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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八十年十二月廿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

指定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之實驗室、試驗

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練船)納

入勞工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

2.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校院從事工程施工、品

質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

指定適用指定適用 塑化劑危害知多少？塑化劑危害知多少？
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

是由二羧酸鄰苯二甲酸及醇類所形成的酯類，有

良好的防水性及防油性。這類的塑化劑並非食品

或食品添加物，且具有毒性。

常見的鄰苯二甲酸酯類塑化劑如下：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鄰苯二甲酸二異壬酯：（D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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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危害知多少？塑化劑危害知多少？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nBP, DBP）

鄰苯二甲酸丁苄酯：（BBzP, BBP）

鄰苯二甲酸二異癸酯：（DIDP）

鄰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OP, DnOP）

鄰苯二甲酸二異辛酯：（DIOP）

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鄰苯二甲酸二異丁酯（DIBP）

鄰苯二甲酸二正已酯：（DnHP）

DEHP

DBP

DMP

暫無暫無DNOP
塑化物

名稱

非前三類而有

汙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化學物質經暴

露，將立即危

害人體健康或

生物生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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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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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第四類

疑似毒化物

第三類

急毒性物質

第二類

慢毒性物質

第一類

難分解物質

毒性化學

物質類別

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分類

不是
動物:不明顯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
物分類中

電纜線膠鞋地毯黏膠
橡膠襯墊

DIDP

不是
動物:不明顯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
物分類中

地板膠聚乙烯磁磚帆
布塑化劑

DNOP

不是
動物:不明
顯人類:研

究中

動物:有
未列入致癌
物分類中

鞋底建築材料塑化劑DINP

是
動物:有人類:

研究中
動物:有
2B 3類

食品包裝醫療器
材建築材料塑化劑

DEHP

內分泌干擾
物質（環境
荷爾蒙）

生殖毒性致癌性用途塑化劑

塑化劑毒性比較

不
是

動物:不明顯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物
分類中

溶劑個人衛生用品
護理用品油墨

DMP

是
動物:有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物
分類中

溶劑護理用品油墨DEP

是
動物:有
人類:研究中

動物:有
3類[11]

建築材料（含PVC）
人造皮革汽車內飾塑

化劑
BBP

是
動物:有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物
分類中

食品包裝乳膠
黏合劑溶劑

DBP

不
是

動物:不明顯
人類:研究中

未列入致癌物
分類中

油漆紙漿紙板接著劑
塑化劑黏度調整劑

D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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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有機溶劑
(一) 第一種有機溶劑
指三氯甲烷、1,1,2,2-四氯乙烷、

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烯、1,2-二

氯乙烷、二硫化碳、三氯乙烯等七

種有機溶劑。

(二) 第二種有機溶劑
指異戊醇、異丁醇、異丙醇、環己醇、

l-丁醇、2-丁醇、甲醇、乙酸戊酯、乙

酸異戊酯、乙酸異丁酯、乙酸異丙酯、

乙酸乙酯、乙酸丙酯、乙酸丁酯、乙酸

甲酯、甲基異丁酮、甲基環己醇、甲基

環己酮、甲丁酮、丁酮、丙酮

乙醚、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

乙二醇丁醚、乙二醇甲醚、鄰_二氯

苯、二甲苯、甲酚、氯苯、苯乙烯、

1,4-二氧陸圜、四氯乙烯、環己酮、甲

苯、二氯甲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二甲基甲醯胺、四氫

呋喃、正己烷等四十一種有機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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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種有機溶劑

指汽油、煤焦油精、石油醚、石油

精、輕油精、松節油、礦油精等七

種有機溶劑。

使用消費量小於法定容許消費量

有機溶劑消費量小於容許消費量，得不

受規則第二章設施、第三章管理、第四

章防護措施之限制。

常用有機溶劑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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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係使一組或一群供作實驗的動物暴露在一定濃度的

