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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內 容

主題一、危害通識概要及法規介紹(GHS法規)

主題二、危害物標示內容及意義(含GHS標示)

主題三、危害防制措施(防火防爆、健康保護)

暨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說明

主題四、生物危害預防暨安全管理

主題五、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安全管理暨運作要求

主題六、化學及生物安全防護具暨廢棄物管理簡介

主題七、事故案例分析說明

附 件、危害物質分類圖示及標示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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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

危害通識概要及法規介紹
(含GHS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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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通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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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zard Communication

 對化學品危害通識之認知

 尊重勞工知的權力

 做好危害物安全管理工作

危 害 通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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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處置危害物之勞工

不了解安全操作方法

不知道如何避免過量曝露

不了解危害物特性

不曉得危害徵兆或症狀

後果是→可能導致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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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10月19

日發布，
97.12.31
施行

配合全球GHS制度而新公告

行政院勞委員，配合世界
潮流GHS制度而在96年10
月19日公布了〝危險物與
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旨在使雇主採取化學品危
害預防措施，使勞工籍由
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及
MSDS，知悉製造相關安衛
資訊，保障〝知的權
利〞，防止災害發生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原法源『危險物與有害物通識規則』於81年12月18日公告並於88年6月修正原法源『危險物與有害物通識規則』於81年12月18日公告並於88年6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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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標示及分類
96.10.19 勞安3字第0960145703號新公告 (於97.12.31起實施)

化學品分類:
物理性危害: 
1.爆炸物 2.易燃氣體 3.易燃氣膠 4.
氧化性氣體 5.加壓氣體 6.易燃液體
7.易燃固體 8.自反應物質 9.發火性
液體 10.發火性固體 11.自熱物質
12.禁水性物質 13.氧化性液體 14.氧化
性固體 15.有機過氧化物 16.金屬腐蝕
物
健康性危害: 
17.急毒性物質(吞食)   18.急毒性物質(皮
膚) 19.急毒性物質(吸入)  18.腐蝕/刺激
皮膚物質 19.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20.呼吸道/皮膚過敏物質 21.生殖細胞致
突變性物質 22.致癌物質 23.生殖毒性物質
24.吸入性危害物質 25.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物質～單一暴露 26.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物質～重複暴露

環境性危害:
27.水環境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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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物理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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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健康及環境危害

危害物之分類.標示要項一欄表100.06.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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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五大作為危害通識五大作為

清單製作

物質安全資料表製作

標示

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危害通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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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雇主的職責

對裝有危害物之容器應明顯標示，並提供『物
質安全資料表』給勞工。

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物之勞工，應增列規
定危害通識課程三小時。

對於裝載危害物之車輛進入場所之確認勞工，
應增列規定危害通識課程三小時及危險物運送
人員專業訓練合格。(96.10.19新公告要求)

訂定『危害通識計畫』及製作『危害物質清
單』，以便管理。

製造商或供應商應製備『物質安全資料表』，
每三年更新。**請務必索取或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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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清單之製作危害物質清單之製作

事業單位針對其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危害物
質之使用場所、數量、使用人員、貯存場所、
存量、使用情形等加以清查，即建立使用及貯
存之資料，以為安全衛生控制設備應設置、安
全衛生措施採取及各項制度落實與否查核之依
據。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其內容應含物品名稱、
其他名稱、物質安全資料表索引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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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格式參照附表六(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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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名稱：
其他名稱：
物質安全資料表索引碼：
※※※※※※※※※※※※※※※※※※※※※※※※※※※※※※※※※※※※※※※※※
製造商或
供 應 商：
地址：
電話：
※※※※※※※※※※※※※※※※※※※※※※※※※※※※※※※※※※※※※※※※※
使用資料
地　　　點　　 平 均 數 量　　 最 大 數 量　　　　 使 　用　 者

