用鑷子（或夾棉花）清除玻璃碎片 
–受到污染器物（如：試管、玻璃碎片、轉盤、轉軸）需以消毒劑

浸泡24小時或高溫高壓滅菌 
–未破裂且有蓋之試管以消毒劑浸泡1小時 
–離心機以消毒劑抹拭並清洗 

 

•火災、水災和天然災害（如：地震） 
–災害發生前： 

•事先告知消防單位與其他災害應變人員感染物存放地點 
•安排其參觀實驗室 
 

–災害發生後： 
•應變人員應在實驗室人員陪同下進入實驗室 
•以防洩漏容器盛裝培養物或感染物 



緊急應變程序 

•盜竊的預防 
–安裝厚重堅固之門 
–使用防盜性高之鎖與警報系統 
–門禁管制 

 
•意外事件發生時之聯繫 

–在所有電話旁標示以下的電話號碼與地址： 
•實驗室 / 機構 
•機構主管、實驗室負責人、生物安全官、醫護人員、相關技術
人員 

•消防單位 
•警察局 
•水電瓦斯工程人員 



緊急應變程序 

•置備緊急設備 
–必須設備： 

•急救箱 (內含解毒劑） 

•擔架 

•滅火設備 

 

–建議設備： 

•全套防護裝備（如：防護衣、手套、頭罩等） 

•含適當濾毒罐或過濾器之全面式呼吸防護具 

•室內消毒設備（如：甲醛燻蒸器） 

•工具（如：鐵槌、扳手、螺絲起子、梯子等） 

•危險區域告示牌及劃界設備 



參、生物醫療廢棄物暫存與處置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定義 

•衛生保健廢棄物(Healthcare waste) ：WHO 

–從衛生保健機構產生的廢棄物，包括診斷、治療、預
防、復健以及相關研究行為所產生的廢棄物。 

•生物醫療廢棄物(Biomedical waste) ：台灣 

–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
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
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工廠，於醫 
療、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材料製
造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包括：基因毒性廢棄物、廢尖
銳器具、感染性廢棄物。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處理流程 

•包括三大步驟─貯存、清除及處理  

•貯存之前須先做好收集、分類、包裝及標誌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分類及貯存方式 

•可燃性醫療廢棄物 

–以紅色可燃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生物醫療廢棄

物標誌；其於常溫下(攝氏五度以上)貯存者，以

一日為限，於冷藏者(攝氏零度至五度)，以七日

為限，冷凍者(攝氏零度以下)，以三十日為限。 

•不可燃性醫療廢棄物 

–以不易穿透之黃色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生物醫

療廢棄物標誌；該項廢棄物須進行滅菌處理。 

  (貯存時間、溫度及生物醫療廢棄物標誌，應標示於

容器明顯處)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醫療機構事業廢棄物管理作業參考手冊(97年版)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醫療機構事業廢棄物管理作業參考手冊(97年版) 



含感染性物質之廢棄物需滅菌後以事業廢
棄物丟棄(如手套、拋棄式離心管、採血管
等) 

消毒或高溫高壓滅菌後重複使
用 
的污染 (有潛在感染性) 材料
(如血清瓶、玻璃吸量管) 

使用加蓋不會滲流之容器可
用金屬或高密度塑膠容器  針頭、刀片等拋棄式銳器

需棄置於加蓋且防穿刺之
硬殼容器中 

可
燃
性
廢
棄
物 

不
可
燃
性
廢
棄

物 



消毒或高溫高壓滅菌後重複使用的 
污染(有潛在感染性) 材料 

Ex. 

1.操作RG1及一般細胞培養使用的吸量管，需浸泡消
毒液後再行清洗 

2.操作RG2以上的感染性材料，玻璃吸量管或血清瓶
等重複用之材料在操作過程中可先浸泡消毒液，
並經高溫高壓滅菌後再清洗。 

任何高溫高壓滅菌後重複使用的污染 
(有潛在感染性) 材料不應事先清洗 
 

任何必要的清洗、修復必須在高壓滅
菌或消毒後進行。 

垂直浸泡(無法全部浸泡到) 

不
理
想 

水平浸泡(卸下吸量管前先吸消毒
液，再將其全部浸泡到消毒盒中) 

0.5% 漂白水 



直接焚燒的生物性污染材料或滅菌完焚燒的污染材料 

(如無害性動物或感染性動物的器官或屍體) 



動物屍體之暫存與處理 

•動物房舍中必須設置容量充足的冷藏設備以暫時貯存屍體。 

•屍體由冷凍庫取出後需先解凍再予焚化以避免燃燒不完全及
浪費燃料。解凍時亦須在適當的場所，以避免解凍水之污染(
防漏容器)。 

•無害性動物屍體，直接做掩埋處理或焚化；感染性的動物屍
體應該以裝載生物危害物質的塑膠袋妥善包裝，經高溫高壓
滅菌後，再以一般處理無害性動物屍體方法貯存、掩埋或焚
化。 

•放射性動物屍體，應以裝載放射性物質的塑膠袋妥善包裝，
利用專用烘箱，以60-70℃將屍體水分烘乾，為避免烘乾過程
產生惡臭，可利用微波爐加熱使水分分離。經乾燥後的動物
屍體可依廢棄放射性材料處理。   