化學物質(氣體、蒸氣、塵霧)下一至四小時後，觀

察14天，如果能造成該群動物半數死亡，則這個濃

度就稱為半數致死濃度LC50，為顯示化學物質毒性的

一種指標，而也同樣是其值越低，則毒性越大。LC50

在5000ppm以下為毒性氣體。

1.1.四氯化碳，四氯化碳，CClCCl44，容許濃度，容許濃度2ppm2ppm，皮，皮
性質：無色液體，比重大，不可燃，具有類似醚之氣味，難

溶於水，強麻醉性。

比重1.60，沸點沸點76.576.5℃℃。。

毒性：(1)對肝臟、神經具強烈毒性對肝臟、神經具強烈毒性，對皮膚及粘膜具輕微

毒性。經吸入或皮膚吸收後呈現中毒作用，而引起肝臟、腎

臟、心臟、肺臟、皮膚、消化器官及神經系統障害。曝露於

高濃度蒸發後，會引起頭痛、疲倦、噁心、嘔吐、頭暈、視

力障害等症狀。

(2)另一方面，因急性腎臟障害，肺部末端組織水腫、血壓因急性腎臟障害，肺部末端組織水腫、血壓

上昇、尿量減少、引起昏迷而致死亡。上昇、尿量減少、引起昏迷而致死亡。

(3)慢性曝露其蒸氣亦會引起頭痛、食慾不振及倦怠感。蒸

氣或霧滴濺及眼睛會引起炎症。

2.2.二甲苯，二甲苯，CC66HH44(CH(CH33))22，容許濃度，容許濃度100ppm100ppm

性質：無色引火性液體，不溶於水，能與酒精、醚混合，有

三種同分異構物。

毒性：對肝臟、腎臟、皮膚粘膜具輕微毒性，長期接觸後皮

膚會發生皮膚炎。

對神經組織具麻醉性。吸入高濃度蒸氣後經興奮狀態而發生

麻醉狀態，曝露濃度高達曝露濃度高達19000ppm19000ppm短時間內即可發生死亡短時間內即可發生死亡

若與苯混合存在時會破壞造血組織，引起白血球與苯混合存在時會破壞造血組織，引起白血球，紅血球、

血小板減少之貧血現象。

3.3.乙酸異戊酯，乙酸異戊酯，CHCH33COCO22CHCH22CHCH22CH(CHCH(CH33))22，容許濃度，容許濃度100 100 ppmppm

性質：無色有似香蕉氣味無色有似香蕉氣味，微溶於水，可溶於乙醇、乙

醚。

比重0.876，沸點142℃，爆炸範圍1-7,5%。

毒性：

對神經系統具中度麻醉毒性。

對肝臟及皮膚粘膜具輕微毒性。

其中毒症狀為刺激結膜、鼻及喉、咳嗽及胸痛、呼吸困難、

皮炎、頭痛、暈眩、食慾缺乏、噁心、虛脫、麻痺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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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苯乙烯，苯乙烯，CC66HH55CH=CHCH=CH22容許濃度容許濃度50ppm50ppm，皮，皮
性質：無色至帶黃色，有刺激性氣味有刺激性氣味，難溶於水，溶於酒

精、醚、甲醇、丙酮及二硫化碳。

比重0.91，沸點沸點145145--146146°°CC，爆炸範圍1.1-6.1%。

毒性：

對眼睛粘膜有刺激性，而引起催淚作用，並會引起皮膚之並會引起皮膚之

炎性反應。炎性反應。

高濃度蒸氣具有麻醉作用。

曝露在曝露在1000ppm1000ppm濃度下，濃度下，3030--6060分鐘即會造成死亡分鐘即會造成死亡
其中毒症狀為結膜炎、呼吸道刺激、食慾缺失、噁心、嘔

吐、虛弱、嗜睡、脫脂皮膚炎。

5.5.四氯乙烯，四氯乙烯，CClCCl22==CClCCl22，容許濃度，容許濃度50ppm50ppm

性質：無色帶醚臭味，不溶於水，與酒精、及醚、油類相溶

比重1.63，沸點121°C，不燃燒無爆炸之虞。不燃燒無爆炸之虞。

毒性：

對肝臟具強烈毒性。對肝臟具強烈毒性。

對神經組織具強烈麻醉性。

對腎臟具中度毒性。對腎臟具中度毒性。

對皮膚及粘膜具中度毒性。

蒸氣對眼、鼻、喉有刺激性，吸入蒸氣之中毒症狀為麻醉、

頭痛頭暈、噁心、神經喪失、皮膚脫脂紅腫、肝腎臟障害

等，但復元後並無副作用。

6.6.甲苯，甲苯，C6HC6H55CHCH33，容許濃度，容許濃度1OOppm1OOppm，皮，皮
性質：無色有苯氣味可燃性液體，不溶於水，可與酒精、氯

仿、醚、丙酮、冰醋酸、二硫化碳混合。

比重0.866，沸點110.6°C，爆炸範圍1.27-7.0%。

毒性：

對肝臟、腎臟具輕微毒性。

對血液、皮膚粘膜、神經組織具中度毒性。

吸入蒸氣或由皮膚吸收會刺激皮膚、眼睛及氣管，引起麻醉、

頭痛、倦怠感、運動機能失調、食慾降低、貧血、意識喪失、

血液障害、白血球過多、骨髓細胞氣腫等慢性中毒症狀

但甲苯急性中毒時即呈昏迷，移離患者即迅速痊癒，故急性中

毒案件罕見。

7.7.甲醇，甲醇，CHCH33OHOH，容許濃度，容許濃度200ppm 200ppm 

性質：無色微有酒精氣味，可和水、酒精、乙醚、酮類及

大多數其他有機溶劑混合。

比重0.79，沸點64.5℃，爆炸範圍6.7-36%。

毒性：對神經組織具強烈麻醉性，能引起視神經障害、失毒性：對神經組織具強烈麻醉性，能引起視神經障害、失

明、網膜障害等，侵犯中樞神經則會導致死亡。明、網膜障害等，侵犯中樞神經則會導致死亡。

對肝臟、腎臟及皮膚粘膜具輕微毒性。

人體皮膚若與之接觸或吸收其蒸氣會引起頭暈、中樞神經

及視神經麻醉、呼吸沈重、噁心、目眩、意識喪失、眼

痛、失明等中毒症狀。

6



7



有機溶劑安全管理

一、有機溶劑之儲存保管安全

(一)有機溶劑儲存時應考慮相容性：參考

每一有機溶劑的MSDS，瞭解何為不相容

物，不能將不相容物擺在一起，不能僅以

英文字母排序。

(二)認識所使用之有機溶劑，沒有二種溶劑其

性質、危害性是完全一致的，標示、物質安全
資料表是獲取資訊的地方，有疑問時應向作業

主管請教。

(三)溶劑之使用很簡單，惟應知道它的危害性

1.有些溶劑具有易燃性。

2.有些溶劑會產生爆炸。

(甲苯)   物理及化學性

物質狀態:液體 形狀:澄清

顏色:無色 氣味:芳香族特性的味道

PH值: ___ 沸點/沸點範圍:110.6 ℃

分解溫度: ___ 閃火點: 4.4℃
測試方法: 閉杯

自燃溫度: 480 ℃ 爆炸界限:1.2~7.1

蒸氣壓: 22mmHg 蒸氣密度: 3.1

密度: 0.86 溶解度:54~58mg/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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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些有機溶劑會與其他物質反應產生危害。有些有機溶劑會與其他物質反應產生危害。