※※※※※※※※※※※※※※※※※※※※※※※※※※※※※※※※※※※※※※※※※

貯存資料
地 點 　 平 均 數 量 最 大 數 量

※※※※※※※※※※※※※※※※※※※※※※※※※※※※※※※※※※※※※※※※※

製單日期：　　　　　 　　　　　　　　　　　　　　　　　　

危害物質清單危害物質清單((附表六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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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特殊要求
 不適用性:1.有害事業廢棄物。 2.菸草或菸草製品。 3.食品、飲料、藥
物、化粧品。 4.製成品。 5.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6.滅火器。
7.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應標示之主要成分，如為混合物者:所含之危害物質成分濃度重量在管制
值以上(百分之一以上、其致癌及生殖突變物百分之零點一以上)者。

 危害物質無法依分類歸類者:得僅標示第一項第二款事項(內容:名稱、主
要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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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危害物質名稱及圖式。
 容器得免標示：1.外部已標示之內容器。 2.內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之外
容器。 3.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者。 4.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
究之用者。

 公告板以代替容器標示 :1.數個容器，置放於同一處所。 2.導管或配管等
系統。 3.反應器.儲槽等化學設備。 4.冷卻.攪拌.壓縮裝置等設備。 5.輸
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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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險 物
造成嚴重人員傷害、財物損失之火災、爆炸事故，大部份皆由於危險性化

學物質所引起。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予標示之危險物，係指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 (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
水性物質) 、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可燃性氣體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分  類 性  質 危險物質

爆炸性物質

可燃性固體或液體，成凝相狀態具爆炸性，

分子內有游離之氧原子，觸及火源燃燒，分

解成 CO、CO2、H2、N2。

一、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 C3H5(ONO2)3、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

硝酸酯類。二、硝基苯、三硝基甲苯 CH3C6H2(NO3)3、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

爆炸性質之硝基化合物。三、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甲醯及其

他過氧化有機物。等。

1.可燃性，常壓下為固體，熔融成為液體具流
動性則增加其危險性。

2.在空氣中，會自行燃燒。

著火性物質 (1.
易燃固體、2.自
燃物質、3.禁水
性物質) 3.吸收空氣中之濕氣即發火發熱。

一、金屬鋰、鈉、鉀。二、黃磷、赤磷、硫化磷等。三、賽璐珞類。四、

碳化鈣、磷化鈣。五、鎂粉、鋁粉。六、鎂粉及鋁粉以外之金屬粉。七、

二亞硫磺酸鈉。等。

氧化性物質

可提供多量氧原子之物質而具有氧化性，尤

其於加熱壓縮或添加強酸或強鹼即顯示強氧

化性者。

一、氯酸鉀、氯酸鈉、氯酸銨等類。二、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酸銨

等類。三、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等。四、硝酸鉀、硝酸鈉、硝

酸銨等類。五、亞氯酸鈉等類。六、次氯酸鈣等類。等。

引火性液體
可燃性，常壓下為液體，可從液體表面蒸發

或蒸氣觸及火源即著火或爆炸。

一、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等。二、正己烷、環氧乙烷、

丙酮、苯、丁酮等。三、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等。四、煤油、

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未滿攝氏六十五度之物質。等。

可燃性氣體 可燃性，常壓下為氣體。
一、氫。二、乙炔、乙烯。三、甲烷、乙烷、丙烷、丁烷。四、1大氣壓

15℃，具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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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害 物

指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生殖系統致毒物、

刺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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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的五十五類物品。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標準中六十二類物品。

 其他指定之二五四種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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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管制化學品法規要求

 環保署列管毒性物質：多氯聯苯、石棉、汞等171項類274種2、分四類。

※向”環保局”申請運作許可證或核備運作；需運作記錄及申報。

(罰則：最高無期徒刑及一千萬罰金)

 勞委會列管甲類特化物質(高致癌物)：七種 ( 黃磷火柴、聯苯胺、4-胺基
聯苯、4-硝基聯苯、β奈胺及其鹽類、二氯甲基醚1﹪、含苯膠糊5﹪) 。

※向”北區勞動檢查所”申請使用核備許可；需運作記錄及申報。

 衛生署列管麻醉管制藥品：如嗎啡、古柯鹼、海洛因、可待因、安非他

命、pentoharbital、麻醉劑等276種、分四級。

※向”衛生署”申請使用核備許可；需運作記錄及申報。

 環保署列管環境衛生用藥：如蚊必滅、掃蚊淨、樂滅鼠、克蟑等等276
種。

※向環保署申請使用許可證；需運作記錄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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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危害人體健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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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止使用、製造有害物，或使用毒性