國內一般學術機構實驗室廢棄物處理現況 
 

未使用防漏容器、未加蓋 

未使用可耐高溫高壓
之生物醫療廢棄物垃
圾袋 

參考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科技研究發展計畫 ,  

                     BSL2實驗室安全設施調查( IOSH99-H999) 

未使用防漏容器、未加蓋 



肆、生物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法規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 103年3月11日公布 

– 前身為「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依據「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3條至第5條、第10條及
第14條等條文之授權 

–針對感染性生物材料管制對象、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實驗
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以及感染性生物材料運送包裹等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規範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99年4月16日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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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傳染性防治法第64條第1項第5款: 
違反第34條第2項規定，即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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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者，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緩。 

•傳染性防治法第6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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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元以下罰緩；必
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主管機關得逕行強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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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會與生安專責人員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
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生安會） 

•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
員（生安專責人員） 

•設置單位：只持有、保存、使用、處分及輸出入
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
關（構）、團體或事業。 

•設置單位對於第一級危險群微生物及生物安全第
一等級實驗室，應有適當之管理機制可由設置
單位訂定相關管理規定，或授權各實驗室主管自
行訂定內部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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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委員會成立法規依據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3年6

月增修版）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103年3月11日修正） 

•其他提及生安會任務的行政命令 

– 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行政院農委會
94年6月29日訂定） 

–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則（行政
院農委會98年4月3日發布） 

– 實驗室生物保全管理規範（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局99年4月16日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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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會與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專責人員資格：應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接受
至少十六小時生物安全課程，並具有三年以上實
驗室工作經驗 

•報備：設置單位應於設置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疾管署）備查。 

•職責： 

–審核感染生物材料使用，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生
物安全爭議事項 

–督導每年實驗室之生物安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實
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訓練 

–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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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 
每年應依應變計畫，辦理實地模擬應變演練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依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危害等級、通報及處置等，建立以
下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1.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2.意外事件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3.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4.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5.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6.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7.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8.災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
調、善後處理措施及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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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依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程度
等，區分為高度、中度及低度危害等級: 

•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以外區域，對實
驗室人員、其他部門或周遭社區民眾有感染或危害
之虞。 

•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侷限於實驗室以內區域，
對實驗室人員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侷限於實驗室安全設備內
，對實驗室人員較少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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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通報 範例 處理 

高度 1.當事人或發現者應立即
向實驗室主管通報，並留
存書面紀錄備查 
2.實驗室主管立即向生安
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報告 
3.設置單位應於24小時內
向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中央
主管機關通報 

1.地震、水災等災害造
成感染性材料逸散出實
驗室以外區域 
2.工作人員因操作不當
或防護不足，遭感染卻
不自知，將病原體帶出
實驗室 

1.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安全
緊急應變計畫處理 
2.對疑似感染人員進行檢查，
若確認感染則進行醫療 
3.中央主管機關得統籌指揮
相關機關配合處理 
4.設置單位應回報中央主管
機關事件之處理及改善措施 

中度 1.當事人或發現者應立即
向實驗室主管通報，並留
存書面紀錄備查 
2.實驗室主管立即向生安
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報告 
3.設置單位疑似有實驗室
人員感染時，應向所在地
主管機關通報，並副知中
央主管機關通報 

1.拿取感染性材料時，
不慎掉落地板並見灑出
來 
2.操作感染性材料不慎
噴濺至人員身上 
3.生物安全櫃風機異常
產生正壓，造成感染性
材料逸散至實驗室區域 

1.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安全
緊急應變計畫處理 
2.對疑似感染人員進行檢查，
若確認感染則進行醫療 
3.主管機關得要求設置單位
回報事件之處理及改善措施 

低度 當事人或發現者應立即向
實驗室主管通報，並留存
書面紀錄備查 

1.感染性材料於生物安
全櫃內翻覆 
2.離心管於離心時破裂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安全緊
急應變計畫處理 



降低實驗室生物危害 

•瞭解病原體特性 

•分辨高風險流程 

•採取適當防護 

•定期評核人員能力 

–教育訓練 

–緊急應變演練 

•定期檢核實驗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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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資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 INFECTIOUS SUBSTANCES(BSDS) 

•http://www.phac-aspc.gc.ca/msds-ftss/ 可上網搜尋取得  

第四部分：生存力 

— 抗藥性 

— 對殺菌劑的易感性 

— 物理環境耐受度 

— 離體環境存活力 

第五部分：醫療 

— 醫療監控 

— 急救及治療 

— 施打疫苗 

— 預防方法 

第六部分：實驗室危害 

— 相關實驗室感染 

— 檢體來源 

— 主要危害 

— 特殊危害 

第一部分：感染性物質 

– 名稱 

– 同義名 

– 特性 

第二部分：健康危害 

– 致病力 

– 流行病學 

– 宿主範圍 

– 感染劑量 

– 傳播方式 

– 潛伏期 

– 傳播力 

第三部分：散播性 

– 帶菌者 

– 動物疾病 

– 傳染媒介 

 