(五)即使不加溫不加溫，各類之有機溶劑均會蒸發產生蒸均會蒸發產生蒸

氣氣而使作業場所空氣遭受污染，如濃度太高時即

可能產生問題。

(六)過度的暴露於有機溶劑會刺激您的眼睛、鼻

子、喉嚨，使人感覺頭昏眼花，甚至想吐，影響

安全工作的能力；皮膚時常暴露於有機溶劑會造

成發疹或嚴重的併發症。

(七)對易揮發性及需冷藏之藥品應置放於抽氣藥

品櫃或冰箱內。

(八)被有機溶劑弄濕的破布、廢棄物及紙巾等應

丟入可密閉之安全金屬容器內。

(九)有機溶劑採購時應確實估計使用量，非經常

使用之有機溶劑庫存量不要太多。

(十)可燃、易燃性化學品存放位置應遠離火源、

日曬及高壓氣體鋼瓶處。

(十一)將一易燃溶劑自一容器轉裝於另一容器

時，容器間應以導線連接並接地。

(十二)有機溶劑架、儀器架或其他相關物品應

予固定，以預防地震時倒塌的危險性。

(十三)液體有機溶劑以不放置於高處為原則，

玻璃瓶請勿堆置於地面，以免絆倒危險。

二、有機溶劑之使用安全
(一)有些溶劑如苯、四氯化碳、三氯甲烷等不可

用來清洗東西，因為對健康可能造成危害；有些

亦可能有引起火災之危險。

(二)於通風不良空間狹小之作業場所重複的暴露

於少量高毒性之四氯化碳或苯蒸氣中，會造成肝

臟之損壞及血液之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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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可以用味道來辨別一有機溶劑之有無，鼻

子的嗅覺會很快疲勞。

(四)進入高濃度之有機溶劑蒸氣之場所應有適當

之呼吸防護裝備。

(五)使用有機溶劑時要戴適當防護用具，如被化

學品噴濺，應儘快至緊急淋洗器處沖水15分鐘，

再送醫就診，弄髒之衣服在沖淋後應立即脫下。

(七)於狹小之空間或室內作業，應有適當之

通風換氣。

(八)新進員工均應接受使用有機溶劑之訓練

(九)發生火災時應撤離該作業場所，因高溫

時有機溶劑會分解出有害之化學物質。

(十)稀釋強酸時，一定是將酸加入水中，絕

不可以將水加入酸中。

物質與皮膚接觸後，可能會引起下列四種作用：物質與皮膚接觸後，可能會引起下列四種作用：

1.皮膚的角質層或汗液成為有效的屏障，使物質無

法穿透進入。

2.物質和皮膚表面起反應，造成原發性剌激作用

(酸、鹼及許多脂溶性有機溶劑)。

3.物質穿透皮膚，造成過敏作用(像甲醛、鎳等)

4.物質穿透皮膚而進入血液，引起系統疾病(如巴

拉松、四乙基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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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遭氟化氫腐蝕之手掌，本照片由台北榮民總醫院葛謹醫師提供 11



用途用途
氫氟酸可溶解砂石，可浸蝕、清洗、刻劃標記

矽晶片，廣泛應用於半導體工業上。用於玻璃

蝕劑、磨光水晶玻璃及毛玻璃、分解纖維素、

石油精煉如催化高辛烷值汽油。去除鐵鏽((除鏽除鏽

劑劑))、、金屬框去沙、去除鑄鐵上的砂粒、清潔黃

銅、鋳鐵、萃取氟化銻。

治療
◎除污、沖洗患部，塗抹葡萄糖酸鈣葡萄糖酸鈣或氧化鎂軟軟

膏膏。 給氧並維持呼吸道暢通，口服病患可給予牛

奶，含鎂胃乳、鈣片或使用1%葡萄酸鈣做胃管灌

洗，以結合氟離子。

◎頻繁監測血中鈣、鎂、鉀離子濃度，考慮經驗性

施予葡萄糖酸鈣、硫酸鎂或氯化鈣靜脈注射，給予

與口服氫氟酸相當等量的鈣或鎂，才足夠對抗氟離

子所造成的毒性。

化學物品、實驗
藥品危害通識

GHS制度是一套全球一致化的是一套全球一致化的化學品分類與標化學品分類與標

示制度示制度，提供關於提供關於化學品安全資訊化學品安全資訊，以減少在操

作過程中之危害，或發生意外事故時能正確的傳

達緊急應變的訊息，以降低化學品對人體健康和化學品對人體健康和

環境生態的危害環境生態的危害。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已修法公告「危險物與有害物

標示及通識規則」採行GHSGHS制度制度，於於9797年年1212月月

3131日起正式實施日起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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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危害-

燃燒物質

‧易燃氣體：第1~2級

‧易燃氣膠：第1~2級

‧易燃液體：第1~3級

‧易燃固體：第1~2級

‧自反應物C型~F型

‧發火性液體：第1級

‧發火性固體：第1級

‧自熱物質：第1~2級

‧禁水性物質：第1~3級

‧有機過氧化物C~F型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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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危害-

加壓氣體

‧壓縮氣體

‧液化氣體

‧冷凍液化氣體

‧溶解氣體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物理性危

害-氧化

性物質

‧氧化性氣體：第1級

‧氧化性液體：第1~3級

‧氧化性固體：第1~3級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健康危

害急-毒

性物質

‧急毒性物質：吞食(第1~3級)

‧急毒性物質：皮膚(第1~3級)

‧急毒性物質：吸入(第1~3級)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級別或型別)

急毒性(Acute Toxicity) 

50002500500100氣體(ppm)

2000100020050
皮膚

(mg/kg)

50002000300505
食入

(mg/kg)

第5級第4級第3級第2級第1級暴露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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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係使一組或一群供作實驗的動物暴露在一定濃度