較小之物質代替高毒性物質。

(2). 製程、作業方法之改良，以防止有害 物質之
發散。

(3). 設備之密閉、自動化、隔離、遙控操作。

(4). 局部排氣裝置以防污染有害物之擴散

(5). 整體換氣裝置將污染有害物物稀釋後排除。

(6). 作業環境測定及作業管理。

(7). 減少作業時間、使用個人防護具，以減少污
染有害物進入人體之量。

(8). 實施就業前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適當的選
工、配工。

(9). 定期體格檢查、健康檢查、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處置。

生產技術之調整

環境改善技術

醫學對策

工程對策

個別管理對策

運作化學品之危害預防對策-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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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進入人體的途徑

◎ 吸入 (Inhalation)
經由呼吸，接觸面積廣，毒性效應高。

(佔90%以上)
◎眼睛接觸 (Eye Contact)
經由眼睛，接觸人體脆弱處，毒性及
傷害效應高。

◎ 皮膚接觸 (Skin Contact)
經由滲透吸收，毒性效應次之。

◎ 食入 (Ingestion)
經由消化、代謝作用，及部份毒物隨
排泄作用排除，毒性效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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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分裂細胞 細胞接受致癌因子
而受損(或輻射能)

Parent Cell Parent Cell

Cell Division

Cell Division

Daughter Cell
Daughter Cell

Dam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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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毒物在體內作用之目標部位

鎘

氟化物

砷、鈹、鎳

汞、鎘

砷、含氯碳氫化合物

鈷；石綿

一氧化碳

錳、鎂、鈹、鋅

氟化物、硒

鉻

鎳
砷 鎘 有機鉛

一氧化碳

汞

錳、鉛

甲基汞

鈷、碘131
硫氧化物、氨
鎘、臭氧、氮氧化物、過氧
化乙醯硝酸鹽

氟化物、鉛、鍶90

鋅、鉛、砷、氟
化物、釩

含氟碳氫化合物
脂肪

皮膚

四羧基鎳、硫化氫



第24 / 198頁

致癌物質及其作用之組織或器官-例(1/2)

N-亞硝基二甲基氨砷、輻射、苯淋 巴 組 織

鈹、鎘、3-氯丙烯、鉛、4-二
甲氨基偶氮苯、次乙亞胺

砷、石綿、雙氯甲醚、氯甲基甲
醚、赤鐵礦、鉻酸、焦碳爐排放
物、芥子氣、鎳、煤灰、煤焦油、
鈾、氯乙烯、輻射

肺

阿特靈、四氯化碳、三氯甲烷、
滴滴涕、地特靈、飛佈達、三
氯乙烯、多氯聯苯、4-二甲氨
基偶氮苯

氯乙烯、砷肝

石綿、鉻、異丙基油、芥子氣喉 頭

鉛焦碳爐非放物腎

S.B.R橡膠製造物質造 血 組 織

石綿腸 胃 系 統

氯乙烯腦

鈹骨

可能之工業致癌物已確認之工業致癌物作用之器官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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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物質及其作用之組織或器官-例(2/2)