第七部分：建議預防措施 

– 防護需求 

– 個人防護具 

– 其他預防措施 

第八部分：處理資訊 

– 洩漏 

– 廢棄 

– 儲存 

第九部分：其他資訊 

– 準備日期 

– 準備單位 



生物安全資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 INFECTIOUS SUBSTANCES (BSDS)  

•http://www.phac-aspc.gc.ca/msds-ftss/可上網搜尋取得  

四：醫療措施 

— 醫療監控 

— 急救及治療 

— 施打疫苗 

— 預防方法 

五：實驗室危害 

— 相關實驗室感染 

— 檢體來源 

— 主要危害 

— 特殊危害 

六：洩漏處理方法 

— 個人注意事項 

— 環境注意事項 

— 清理及復原方法 

七：安全儲存方法 

一：生物物質與廠商資料 

二：生物成分辨識資料 

– 名稱 

– 生物安全等級 

–生物成分 特性 

三：健康危害資料 

– 致病力 

– 流行病學 

– 宿主範圍 

– 感染劑量 

– 傳播方式 

– 潛伏期 

– 傳播力 

– 帶菌者 

– 動物疾病 

– 傳染媒介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防護需求 
–個人防護設備 
–衛生措施 
九：存活力 
–抗藥性 
–對殺菌劑的易感性 
–物理環境耐受度 
–離體環境存活力 
十：廢棄處置方法 
– 準備日期 
– 準備單位 
十一：運送資料 
十二：法規資料 
十三：其他資料 



範例 

生物安全資料表 



登革熱病毒之
BSDS範例說明 



生物材料保存 

第一級危險群微生物、非屬生物毒素之衍生物（
如核酸、質體、蛋白質）或陽性檢體之保存與處
理，由設置單位自行規定管理之 

 

設置單位對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
之保存，應辦理下列事項：  

•建立儲存清單、存取紀錄及定期盤點 

•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設有門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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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設施維護與檢驗 

•定期維護 

– 排氣與空調設施 

– 高壓滅菌鍋與生物安全櫃 

– HEPA或初級濾網過濾 

•定期檢測 

– 生物安全櫃操作效能（氣流風速、 HEPA完整
性與過濾效能、光度、照度、噪音、震動） 

– 高壓滅菌鍋操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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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者的自我風險評估 
四項要領 

1. 我的實驗操作使用那些生物材料? 

– 預測潛在之安全考量 

– 了解危害物質進入身體的途徑 

– 生物醫學研究相關知識 

– 實驗操作者對生物性、化學與物理危害需具備
的知識 

2. 使用這些材料的潛在危險為何? 

– 危害辨識 

–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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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者的自我風險評估 
四項要領 

3. 我如何避免自己、同事及環境因實驗操作  

   而暴露於潛在危機中? 

– 實驗使用物品的相關參考資料(BSDS、MSDS) 

– 優良實驗室操作程序(GLP) 

– 行政面的控管 

4. 我如何維護自身、同事及環境安全 

– 實驗設備的工程控管 

– 個人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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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等級 風險評估因子 生物風險群組 

BSL-1/P-1 

不造成健康成人
疾病 

BSL-2/P-2 

造成疾病但不嚴
重，有預防及治

療法 

BSL-3/P-3 

造成嚴重疾病但
有預防及治療法 

BSL-4/P-4 

造成嚴重疾病且
無預防及治療法 

危害性 

特性 

反應性 

疾病的嚴重性 

傳染便利性 

使用材料濃度 

是否有藥或疫
苗 

人的免疫能力 

RG-1 

酵母菌、枯草桿
菌、腺病毒.. 

RG-2 

肉毒桿菌、登革
熱病毒、腸病

毒.. 

RG-3 

結核菌、炭疽桿
菌、漢他病毒.. 

RG-4 

伊波拉病毒.. 

傳染途徑 



不能妥協的生物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管理是一種保險 

•該花的錢是要花的 

•不是書面報告及紙上談兵，需徹底執行 

•規則、標準流程及指令是遵行的依據 

•充分賦予員工責任 

全體工作人員需長期接受、支持及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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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編撰者：中原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陳怡寧助理教授 

 

• 參考資料： 

1. 生物性危害(96、100、102年度編修) 

     ─大專校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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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安全知識要領 



機電安全講習 

1 

  機械工程系  黃惟泰 



學習目標 
• 瞭解機械設備安全的原理 
• 認識機械設備災害發生的原因 
• 學會機械設備安全防護之原理 
• 認識基本電氣知識與相關危害 
• 瞭解實驗室中電氣危害因子與相關的保護
裝置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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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3 

單元1 實驗/實習場所常見   

       的之機械設備 
   1.1 危險性機械設備 

   1.2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1.3 一般機械器具 

單元2 機械設備之主要潛在 

      危害 
2.1 一般機械潛在危害來源 

2.2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主要潛在危害 

2.3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之主要潛在
危害 

2.4 一般機械器具之主要潛在危害 

2.5 其他機械設備之主要潛在危害 

單元3 機械設備安全防 

      護相關規定 
3.1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安全防護

相關規定 

3.2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之安
全防護相關規定 

3.3 一般機械器具之安全防護相
關規定 

3.4 其他機械設備之安全防護相
關規定 

 