的化學物質(氣體、蒸氣、塵霧)下一至四小時

後，觀察14天，如果能造成該群動物半數死亡，

則這個濃度就稱為半數致死濃度LC50 ，為顯示化

學物質毒性的一種指標，而也同樣是其值越低，

則毒性越大。

LD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主要係指給予一組或一群供作實驗的動物注

射或餵食一定量(毫克/公斤)的化學物質，經

過14天，如果能造成半數(百分之五十)動物

死亡，則這個量(劑量)稱為半數致死量半數致死量

LD50LD50，是顯示化學物質毒性的一種指標，其

值越低，毒性越大。

健康危害

及物理性

危害-腐

蝕物質

‧金屬腐蝕物：第1級

‧腐蝕／刺激性皮膚物質：第

1A.1B.1C級

‧嚴重損傷物質／刺激眼睛：

第1級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健康危

害-致病

變物質

‧呼吸道過敏：第1級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1A.1B.2級

‧致癌物質：第1A、1B、2級

‧生殖毒性物質：第1A、1B、2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曝露

)第1~2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曝露

)：第1~2級

‧吸入性危害物質：第1~2級(吞食並進

入呼吸道)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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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

害警告

性物質

‧急毒性物質：吞食(第4級)

‧急毒性物質：皮膚(第4級)

‧急毒性物質：吸入(第4級)

‧腐蝕／刺激性皮膚(第2級)

‧嚴重損傷／刺激眼睛(2A)

‧皮膚過敏：第1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曝露):第3級

備註危害圖式危害分類(組別或型別)

有機溶劑測定及評估

佩帶採樣器材實施個人採樣佩帶採樣器材實施個人採樣

例題1.(1)某勞工實施有機溶劑作業，其使用之有機溶劑為

三氯乙烷，經以個人採樣測定，採樣流率為100 mL/min於

25℃，一大氣壓實施八小時單一樣本連續採樣，樣本經分析

結果三氯乙烷質量為5mg，請計算該勞工三氯乙烷之暴露濃

度為多少mg/m3？(2)如三氯乙烷之分子量為133.5，則該勞

工之暴露濃度為多少ppm？5分

答：(1)採樣總體積V=採樣原流速×採樣時間

=100ml/min×（8×60)=48000ml（毫升）

=48公升=0.048 m3

C(濃度)＝5mg/0.048m3＝104.17 mg/m3

(2)ppm＝mg/m3×24.45/分子量

=104.17×24.45/133.5=19.06ppm 
16



例題2.作業場所勞工甲暴露於有害物之測定結果如下

表，如該有害物八小時時量平均容許濃度為100 ppm，

試評估該作業勞工甲之暴露是否符合規定？

測定結果濃度C4=190 ppm17：00-19：00

測定結果濃度C3=50  ppm13：00-17：00

測定結果濃度C2=20  ppm11：00-12：00

測定結果濃度C1=100 ppm08：00-11：00

勞工甲之有害物暴露情形測定時間

答：依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第四條

【第一次某有害物空氣中濃度×工作時間（小時）＋第二次某

有害物空氣中濃度×工作時間（小時）＋…＋第N次某有害物

空氣中濃度×工作時間（小時）】/總工作時間=時量平均濃度

(100×3＋20×1＋50×4＋190×2)/(3＋1＋4＋2)=90ppm

將原來該有害物之八小時時量平均容許濃度轉換為相當於8小

時的時量平均容許濃度再比較：

相當於8小時的時量平均容許濃度=該有害物之八小時時量平

均容許濃度×8/超過八小時之實際時間

相當於8小時的時量平均容許濃度=100ppm×8/10=80ppm

90ppm〉80ppm 

例題3.王君每日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內，於A場所作

業時間為二小時、B場所為三小時、C場所為三小

時，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甲物質為100 

ppm、乙物質為150 ppm、丙物質為200 ppm，各場

所時量平均暴露濃度如下表所示，請以相加效應評

估王君之暴露是否合於勞工安全衛生法令規定？

100ppm60ppm0丙物質

080ppm60ppm乙物質

0080ppm甲物質

C場所B場所A場所

答：

甲物質=(80×2＋0×3＋0×3)/8=20 ppm

乙物質=(60×2＋80×3＋0×3)/8=45 ppm

丙物質=(0×2＋60×3＋100×3)/8=60 ppm

(20/100)＋(45/150)＋(60/200)=0.2 + 0.3 + 

0.3=0.8<1

故王君之暴露是合於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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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防護具

一、安全衛生防護具的使用目的與時機
(一)臨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

(二)進行作業場所清掃或通風裝置的維護、保養、修護工作

(三)坑道、儲槽、管道、船艙等內部，以及室外工作場所。

這類工作場所通常無法採取通風等工程控制措施。

(四)緊急意外事故逃生或搶救人命。

(五)採用工程控制措施，仍無法將空氣中危害物濃度降低至

容許濃度之非預期情況下。

(六)製程本身確實無法採用完全有效的工程控制措施時。

二、防護手套
化學物質作業使用的防護手套，在CNS 8068職業衛生

用防護手套規定適用於從事酸、鹼、礦植物油及化學

藥品等，有傷害皮膚或經由皮膚吸收之虞之物質作業

由於工作場所接觸到的酸、鹼、溶劑等化學物質具有

的毒性、腐蝕性等危害性物質或接觸物體的能量都不

同，而且各種防護手套之材質也都不相同，即使主要

材質相同，也會因成分、厚度、結構、製造的不同，

而有不同的防護效果，因此在選用時得考慮下列要點

(一)待處理的物質：選擇手套之前應先評估可能接觸的危害物

質及其情形，如防酸鹼手套是要防那一種酸、鹼，並且其濃度

又如何。

(二)暴露時間的長短：針對不同的暴露時間來選擇合適的手套

而不是選最厚、最貴的。一般而言，可按暴露時間選擇需要防

護等級更高一級防護效能的手套。

(三)手套之材質：針對不同手套材質所屬的化學或物理特性須

先行瞭解後，方能做合適的選擇。一般以化性而言，結構相似

的物質易相溶，因此在選擇時以主要聚合材質和所處理物質不

相似為原則，惟一般手套主要之聚合材質所佔百分比不易判

定，因此唯有經過實際測試或參考文獻才能判斷手套的量化防

護效果。所以廠商有義務提供足以信賴的化學防護數據表或該

手套材質的化學、物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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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浸透率(permeation rate)：即為某些化學物質氣體或液