鉻、異丙基油、鎳、木屑、皮
鞋製造或修理

鼻 腔

聯苯胺、多氯聯苯胰 臟

石綿胸 腔

隔前 列 腺

煤灰、煤焦油陰 囊

3-氯丙烯、β-丙內酯砷、焦碳爐排放物、切削油、
瀝青、礦物油、煤灰、煤焦油、
紫外線

皮 膚

4-硝基聯苯、苯胺紅、α-奈
胺、乙醯氨基芴、3.3’-二氯
二氨基聯苯

二氨基聯苯、聯苯胺、β-奈胺、
4-氨基聯苯、奧黃、雙(4-氨
基-3氯苯)甲烷

膀 胱

3.3’-二氯二氨基聯苯輻射乳

輻射甲 狀 腺

可能之工業致癌物已確認之工業致癌物作用之器官或組織

註：與氯乙烯具相似結構之3-溴丙烯、環拼化溴丙烯、環拼化氯丙烷、3-氯丙烯四溴乙烯、四氯乙烯
三溴乙烯、三氯乙烯、溴乙烯、偏二溴乙烯、偏二氯乙烯等均為可能致癌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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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染料罹
病
全身體無
完膚
十年纏訟
和解
賠上青春
健康

作業接觸化學品
職業病誤我

一生

※摘參— 行政院勞委會及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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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呼吸逸散之輕微硫酸蒸氣引起鼻咽癌-例

某電話交換機站3名員工(年齡38、39 、 52)五個月內陸續被診斷出鼻咽癌。
某公司電話交換機站，其建物為12年的6層樓建築物。公司12年前雇用4

人於6樓房間內工作，另雇用19人於同棟建築其它房間。一年後4員中的1員
被調離此建築物(此員停止硫酸暴露，至今健康狀況良好)。

6樓設有許多電話交換電纜及電線，休息室妣鄰此工作區；休息室的正
下方樓層(5樓)，設為兩間獨立房間，一間為硫酸鉛電池室，另間為電力控
制室。電池室設有通風裝置，但電池室與電力控制室間的隔間牆壁頂上，開
有一個100*45cm的電線孔洞，與6樓休息室相通；6樓地板上覆有木板，但
已被腐蝕，電池室的空氣可流至6樓休息室。

測量6樓地板孔洞附近的空氣硫酸濃度，最高濃度為0.18mg/m3，休息
室其餘地區的濃度皆小於0.11mg/m3。

罹患職業病的3員停留於6樓及休息室的時間最長，其須輪值夜班，每3
天即需於休息室過夜睡覺。【TWA為 1.0mg/m3 】

預防對策：
(1) 密閉硫酸鉛電池室。
(2) 加強硫酸鉛電池室的排氣裝置。

※摘參— 行政院勞委會及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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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學 性 危 害
Chemical Agents

組成 污染物
矽塵、石綿塵、 鉛

塵、棉塵、

纖維塵

氣體微粒 CO、HCN、O3、NH3、

氣體微粒

固體微粒 鉛、鎘、鋅、錳、鈷、鎂

液體微粒

特性

粉塵 Dust

氣體

蒸氣

燻煙

霧滴

種 類

固體微粒

HCl

氯乙烯、水銀、甲醇、三氯乙烯
、苯、正己烷

鉻酸、硫酸、硝酸、鹽酸、
氨水、氫氧化鉀

Gas

Vapor

Mist

F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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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2000

0

1000

2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HCL 洩漏量 0.2kg/min 風速0.5 m/s  之洩漏範圍圖

遠(距離米)

寬(

距
離
米)

60000

5 ppm (TLV)

100 ppm (IDLH)

有害物鹽酸氣之25公斤洩漏濃度擴散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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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鄰近區域尺寸平面圖 900 公尺
比例



第31 / 198頁

主題二、危害物標示內容及
意義

(含GHS標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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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告知

危險

危 害 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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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物質分類一覽表(1/2)
(97.12.31後為運輸標示)

第一類 爆炸物

硝酸酯類、硝基化
合物、過醋酸、有
機過氧化物等

第二類 氣體

氫氣、乙炔、乙烷等一
大氣壓攝氏15 15 ℃℃以上
可燃者； 20 20 ℃℃、、11大大
氣壓時氣壓時＜＜13％v易著火；
燃燒範圍＞12％v--為
易燃氣體

2.1 組易燃氣體 2.2組 非易燃氣體 2.3組 毒性氣體
(LC50＜5000ppm)

第三類 易燃液體

液體閃火點在6565℃℃
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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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 易燃固體(硫化磷、赤磷等)

自燃物質(SiH4黃磷、鎂鋁

粉等)

禁水性物質(Na、K、Li等)