4 

單元4 電氣基本知識 
4.1 直流與交流的認識 
4.2 國際安全電壓 
4.3 電源電壓認識 
4.4 電學基礎 
4.5 電氣標示 
4.6 過負荷使用 
4.7 電力供應 

單元5 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 
5.1 電流對人體的影響 
5.2 感電事故的分類 
5.3 感電案例直接觸電、漏電 
5.4 電弧灼傷 
 

單元6 電氣火災的原因 
6.1 電器火災的原因分析 
6.2 靜電危害  

單元7 實驗室中的危害因子 
7.1 人的危害 
7.2 電氣設備的危害 
7.3 環境的危害 

單元8 電氣危害防範措施 
8.1 正確安裝電氣設備 
8.2 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 
8.3 電氣火災防止 
8.4 電氣安全教育 
8.5 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單元1 實驗/實習場所常    
     見的之機械設備 

• 危險性機械設備 
•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 一般機械器具 

5 



危險性機械 
• 固定式起重機 
• 移動式起重機 
• 人字臂起重桿 
• 升降機 
• 營建用提升機 6 



7 

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式 
(俗稱天車) 



危險性設備 
鍋爐： 

–蒸汽鍋爐 

–熱水鍋爐  

壓力容器：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高壓氣體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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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 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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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容器 
•依機能分類 

進行加熱作用者﹕熱交換器﹑蒸煮鍋﹑精練
器﹑染色器﹑ 

    消毒（滅菌）器﹑加硫鍋。 

進行反應作用者：高壓反應鍋﹑反應器﹑蒸發
器﹑抽出器﹑蒸餾器。 

儲存高溫壓力液體者：蓄熱器﹑熱水回收槽
（閃化槽；flash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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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壓力容器 
（殺菌釜、滅菌鍋) 

11 

臥式 立式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動力衝剪機械 

•手推刨床 

•圓盤鋸 

•研磨機、研磨輪 

•動力堆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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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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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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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鋸(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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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輪機 
• 砂輪機應有安全護罩 
• 砂輪應標示迴轉方向 
• 每日使用前應試運轉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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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輪 

平面研磨輪 

切割研磨輪 



一般機械器具 
• 車床 
• 銑床 
• 鑽床 
• 綜合加工機 
• 離心機 
• 輸送帶、螺旋輸送機及動力傳
動裝置 

•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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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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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塔銑床(一) 

20 



立式銑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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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床 雕刻機 

22 



綜合加工機 

23 



離心機 

24 



25 
a. 身體、衣服被捲入之危險 
b. 工具或物料捲入後之反彈危險  

輸送帶、螺旋輸送機
及動力傳動裝置 



工業用機器人(一) 

26 



工業用機器人(二) 

27 

•工業用機器人作業區應標示 

   或以護欄圍住 

•機器人應由已授權人員來操作 

•教導或維修時應使用服役開關 



工業用機器人(三) 

28 • 工業用機器人應有護欄、連鎖裝置 



其他機械設備 
• 鋼瓶 
• 空壓機 
• 線鋸機 
• 電焊機 
• 放電加工機 
• 手提動力工具 29 



氣體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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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壓機 

31 



 線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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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機 

• 電焊機應加裝接地線、
漏電斷路器或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之電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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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加工機 

34 



手提動力工具 

電動工具 氣動工具 油壓 
動力工具 

燃料 
動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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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工具 

     電動砂輪機                手提電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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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 
工具 

研磨 
工具 

鑽動或扭動 
工具 

氣動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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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壓動力工具 

38 

   油壓千斤頂 
動力來源:密閉容器中的壓力 

危害:液壓軟管及其接頭的洩  

     漏, 高壓射出的油可射   

     穿操作員的手指 

預防:1.油壓管路必須定期加  

       以檢查 

     2.裝設油壓安全閥 



燃料動力工具 

39 

鏈鋸機 傷害:長時間操作鏈鋸機其緩   

      衝板及鋼瓶蓋均會產生   

      高溫,觸碰時容易造成   

      灼傷 

預防:作業員宜穿戴面罩,不宜 

     留長髮,穿著寬鬆衣服, 

     戴戒指或披圍巾等易導 

     致捲入危害的事 

  

         



單元2 機械設備之主  
    要潛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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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潛在危害來源 
• 機械乃是一套機構，輸入動力、物料
及人員之操作監視，就能對外作功或
產生服務功能的設備，因此它的危險
亦可由機構、動力、物料及人員任一
缺陷而肇生；亦即機械係利用動力運
轉產生滾、輾、切、割、衝、壓、
截、彈、擊之動作和功能，並且因此
種動作和功能而構成對操作勞工不同
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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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潛在危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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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危害點 
(1) 操作點/工作點：為擬加工或改變之物料、材料放

置於機器上工作的地點。例如切割、剪裁、搪孔、衝

壓成形等作業 

(2) 動力傳動系統：傳送能量到要工作的機器部分的機
械系統中所有的零組件（自動力來源將動力傳到機器
的工作機件之間）。例如皮帶輪、滑輪、連結器、凸
輪、鏈條、齒輪、軸系等 