體不是穿透手套材質而是經材質細胞裡空隙滲透到材質的另

一邊，而這種現象有時難用肉眼察覺得出，日常生活中氣球

消氣即是這種現象。

(十)機械性強度：手套不只是要能防化學品的浸滲，其強度

亦須達一定水準，以免穿戴時因強度不夠而破裂，完全失去

保護的作用。

(十ㄧ)檢驗證明：要求廠商提供原廠證明或國內商檢局之檢

驗證明。

(十二)製造商：相同材質，但出自不同廠家則有不同穿透

值，製造商的知名度有一定之相關性，但業者不應因製造商

而忽略其他因素。

(十三)成本：如何在有效保護勞工的條件下，而又不會增加

太多的財務負擔。

化學物質作業的防護手套使用之檢查如下：
(一)檢查手套外觀有無破洞、龜裂、剝落、熔融、傷

痕、氣泡、斑點、污穢、膨脹、收縮、硬化及其他異

常現象或有礙使用上之缺陷。

(二)防護手套充入空氣，並封閉腕部末端，浸入0.01%

之界面活性劑溶液，自手掌部捋至手指部檢查是否有

氣泡發生。

化學物質作業的防護手套種類於CNS規定分為橡膠製

（天然橡膠或合成橡膠）及塑膠製（聚氯乙烯、聚胺

酯）二種。另依其用途，以及對酸、鹼、礦植物油、

有機溶劑（以下稱藥品）之不滲透性區分為如表2所：

28%氨水，CNS 1553 [化學試藥（氫氧化銨、氨水）] 特
級。

B-2
鹼類

20%氫氧化鈉水溶液，CNS 1967 [化學試藥（氫氧化鈉）] 
特級，以純水稀釋。

B-1

40%氫氟酸，CNS 1746 [化學試藥（氫氟酸）] 特級，以純
水稀釋。

A-6

60%硝酸，CNS 1837特級。A-5

15%硝酸，CNS 1837 [化學試藥（硝酸，比重1.40）] 特
級，以純水稀釋。

A-4

37%鹽酸，CNS 1745 [化學試藥（鹽酸）] 特級。A-3

80%硫酸，CNS 200特級，以純水稀釋。A-2

無機
酸類

15%硫酸，CNS 2008 [化學試藥（硫酸）] 特級，以純水稀
釋。

A-1

參考試藥名稱符號

表2 防護手套的用途分類

氯化烴類1,2-二氯乙烷，CNS 9406 [化學試藥（1,2-二氯乙烷）] 1級。H-1

甲基異丁酮1級。G-2
酮類

丙酮，CNS 1524 [化學試藥（丙酮、二甲基酮）] 1級。G-1

丁基溶纖劑。F-3

甲基溶纖劑1級F-2 醚類

乙醚，CNS 1712 [化學試藥（乙醚）] 1級。F-1

甲醇，CNS 1813 [化學試藥（甲醇）] 1級。E-3

異丙醇，CNS 1764 [化學試藥（異丙醇）] 1級。E-2 醇類

正丁醇，CNS 1611 [化學試藥（正丁醇）] 1級。E-1

m-甲酚1級。D-5

苯乙烯。D-4

二甲苯，CNS 2038 [化學試藥（二甲苯）] 1級。D-3

甲苯，CNS 2028 [化學試藥（甲苯）] 1級。D-2
芳香族烴
類、酚類

苯，CNS 1590 [化學試藥（苯）] 1級。D-1

礦、植物油機械油，CNS 2981 [機械油] 添加透平油2號。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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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氧化鉻水溶液，CNS 1646 [化學試藥（三氧化鉻、鉻酸

酐）] 1級，以純水溶解。

Z-2 其他

二硫化碳，CNS 1634 [化學試藥（二硫化碳）] 特級。Z-1

羧酸醯胺類二甲基二醯胺M-1

有機酸類
95%以上之醋酸（冰醋酸），CNS 1520 [化學試藥（冰醋酸）] 