第五類 氧化性物質

有機過氧化物

5.1 組氧化性物質 5.2組 有機過氧化物

第六類 毒性物質
LD50吞200(s) 、
500(l)mg/kg；吸 LC50
10mg/kg 、5000ppm

4.1組 易燃固體 4.2組 自燃物質 4.3組禁水性物質

6.1組毒性物質

第七類
放射性物質
＞70 kBq/kg

(0.002μCi/g)

第八類

腐蝕性物質

第九類

其它危險物質

危害性物質分類一覽表(2/2)
(97.12.31後為運輸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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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GHS危害物質之容器標示危害物質之容器標示

 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附表二規定之分類及

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三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

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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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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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甲苯(Toluene)

危害成份：甲苯(Toluene)99.5%

警警 示示 語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1、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2、吞食有害

3、造成皮膚刺激 4、造成眼睛刺激

5、可能引起腎臟衰竭 6、對水生生物有害

7、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危害防範措施：1、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2、遠離引燃品-禁止抽煙

3、避免與眼睛接觸 4、穿戴適當的防護衣物

製造商或供應商：(1)名稱：默克公司

(2)地址：新竹市經國路2段320巷24號

(3)電話：03-5258040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GHS 標示 -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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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氟化氫(Hydrogen fiuoride)

危害成份：氟化氫(Hydrogen fiuoride) 30%
警警 示示 語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1、吸入致命 2、可能腐蝕金屬

3、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4、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5、長期或重複暴露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危害防範措施：1、若與眼睛接觸，立刻以大量的水洗滌後洽詢醫療
2、如遇意外或覺得不適，立即洽詢醫療
3、穿戴適當的防護衣物、手套、戴眼罩/護面罩
4、緊蓋容器，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製造商或供應商：(1)名稱：默克公司

(2)地址：新竹市經國路2段320巷24號

(3)電話：03-5258040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GHS 標示 - 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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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或分裝危害化學品標示-例

•增貼危害標示圖示

•增貼試劑配置標籤

•貼濃度標籤

•分類放置

具危害性之化學品標示範例
名稱：氫氧化鈉溶液

主要成份：氫氧化鈉 1.5%

危害警告訊息：1.吸入有毒 危險
2.會引起嚴重灼傷

3.刺激呼吸系統

危害防範措施：1.置於陰涼且通風良好處，

緊蓋容器

2.配戴護目鏡、口罩、手套

3.勿與鹼混合

製造商或供應商：(1)名稱：默克公司

(2)地址：新竹市經國路2

段320巷24號

(3)電話：03-5258040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品 名

管理人

日 期

一般無危害物品
瓶外標示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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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GHS中文介紹網站(標示及MSDS)
網址：http://ghs.cla.gov.tw/CHT/masterpage/index_CHT.aspx

計有2350種資料-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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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識別 (CNS 9329 Z 1025)
識別顏色
物質之種類與識別之顏色：識別之顏色以管內物質之

種類，依下表之規定

物質之種類與識別之顏色

種 類 識別顏色(參照表2)
水 藍 色
蒸 氣 深 紅
空 氣 白 色
氣 體 黃 色
酸 鹼 紫 色
油 深橙色
電 氣 淺橙色

備考：對於其他物質之識別可以規定以外之顏色加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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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輸送管線漆色、標示內容物、輸送方向
標示位置建議於出口端、進入端、長直線管中央(勿於
轉彎點上)

新設管線務必確認：材質 & 強度、規格 & 標示 & 
執行耐壓測試合格出具報告

管線標示參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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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一氧化碳洩漏研究人員中毒死亡-例
核研所96.09.14實驗室發生一氧化碳洩漏致人員死亡，時任組長陳00未盡監督職責，造成