(3) 其他移動機件：上述以外之所有工作中的機械會移
動的零組件。包括往復、旋轉、直線連續運動的機
件，以及送料機構和機器的輔助附屬裝置 

45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 
    主要的潛在危害 

 

• 固定式起重機 

• 鍋爐 

• 壓力容器 

•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 高壓氣體容器  
46 



固定式起重機之 
主要潛在危害 

• 物體飛落 
• 人員墜落 
• 被夾 
• 被撞 
• 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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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張○○於94年11
月3日上午8時10分在泊靠高雄港32號碼頭東
益輪第2A、2B號貨艙內實施吊掛作業，當時
船上人字臂起重機（2B吊桿）由操作手李春
生自岸上吊舉1捲鋼捲至艙內張員上方，適時
該吊桿油壓系統損壞，致瞬間吊物飛落撞擊
罹災者上身，當場被壓斃。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勞工檢查所固定式起重機職災案例探討與政令宣導 

案例： 



鍋爐之主要潛在危害 
•鍋體爆炸（Boiler explosion） ： 

–主要原因，是由於物理上所謂的閃變現象，凡
是高溫高壓的液體，一旦壓力降低被釋放，就
會閃變成汽(Vapor)，其水變成蒸氣，體積通常
最高到達1725倍。鍋體如因超壓、腐蝕等原因
而發生一裂口，而在裂口處即與大氣接通。當
體內降低至大氣壓力時，鍋中的一部份熱水遂
閃變成為蒸氣。體積突然增大，使原來容器無
法容納，壓力劇增遂產生了爆炸。 

•爆裂： 
–因操作人員疏忽、壓力錶不準、鍋爐腐蝕變
薄、超出所能承受壓力。 

49 



壓力容器之主要潛在危害 

• 火災 
• 爆炸 
•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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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之主要潛在危害 

• 火災 
• 爆炸 
• 中毒 
• 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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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之
主要潛在危害 
•手推刨床 

•圓盤鋸 

•研磨機、研磨輪  
52 



手推刨床之主要潛在危害 
• 潛在危害 

– 身體與機器移動部分的接觸 
– 被夾於 

• 工具及工件之間 
• 工件及機器之間 
• 機器移動及固定部分之間 

– 搬運工件不當 
– 及被彈射的切削屑或工件割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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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鋸之主要潛在危害 
• 馬達驅動的電動圓盤鋸潛在的危害主要為感電，應將

圓盤鋸接地，以防止人員感電的危害。 
• 另一方面電動圓盤鋸大多高速旋轉，且鋸片非常鋒

利，極易造成人員的切割傷害。 
• 而鋸片在高速旋轉下產生很大的離心力，若鋸片本身

有缺陷，即容易發生鋸片破裂，碎片飛射的危害。 
• 因此電動圓盤鋸應裝置撐縫片，以防止切開的合板發

生復合現象。使用電動圓盤鋸時，不可以穿寬鬆的衣
物，以防止捲入的危險。 

• 若是使用電動圓盤鋸時有產生大量粉塵的可能時，應
加裝集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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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機之主要潛在危害 
• 旋轉-捲、夾、 燙、砂輪破碎彈射等 

– 加工時造成粉塵、噪音及火花 

– 主要來自於砂輪片破碎時，可能造成
之傷害加工時造成之粉塵、噪音及火
花。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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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勞工以手提研磨機從事鑄件毛邊研磨時，研 
      磨輪破裂，致被破片擊中額頂部不治死。 
 
 

1.該手提研磨機為日本日立公司製造，原設有鑄鋼材質護罩，  
  但災害前已被  拆卸改裝不知廠牌之護罩。 
2.該罹災者為泰籍勞工，未依規定戴用安全帽及安全眼鏡從事 
  研磨作業之個人不安全行為。 
 



一般機械器具之主要潛在危害 
•車床 

•銑床 

•鑽床 

•綜合加工機 

•離心機 

•輸送帶、螺旋輸送機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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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床之主要潛在危害 
•來自於勞工身體接觸機器的移動部分;被夾
於工具及工件之間、工件及機器之間、或
機器移動及固定部分之間; 

•搬運工件不當；及被彈射的切削屑或工件
割傷等。 

•災害類型以夾傷、燙傷、捲傷及切割傷等
傷害為主。 

•應將機台接地，並配置適當的安全防護裝
置，使用車床時，不可以穿寬鬆的衣物，
以防止捲入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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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床之主要潛在危害 
• 旋轉-切、割、捲、夾、 燙、工件甩出等 

– 勞工身體接觸機器的移動部分;被夾於工具及
工件之間、工件及機器之間、或機器移動及
固定部分之間 

– 搬運工件不當 

– 被彈射的切削屑或工件割傷等。 

• 防護 

– 機台接地 

– 不可以穿寬鬆的衣物， 以防止捲入的危險。 

– 護罩、護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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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床之主要潛在危害 
• 旋轉-切、割、捲、夾、工件甩出等 