特級。

L-1

異節環狀族二氧二乙烯。K-1

脂肪族烴類己烷，CNS 10106 [化學試藥（己烷）] 特級。J-1

分餾部分(152-160℃)在95vol%以上之醋酸溶纖劑I-2
酯類

乙酸異戊酯特級I-1

分餾部分(145-148℃)在95vol%以上之四氯乙烯。H-3

四氯化碳，CNS 1635 [化學試藥（四氯化碳）] 特級。H-2 Z-28%三氧化鉻水溶液，CNS 1646 [化學試藥（三氧化鉻、鉻

酸酐）] 1級，以純水溶解。

三、防護衣及防護圍裙
化學防護衣係以具有特殊防護作用之膜材(foil)或織品

(woven)塗以彈性高分子聚合物(elastomer)所製成。織層又

稱為基層(carrier)，其目的為加強防護衣之物理性能，其材

料為聚酯(polyester)、聚醯胺(polyamide)或其他纖維織

品。塗佈層又稱為阻隔層(barrier)，為防護衣之主要部分，

防止有害物之功能端賴阻隔層，其材質、厚度及層數與防護

功能息息相關。塗佈材料都屬極度機密。一般以聚氯乙烯

(PVC)、新平橡膠(neoprene)、丁基橡膠(butyl rubber)等俗

稱之橡膠或塑膠類為基礎，再填加特殊配方所製成。

各種型式的化學防護衣之構造及各部功能分述如下：
(一)充氣型防護衣：具備如圖9所示之構造，並裝置有自空氣

壓縮機，電動輸送機等使空氣適當加壓之空氣充氣管，並自護

罩上方導入衣內；排氣則自腋下等開口部及手、足等之袖口間

隙等排放之構造，尤其必須要達到氣密之效果，應在開口部裝

設排氣閥。

(二)密閉型防護衣：應由裝置有護罩之上衣及褲為一體，並由

連續之單體構成，或由護罩與上衣一體，褲為另外一件之雙件

形，如圖10所示，且不易為外氣侵入之構造，其他構造應符合

下列規定： 圖9 充氣型防護衣 圖10 密閉型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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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護罩與防護具之面體，上衣之袖與勞工衛生

用防護手套、褲及勞工衛生防護長靴等各別之

連接部分的構造應儘可能不使外氣進入。

2.褲應可能為貼身褲，雙件型防護衣之上衣與

褲間之構造應儘可能不使外氣進入。

(三)簡易型防護衣：
簡易型防護衣分為甲胄型、附袖圍裙、無袖圍裙等，如圖
11，其構造可採任意結構。

圖11 簡易型防護衣

美國環保署將危害環境分成四個等級，如表3

根據不同危害狀況建議適用的防護措施。危

害等級A級者即令人員呼吸系統及皮膚造成立

即危害的狀況；B 級危害是當氧氣濃度低於

19.5%或存有之物質會對人體呼吸系統成立即

性傷害；C 級為有污染物存在，會有液體飛

濺，但不會因暴露皮膚造成傷害或經由皮膚

吸收；D 級為無危害狀態。因此在防護上應

選用適當的防護衣。

在A 級危害的狀況下，因為會傷害到呼吸系統，因

而必需使用空氣呼吸器；但防護衣具及手套應為氣

密式。若不氣密，高濃度的有毒氣體就有可能從縫

隙中透過防護衣，而傷害到人體。國內近年來有數

件強酸性氣體外洩的災變，就歸類為此種危害。

B 級危害如以人員進入密閉空間為例，即進入涵

洞、反應爐甚至下水道等，所須防護具以能供給空

氣者為主，防護衣具不必要是氣密式的。在使用防

護衣具尚得考慮所使用的材質，若材質結構和外洩

出來的物質相近，防護衣會在短時間內破出，甚至

被溶解而失去防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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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防護衣具等級分類表

有害物經由呼吸會
造成嚴重傷害，但
對 皮 膚 無 顯 著 危
害；或仍未達使用
空氣濾清式的呼吸
防護具標準的污染
環境中，適用B 級
防護具。

1.正壓全面式的自攜式空
氣呼吸器。
2.包含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的正壓式輸氣管面罩。
3.非氣密式連身防護衣。
4.防護手套。
5.防護鞋（靴）。

1.已知濃度和種類的有害物，對呼吸
系統需要最好防護，對皮膚則次之。
2.空氣中含氧量小於19.5%。
3.由有機氣體監測器讀出有不明蒸氣
或氣體存在，但是此蒸氣或氣體對皮
膚不會造成嚴重傷害或經由皮膚吸
收。

B

當作業環境中有害
物濃度高達立即生
命或健康危險濃度
(IDLH)、或造成影
響逃生能力的傷害
時需使用A 級呼吸
防護具。

1.正壓全面式的自攜式空
氣呼吸器。
2.包含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的正壓式輸氣管面罩。
3.氣密式連身防護衣。
4.防護手套。
5.防護鞋（靴）。

1.在高濃度蒸氣、氣體或懸浮微粒的
已知有害物存在下，對皮膚、眼睛及
呼吸系統需要最好的防護；或有害蒸
氣、氣體或懸浮微粒存在的工作環境
中，可能產生未預期的噴濺、浸泡或
其它暴露狀況，已知此有害物質對皮
膚有危害性或可能經由皮膚吸收。
2.已知對皮膚有很大危害性的物質存
在或可能存在，並且可能接觸至皮膚
3. 通風不良區域。

A

備註防護具環境狀況
防護
級數

1.通常此狀況無

需呼吸防護具。

2. 防 護 鞋

（靴）。

1.空氣中無污染物。

2.無飛濺、無浸泡、無吸入或接

觸上的危害。

D

1.全面式或半面

式的空氣濾清式

口罩。

2.一件或二件式

化學防濺衣。

3.防護手套。

4. 防 護 鞋

（靴）。

1.空氣中有污染物存在，會有液

體飛濺或其它方法接觸，但不會

對暴露之皮膚造成傷害或經由皮

膚吸收。

2.已知空氣中污染物濃度、種

類，並且可用空氣濾清式口罩達

到過濾污染空氣效果。

3.其它可適用空氣濾清式口罩的

狀況。

C

選用化學防護衣一般應注意事項：
1.堅固、輕便且易於活動。

2.易於穿著。

3.不得設置讓液滴及其他污染物易於滯留之口

袋等。

4.精密縫製後，縫合部分應自作不滲透處理。

圖12 呼吸防護具的功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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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分為防護氣狀危害物、粒狀危