研究員中毒喪命，地檢署以業務過失致死罪對他提起公訴。
該員在實驗室，以微型石英管反應器進行天然氣觸媒重組產氫之耐久性實驗，藉以測試

觸媒性能及強度，預計進行一千小時。
當日該員從事却水器延長儲水管組裝時，因管件接續不良，造成一氧化碳洩漏，吸入過

量中毒，急救後不治。
檢方傳訊相關證人(指出實驗的危險性包括一氧化碳中毒及氫氣爆炸等，且未設環境監測

器) ，認為組長為實驗室負責人，對於死者在通風不良的實驗室從事製造合成氣（指一氧化
碳、氫氣）的實驗，恐有中毒危害，但並未依規定提供適當護具以防中毒，因此對他提起
公訴。摘參-自由時報、中國時報
預防對策：
1.加強勞工對製程中可能存在之有害物質
的認識，安全衛生訓練及災害預防訓練。

2. 建立標準的『危害氣體運作安全要求』
a. 執行安全評估探討。
b. 管線『需耐壓測試不洩漏合格』。
c. 需安裝洩漏偵測警報系統。氫氣警報作動完整版.wmv
d. 將『運作設備』設於通風設備中操作。
e. 配備適當的呼吸防護具以利應變。
f. 備應變計畫方法與演練。
h. 安全檢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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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的組成包含鋼瓶蓋、瓶閥及瓶身三部份。

鋼瓶蓋用以保護瓶閥，因為在整支鋼瓶中，瓶閥部分最
為脆弱，不當的碰撞會造成鋼瓶閥斷裂，而使鋼瓶有如
長汽球洩氣般，在空中飛舞，相當危險。

所以鋼瓶運送或儲存時最好蓋有瓶蓋，可避免不小心產
生之危險。尤其是氫氣可燃性氣體，一經洩漏很容易引
起火災或爆炸。

須耐壓合格並於期限內、標示符合(含瓶身顏色)、有安
全破裂片並完整性。

高壓氣體設備及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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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氣體分離工廠94.06.14 ，一輛液氮槽車於充車區發生爆
炸，槽體被爆炸開並飛離約70公尺的廠外道路上。據現場目
擊聽到一聲巨響，隨後一團白色蒸氣雲球竄升。

你認為鋼瓶其爆炸強度為何 ?如易燃氣體洩漏時其引爆範圍為何?

氮氣槽車物理性爆炸之威力-例



實驗室使用建議鋼瓶顏色及標示圖示

依M.S.D.S特性而標示之未規定其他氣體

毒性氣體 及氧化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未規定
臭氧O3

毒性氣體 及腐蝕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未規定

甲胺CH3NH2；溴 Br2；甲醛
HCHO

毒性氣體 及腐蝕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未規定氟氣F2 ；二氧化硫SO2

毒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未規定

光氣COCl2；一氧化氮NO；氰化氫
HCN；異氰酸甲酯C2H3NO

毒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及易燃氣體
未規定

硫化氫H2S；氯乙烯CH2CHCl；環氧
乙烷CH2CH2O；1-3-丁二烯
CH2=CHCH= CH2；一氧化碳CO

易燃氣體 及氣體鋼瓶銀灰色CNS1332 ; 
Z1004(4.1.2)

液化石油氣（液化瓦斯）

毒性氣體 及腐蝕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白色白色CNS1325 ; Z1003(5.9)氨氣NH3

毒性氣體 及腐蝕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深黃色氯化氫HCl

易燃氣體 及氣體鋼瓶褐色CNS2224;Z1008(7)乙炔C2H2

毒性氣體 及腐蝕性氣體 及氧化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深黃色CNS 2571;Z1010氯氣Cl2

易燃氣體 及氣體鋼瓶紅色氫氣H2

氧化性氣體 及氣體鋼瓶
黑色CNS 1261; Z1001(7.1)

氧氣O2

建議標示圖示建議鋼瓶顏色氣體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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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固定(雙鐵鍊固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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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固定(地板型及牆型固定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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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移動安全— 安全推車及推吊抬三用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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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鋼瓶災害事故類型

高壓而使容器破裂
耐壓不足

氧氣與油脂反應

氣體混合

過量充填：液化氣體鋼瓶因溫度異常上升破
裂

可燃性氣體火災或爆炸

毒性氣體造成人員中毒

吸入惰性氣體引起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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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鋼瓶安全儲存場所-例
防爆門.牆.場所、洩壓口、防爆燈、防爆排風、爆炸濃度偵
測警報蜂鳴器(含連線24hr監視警報出說明.自動撥電話 .自