– 加工工件掉落， 砸傷/壓傷人員。 

– 被飛射的物體、殘料、碎屑、切削屑或粉塵擊
傷。 

– 接觸旋轉或靜止的銳利鑽頭， 造成人員割
傷。 

– 與高溫鑽頭或其碎片或切削屑接觸。 

– 衣服或手套等被旋轉中的機械捲入。 

– 鑽孔機未接地或接地不良， 造成人員感電。 

– 人員因操作姿勢不當或舉重物不當， 造成身
體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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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加工機之主要潛在危害 
–主要的潛在危害有擠壓、剪切、切割或切斷、糾
纏、陷入或困住、撞擊、刺入或刺穿、磨插或磨
耗、高壓流體灌入或噴出的危險。  

–來自於勞工身體接觸機器的移動部分;被夾於工
具及工件之間、工件及機器之間、或機器移動及
固定部分之間;搬運工件不當；及被彈射的切削
屑或工件割傷等。災害類型以夾傷、燙傷、捲傷
及切割傷等傷害為主。 

–應將機台接地，並配置適當的安全防護裝置，使
用中心加工機時，不可以穿寬鬆的衣物，以防止
捲入的危險。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安全防護裝置主要為安全防護罩，此護罩必須能
夠具備良好的可視性。啟動開關需為互鎖式開
關，以避免誤操作。 61 



62 



63 



64 螺旋輸送機--擠夾、衝撞或切割之危害  

a. 身體、衣服被捲入之危險 
b. 工具或物料捲入後之反彈危險  



65 



機器人之主要潛在危害 
•潛在危害：由於工業用機器人本身即存在很高的能量，因

此一旦發生危 害，其後果都相當嚴重。因此機器人大多
設置護圍，以限制人員進入危險區域內。然而在機器人的
教導及維修狀態時，不但會發生近距離的人機介面，人員
處於危險區域之內，同時為了順利執行作業，機器人仍然
保有能量，因此在此狀態下最容易發生人員的危害。另一
方面安全防護裝置失效；機器人的作動範圍與鄰近的機器
人或其連結設備或其他機械設備的作動範圍相重疊，都有
發生危害的可能。 

•災害類型：災害型態以撞擊、陷入、物體飛射為主，其他
危害型態包括感電、火災、爆炸、振動/噪音、夾傷等  

66 



單元3 機械設備安全 
      防護相關規定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 
安全防護相關規定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規
則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組
織
管

理
及
自
動
檢
查
辦
法 

鍋
爐
及
壓
力
容
器

安
全
規
則 

危
險
性
機
械
及
設
備

安
全
檢
查
規
則 

壓
力
容
器
安
全
檢
查

構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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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規
則 



固定式起重機法令規定 
機具檢查合格-
安衛法8 

操作人員訓練或
技能檢定合格-教
育規則12、14 

吊掛作業人員
訓練合格-起重
62 

機身標示額定荷重
-起重機具安全規
則18 

吊鉤或吊具防脫裝
置-設施規則90 

不得超過額定荷重
使用-起重10 

不可乘載或吊
升勞工從事作
業-起重19 

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
方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
設施規則92(起重21） 

不可使用不符規定
之鋼索或纖維索帶-
起重62、65、68、
71、72 

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安自52  
每月定期檢查、每年機械整體
定期檢查-安自辦法19 



鍋  爐  
鍋爐檢查合格-安衛法
8 鍋爐操作人員經

訓練或技能檢定
取得資格-教育
規則13、14。 

禁止無關人員擅自
進入鍋爐房-鍋爐
及壓力容器安全規
則18 

鍋爐每月定期檢查
（小型鍋爐每年）-
安自辦法32、34  

鍋爐操作前實施作
業檢點-安自辦法
64 



壓力容器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前作業檢點-安自辦法
64 

壓力容器經檢查合
格-安衛法8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人員經訓練或技能檢
定-教育規則13。 

第一種壓力容器每月實施
定期檢查（第二種壓力容
器、小型壓力容器每年）-
安自辦法33、35、36 

 

*圖片之壓力容器需由計算判定是否為第一種壓力容器或小型壓力容器 



具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之安全防護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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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則 



手推刨床  

應設刃部接觸預防
裝置-機械器具安全

防護標準 50 

應設置動力遮斷
裝置-防護標準 53 

標示製造廠商、額
定電壓等-防護標準 
115 

應設可固定刀軸之
裝置-防護標準 52 



圓盤鋸  

應標示額定功率、電
流、電壓等重要事項
-防護標準116。  

圓鋸片、齒輪、帶
輪、皮帶等旋轉部
分，應設有覆蓋-防
護標準 65 

應設制動裝置 -防護
標準 62 

應設反撥預防裝
置、鋸齒接觸預防
裝置-機械器具安全
防護標準 60 



研磨機 、研磨輪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2條 

 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  

 研磨輪使用，除該研磨輪為側用外，不得使用側面。 

 應於每日作業開始前試轉一分鐘以上 。 

 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有無裂痕，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分鐘以上 。 

設動力遮斷裝置-
防護標準105 

設工作物支架-
防護標準107 

在明顯處研磨機
標示規定事項 -
防護標準118 

研磨輪設護罩-
防護標準95 

加工機械上設置
護罩或護圍-設施
規則55 



 
一般機械器具之安全 
   防護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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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床  