害物、或二者都可以。粒狀物防護濾材大多以纖

維編織摺疊而成，可藉機械加上靜電作用濾除粒

狀物；氣狀物防護濾材則是由活性碳等物質製

成，再配以特殊化學物質，對特定氣狀物具反應

吸收功能；兼用式呼吸防護具所使用的濾材則是

將具粒狀物過濾與氣狀物吸收功能的濾材前後串

接而成（如圖13 ）。
粒狀物防護濾材 氣狀物防護濾材 兼用防護濾材

圖13 粒狀物、氣狀物與兼用防護濾材

全面體 半面體

圖16 呼吸防護具面體(1) 

四分面體 口體

圖16 呼吸防護具面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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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淨氣式呼吸防護具-防毒面具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時必須根據危害物的型態選

用不同的濾材。因此，根據所使用濾材的不同，無

論有無動力，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又可分為：粒狀物

質防護、氣狀物質防護以及兼具粒狀物與氣狀物防

護功能的「兼用式防護具」。這些防護具的主要差

異在於所使用的濾材不同，如防護原理可知粒狀物

質與氣狀物質防護所需的濾材並不相同，不可混

淆。

氣狀物防護濾材又因不同氣體（如甲苯、有機氣

體、氨氣、二氧化硫、硫化氫等）而有所不同，另

外也會根據預計使用時間來分等級，例如我國CNS 

6636 防毒面具標準就是根據不同氣態性質分成鹵

素氣體用、氯化氫用、有機氣體用、氨氣用、二氧

化硫用、氰酸用、硫化氫用、溴化甲基用等類別，

另外依據外型及性能要求分隔離式、直結式、小型

直結式三者不同等級。為了標示可防護不同的氣

體，防毒面具濾罐會標示不同的顏色，各國對於防

毒面具濾罐的分類與顏色標示並不相同，我國防毒

面具濾罐分類與顏色標示如表4。

參考CNS 6636 Z 2023 (1998) 

表4 我國防毒面具濾罐分類及顏色標示規定

參考CNS 6636 Z 2023 (1998)

表5 隔離式面具用濾罐除毒能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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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直結式面具用濾罐除毒能力規定

35以上5200溴化甲基溴化甲基用

35以上10200硫化氫硫化氫用

35以上5300二氧化硫二氧化硫用

40以上501000氨氣氨氣用

50以上5300環己烷有機氣體用

80以上5300氯化氫氯化氫用

40以上1200氯氣鹵素氣體用

試驗用物質濃度

ppm
所含試驗用物質

破過時間

min

最高容許

破過濃度

ppm

試驗用空氣

濾罐種類

表7 小型直結式面具用濾罐除毒能力規定

(二)淨氣式呼吸防護具-防塵面具

防塵面具依濾材的防護功能及效能，分成不同的種類與等

級，我國CNS 6637 防塵口罩標準考慮固體粒子與霧滴負荷於

濾材後，將會造成不同影響，因此對於防塵口罩的濾材之種

類分為固體粒子用與霧滴用二種，各種類又分成特級、一

級、二級等三個等級。測試微粒分別為固體微粒（氯化鈉微

粒）與霧滴（DOP）二種，所有濾材皆需要通過固體微粒測

試，若標示為可防霧滴則必須再通過霧滴測試，測試條件如

表8，將含微粒試驗空氣通入濾材，並量測濾材兩側微粒濃

度，依下式計算濾材洩漏率，測試後不同等級防塵口罩的性

能要求如表6。

表8 我國防塵口罩濾材洩漏率試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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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我國濾材種類與性能規定 表10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淨氣式呼吸防護具面體洩漏率建議值

表11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建議防護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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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場所操作安全

分析近年來國內實驗室21個災害案例，

有關化學品管理不當佔38%，災害發生原

因分析如圖1所示。

圖1 國內實驗室案例中之災害發生源分析

國內實驗室意外災害發生的原因可分為三大

類，為A.化學品管理過程不當B.機械或

儀器走火C.天災；其中化學品管理過程不

當包含：(1)化學品儲放過程不當(2)化學品

操作過程不當(3)化學品運送過程不當(4)化

學品廢棄過程不當四個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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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進行實驗或操作儀器設備之自動檢查

及所使用物質潛在腐蝕反應性分析。

2.建立實驗室內各化學反應的特性以及物質

安全資料表，並定期更新。

3.實驗室廢液應分類與儲存管理，以避免產

生非預期不相容反應，建議相容物質相容準

則如表2所示。

4.建立物質反應危害發生過程與反應策略的

標準，並評估實驗操作前之反應變化量（溫

度、壓力與放熱量等）。

5.依據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重點

稽核表（如表3），進行化學實驗前稽核。

□是□否4.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重要性有充分

的瞭解(引起火災爆炸之嚴重性等)？

□是□否3.操作前精神狀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

(過於勞累等)？

□是□否2.是否熟知儀器設備操作步驟和注意

事項？

□是□否1. 是否有經適當的訓練？

操作不當造成：

一、引火

源防止

現況評核

結果

檢 查 要 點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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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2.是否有緊急防護措施？