應設置護罩、護
圍或具有連鎖性
能之安全門等設
備-設施規則58 

採光照明：車床作業場所二○○米燭光以上，精密車床作
業場所五○○至一○○○米燭光以上-設施規則313 

設置供作業勞工安全使用之工作
台-設施規則59 

禁止勞工攀登運轉
中之立式車床、龍
門刨床等之床台-
設施規則60 



銑  床 
傳動輪、傳動帶
等應有護罩-設施
規則43 



鑽  床  

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
觸及之虞者，應明確告知並
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6條 



綜合加工機  

應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
等設備-設施規則58 



離心機  

離心機械，應裝置
覆蓋及連鎖裝置，
使覆蓋未完全關閉
時無法啟動-設施規
則73 。 自離心機械取出內

裝物時，操作前應
使該機械停止運轉-
設施規則74。 

不得超越該機械之
最高使用回轉-設
施規則75。 

每年依規定定期
實施檢查-安自辦
法18。 



輸送帶 

標示禁止進入-設施
規則67 傳動帶應依規定

裝設防護物-設施
規則49 



機器人  

應有緊急停止裝置-
機器人危害預防標
準4 

不得有凸出、銳角或齒輪
之露出等危險部分-機器
人標準12 

可動範圍外側設置圍
欄-機器人標準21 

禁止任意進入機器人
可動範圍內-機器人標
準23 

運作時開關標示作
業中或上鎖-機器人
標準25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機器人標準24 

啟動前確認相關事項-機器人標準32 

每日作業前應依規定實施檢點-安自辦法60 



 其他機械設備之安 
全防護相關規定  

 



空壓機(空氣壓縮機)  
應安裝設置護蓋
或護網，以隔離
皮帶以及轉動部
分-設施規則43 



鋼瓶  

鋼瓶應直立併
列，固定措施-
設施規則108 

鋼瓶或空瓶，分區放置。可燃性氣體、
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分開貯存-
設施規則108 

周圍兩公尺內無
引火性物品-設施
規則108 

溫度經常保持於40℃
以下-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108條 

危害物質容器之危害
圖式-危險物與有害
物標示及通識規則5 

物質安全資料表置於工
作場所易取得之處-通
識規則17 

裝妥護蓋-設施
規則108 



單元4 電氣基本知識 

87 



直流與交流的認識 

88 

   直流電 

( 蓄電池、乾電池 )  

     交流電(60Hz ) 

• 一般小容量負載使用單相交流電 

•1Ø3W   AC110/220V         

•1Ø2W  AC110V  

• 動力用大容量負載使用三相交流電 

•3Ø3W  AC220V  

•3Ø4W  AC220/380V 



國際安全電壓 

89 

資料來源:勞安全衛生研究所(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31&P=674) 





電源電壓 
(單相AC110V和單相AC220V) 

91 

1P NFB 

單相110V附接地極插座 

 測試儀器 

微波爐 

示波器 

電扇 

單相
220V附
接地極
插座 

http://shopping.pchome.com.tw/fan2/detail.php?pid=BCJ00003


電源電壓 (三相AC 220V) 

92 

3P NFB 

2P NFB 

三相
220V
插座 

箱型冷氣 電動機 

烘烤箱 



電學基礎  
•E：電壓        單位：伏特 (V) 

•I：電流        單位：安培 (A) 

•R：電阻        單位：歐姆 (Ω) 

•P：電功率      單位：瓦特 (W) 

 

公式：E=IR   P=EI 
93 



電器標示 

94 

商品名稱：冰箱 



過負荷使用  
電子鍋電功率為660W，以額定電壓110伏特，所需的電流為6A(安
培)，當三種電器同時插在延長線使用時，所需的電流為19A超過延
長線負荷(12A)，並超過插座容許電流(15A)，即為過載，可能造成
電線走火。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單元5 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 

96 



實驗場所的電氣危害 
• 感電災害 
• 電弧灼傷 
• 電氣火災 
• 靜電危害 

 
 
 

97 



電流對人體的影響 
•電流通過人體產生 I2Rt 的焦耳能量，引
起人體組織損傷，嚴重局部壞死或全身傷
害 

 

•感電易因電流流通人體心臟而引起心室細
動造成死亡 

98 



感電事故的分類 

99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非帶電金屬部分

電源

帶電金屬部分

故障

非帶電金屬部分

直接觸電事故 間接觸電事故 



案例一 直接觸電 

•學生實習感電致死 

某技術學院學生在實習工場遭電擊身亡 

該生在低壓配電箱門打開且線路通電情
況下，左胸誤觸面板背部之裸線，而遭
220V電壓電擊致死。 

此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答案是肯定的 



 電弧灼傷 
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接地、閃絡現
象皆能產生電弧使人體遭受灼傷  

10
1 

趕快送醫急救 

圖片來源:www.youtobe.com 



單元6 電氣火災的原因 

102 



電氣火災 
原因： 

電路或電氣設備 過

載、短路、接觸不良 

等產生高熱 

電熱器、乾燥箱之發熱

體靠近易燃物 

103 



電氣設備引起火災佔41% 
燈燭 
1% 

爐火烹

調 
5% 

敬神掃墓祭祖 
2% 

菸蒂 
9% 

電氣設備 
41% 

機械設備 
4% 

玩火 
1% 

烤火 
0% 

施工不慎 
3% 易燃品自

(復)燃 
0% 

瓦斯漏氣或爆炸 
1% 

化學物品 
0% 

燃放爆竹 
1% 

交通事故 
1% 

天然

災害 
0% 

原因不明 
2% 

其他 
28% 

104 

民國97年火災起因分析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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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危害 
靜電現象是一種帶電現象，固體物質大面積

的摩擦、固體物質粉碎攪拌等皆易產生靜

電，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靜電可能引起爆炸

和火災 

106 



單元7 實驗室中的危害因子 

107 



實驗室中危害因子  

• 人的危害  

• 電氣設備的危害  

• 環境的危害 

108 



人的危害  
•人員不小心或不當操作開關、設備所造成
感電、燒灼傷，嚴重者甚至死亡 

 

•人員受靜電而引起火災、爆炸事件波及人
員的安全 

 
 

109 



電氣設備的危害 

電氣設備漏電、過載或

短路，造成故障、毀

損，甚而引發爆炸 

110 



環境的危害 

電氣設施附近存放易燃性

物品，易造成火災、爆

炸，危害工作場所安全。 

111 

圖片來源： http://www.med.tcu.edu.tw/ 



不安全電氣設施 
 

112 



單元8 電氣危害防範措施 

113 



電氣危害防範措施 
• 正確安裝電氣設備 (隔離與接地) 

• 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 

• 電氣火災防止 

• 電氣安全教育 

• 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114 



隔 離 

• 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開或  
    保持距離，使人員不易碰觸 

– 明確劃定標示電氣危險場所，必要時可加護圍
或上鎖，並禁止未經許可之人員進入 

–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可加設護
圍、護板、護罩或架高使人不易觸碰 

– 適當的配線與配管 

115 



116 



低壓電源開關箱 
 

117 

三相電源
AC220V 

單相電源
AC110V 

   

開關箱內部 

中間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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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的配線 正 確 119 



電氣設備接地保護 
•電氣設備金屬外殼接地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避  

  免發生漏電感電危險。 

•接地電阻值越低越好。 

120 

設備外殼接地 



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 
•過電流保護裝置  

•漏電保護裝置   

 

121 



過電流保護裝置  
•低壓熔絲 

•無熔絲開關  

•積熱電驛 

122 

低壓熔絲 

無熔絲開關  積熱電驛 



漏電保護裝置  
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良造成漏
電，使開關動作而切斷電源。 

123 



漏電斷路器跳脫測試 
 

124 

指示鈕 

測試鈕 
跳脫按鈕 

額定電流50A 

額定感度電流30mA 

動作時間0.1秒以內 



電氣火災防止 
•同一個插座避免使用多個電器，易引起火災 

125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 發熱之電熱設備周圍勿放置易燃物 

126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 插頭、插座不可破裂、焦黑或鬆動 

127 
插頭、插座焦黑可
能是過電流所造成 

 

插頭及插座鬆動易造成
接觸不良而發熱 
 

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電氣設備或線路故障，應
由專業人員修理 

 

•離開實驗室應關閉電源，以免
發生火災 

128 

電源總開關是否經常
有跳電情形？  



•實驗室應設置海龍、乾粉及二氧化碳
滅火器，以利火災時即時滅火 

129 

海 
龍 
滅 
火 
器 

乾
粉
滅
火
器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器 

A類火災：  
木材、紙張等易燃
物質 
 
B類火災：  
溶劑油料類等石油
系列物質  
 
C類火災：  
通電中設備(尚未
切斷電源) 



靜電防止措施 
• 接地及連接 
• 加濕 
• 靜電消除器 

130 



電氣安全教育 
•實驗室人員應認識各種電源電壓 (單相 

  AC110V、 220V和三相 AC220V、380V) 、 

  電源容量、插座規格 

 

•停電維修時，開關應加鎖並懸掛警告標誌 

131 



•電氣設備使用前應知道設備
使用電壓及消耗電力，避免
誤用電壓及過負荷使用  

132 

•平時應經常做電氣設備的維護及檢
查，電氣設備若短期內不再使用，應
將電源切離 



復電時應注意開啟電源的順序 
•正確順序 

1.關閉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 

2.開啟總電源開關(無熔絲開關) 

3.逐一開啟室內的各項電氣設備開關 

•錯誤行為:在室內所有電氣設備開關未關閉前，

即開啟總開關電源 

•目的:避免所有電器同時通電，造成設備毀損 133 



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 定期檢查低壓受配電、分電盤之動作試驗；
低壓用電設備電氣絕緣、接地電阻；低壓
配電線路 
 

• 實施日常或定期檢點，即早發現異常狀況，
保持良好的電氣絕緣 
 

134 



                 機電安全講習結束 
             
           祝各位在未來使用機械器具及  

            電器上能更安全且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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