□是□否1.儀器是否有適當的安全固定措施？

地震造成：

□是□否3.儀器的壽命是否過於老舊？

□是□否2.操作前和操作完是否有確認儀器的狀

況(電源線、安全裝置等)？

□是□否1.儀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按廠商交

代時間)？

故障或老舊造成：電氣走

火預防

□是□否3. 儀器的壽命是否過於老舊？

□是□否2. 操作前和操作完是否有確認儀器的狀況(電源

線、溫控器等)？

□是□否1. 儀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按廠商交代時間)？

加熱裝置失控造成：

□是□否4. 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瞭解？

□是□否3. 操作前精神狀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

□是□否2. 是否熟知儀器設備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

□是□否1. 是否有經適當的訓練？

操作不當造成：加熱過程

失控預防

□是□否5.是否對於化學品管理有適當的訓練或宣導？

□是□否4.是否對於化學不相容物有充分的瞭解？

□是□否3.實驗室是否張貼有化學不相容物表？

□是□否2.是否依照MSDS進行藥品的儲存、使用和廢棄？

□是□否1.是否備齊所有藥品的MSDS？

管理不當造成：危險化學品

管理不當

二、作業環境含危險化學品防止

見危險化學品除純容器設備毀損

見危險化學品管理不當化學不相容

物混合預防

□是□否2.是否有緊急防護措施？

□是□否1.容器是否有適當的安全固定措施？

地震造成：

□是□否4.是否對於容器管理有適當的訓練或宣導？

□是□否3.是否依照安全規定進行容器的儲放、使用和廢棄？

□是□否2.是否備有容器儲放、使用和廢棄的安全規定？

□是□否1.是否所有容器皆經安全檢定且備有證明或標示？

容器管理不當造成：

□是□否4.容器的壽命是否過於老舊？

□是□否3.使用前和使用完是否有確認容器的狀況？

□是□否2.容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

□是□否1.容器的材質是否適當？

容器洩漏造成：危險化學品儲存

容器設備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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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化學物品發生
之職業災害實例

一、電子工廠使用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為除污劑引起災害
(一)發生時間：從六十一年七月~六十一年十一月。

(二)發生經過：從六十一年七月開始發現電子工廠女工得了

五名女工急性肝炎急性肝炎死亡、皮膚紅斑、皮膚紅斑之不幸事故。

(三)現場概況：某製造電子零件之工廠，在製造過程中使用使用

粘著膠劑、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烷、香蕉水、酒粘著膠劑、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烷、香蕉水、酒

精、丙酮等等之有機溶劑，精、丙酮等等之有機溶劑，此等溶劑均以開口瓶裝，置於工

作臺上供去污及粘著之用，並無明顯標明內容物之標示。

(四)原因分析：此次工人中毒死亡之原因似以通風不良及局

部排氣不良，致使工人吸入有機溶劑之蒸氣而發生。

二、在油漆工廠以二、在油漆工廠以二甲苯洗滌二甲苯洗滌衣服導致中毒死亡衣服導致中毒死亡
(一)發生時間：六十七年四月廿二日晚九時許。

(二)發生經過：該廠勞工將染有油漆之衣服放在有用二甲苯染有油漆之衣服放在有用二甲苯

溶劑之桶內洗衣服溶劑之桶內洗衣服，被發現時，身在桶內且已斷氣。

(三)現場概要：該洗衣服之桶直徑65公分，深度為52公分，

高為67公分工作場所之窗戶已因下班後均關閉窗戶已因下班後均關閉。

(四)原因分析：死者經常以二甲苯洗滌衣服，當天窗戶又已

緊密，空氣不甚流通之情形下吸入極高濃度之有機溶劑二甲吸入極高濃度之有機溶劑二甲

苯蒸氣，造成急性中毒引起心臟麻痺而死亡苯蒸氣，造成急性中毒引起心臟麻痺而死亡)。

三、印刷廠使用四氯化碳清洗幫浦使用四氯化碳清洗幫浦時中毒
(一)災害發生時間：七十四年八月十日晚上8時左右

(二)發生經過：由供應商送二大桶酒精(53加侖/桶)，使用二

個小時後現場勞工即發生頭昏、噁心、嘔吐、全身無力的現

象，第二天原班工作人員工作時又發生嘔吐、噁心頭昏之現

象，將問題酒精送請商品檢驗局化驗。將問題酒精送請商品檢驗局化驗。

(三)災害原因分析：

1.依文獻資料所稱依文獻資料所稱--異丙醇不會對肝腎產生毒害作用，異丙醇不會對肝腎產生毒害作用，顯與罹顯與罹

災人員之肝腎急性中毒症狀不合災人員之肝腎急性中毒症狀不合。。

2.四氯化碳的毒害反應主要症狀頭昏、眼花、嘔吐、噁心、

無尿、視力減退，有影像跳動現象，腎臟功能障礙、尿蛋

白、痙攣肺部及全身水腫，腦部中樞神經受損等，與中毒勞

工特徵相似特徵相似。。

3.3.進行環境濃度評估測定，樣品分析結果，四氯化碳最高濃四氯化碳最高濃

度達度達325ppm325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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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氣外洩四、氯氣外洩中毒死亡
(一)發生經過：自來水廠使用氯氣鋼瓶內氯氣用盡，需換裝

新瓶。因調整中不慎讓氯氣噴出，雖趕緊鎖緊接頭但因吸入趕緊鎖緊接頭但因吸入

過量氯氣而當場倒下過量氯氣而當場倒下，終因氯氣吸入量過多而中毒死亡。
(二)原因分析：
1.工作人員對氯氣鋼瓶之操作方法不十分熟悉。應先鎖緊氯應先鎖緊氯
氣瓶的出口閥後才可調整連接管之接頭，但氣瓶的出口閥後才可調整連接管之接頭，但AA君在出口閥未君在出口閥未
關死之狀況下調整接頭致氯氣洩漏。關死之狀況下調整接頭致氯氣洩漏。
2.2.工作人員沒有事先考慮且未準備呼吸防護具。
(三)預防對策加強工作人員之安全衛生訓練，了解正確工作
方法以及對氯氣危害的認識，應準備適當的呼吸防護具。應準備適當的呼吸防護具。
(四)中毒症狀：皮膚接觸時會引起發炎。吸入時咳嗽、呼吸
困難、甚至吸入高濃度氯氣致肺氣腫活肺水腫而死亡。應急
措施：吸入時，移到新鮮空氣處注意安靜保溫，呼吸停止行
人工呼吸及氧氣吸入，立刻送醫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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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案例(硫化氫中毒)職業病案例職業病案例((硫化氫中毒硫化氫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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