動啟動排風機)、68℃自動滅火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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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氣體供氣-防災防震災害-例

← 易燃天然瓦斯氣
之安全-例(耐壓，偵測
器連動自動遮斷閥，
自動滅火系統，24hr
監視發報系統 … … )

易燃氫氣之安全-例
(耐壓，密封櫃子，
24hr抽氣系統，偵測
器連動自動環境抽氣
系統，24hr監視發報

系統 … … )

→
↑危害性氣體配管線之防震配

置-例-管路中使用高壓軟管或Ω型管
或撓圓型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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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危害防制措施(防火防爆、健康保護)

暨
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說明

MSDS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化學品身份證.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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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S置於作業場所易取得之處

※MSDS每三年需更新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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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計有十六項資料
1.物品與廠商資料： 2.  成分辨識資料：
3.危害辨識資料：最重要危害效應、主要症狀、物品危害分類。
4.急救措施：曝露之急救方法、症狀及危害效應、人員防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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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洩漏處理方法：應注意事項、清理方法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8. 曝露預防措施：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備、衛生措施
9. 物理及化學性質：物質狀態、形狀、顏色、氣味、PH值、沸點沸點//沸點範圍沸點範圍、 分

解溫度、閃火點閃火點、自燃溫度自燃溫度、爆炸界限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壓、蒸氣密度、
密度、溶解度。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應避
免之物質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11. 毒性資料：急毒性急毒性、局部效應、致敏感性、慢毒性或長期毒性、特殊效應。
12. 生態資料：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佈。
13. 廢棄處置方法：
14. 運送資料：國際國內運送規定、聯合國編號、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15.  法規資料：適用法規 16.  其他資料：

化學物質的認知-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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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措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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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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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火災、爆炸的探討

火災、爆炸的原理

火災、爆炸是一種連鎖性的化學反應形態

燃料

連鎖

反應

溫度

氧氣

燃燒三角錐原理

當燃料被氧化燃燒、溫度
上升、發熱、產生連鎖反應，
持續產生光、熱即為燃燒，如
其連鎖反應及產生溫度、熱量
過於劇烈或局限於某一空間，
即為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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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滅火的方法

滅火的方法種類很多，但基本上由燃燒三角錐原

理上，瞭解只要將四者其中一項移除即可滅火。

 滅火方法

隔離法：移去可燃物質。

冷卻法：降低溫度。

窒息法：隔絕空氣。

抑制法：去除游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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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燃燒的條件

 化學品燃燒的條件需在
—爆炸下限（LEL）及爆炸上限（UEL）之間。
—有一熱源(明火、摩擦熱、電能⋯)達點(著)火能量以
上。

—在閃火點之上且持續燃燒而在著火點之上。

 爆炸範圍(Explosive Range)
可燃性氣體（或蒸氣）與空氣之混合氣體的組成達到

某一濃度範圍時，若接觸火焰則該火焰即迅速地在此混合
氣體中傳播而引起爆炸，此濃度範圍稱為爆炸範圍（界
限），亦稱為可燃範圍。該爆炸範圍之最低濃度（以Vo1% 
or mg/1）稱為爆炸下限(LEL)，其最高濃度為爆炸上限
(UEL)。

台塑六輕二次大火990726.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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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化學品之爆炸界限，最低著火溫度
空 氣 中

可 燃 物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最低著火溫度
（Vo1%   （Vo1%） （℃）

乙 醛 4.0             60                      175
汽 油 1.4             7.6                     257    
丙 酮 2.6             13                      465
乙 炔 2.5             100                    305
氨 15             28         
甲 烷 4.0       16
苯 1.3 a                 7.9 a 160
丁 烷 1.8             8.4                     560
異丁烷 1.8             8.4                     405
丁烯―1  1.6             10                      385
液化瓦斯 1.9             9.5                     465

化學品燃燒的條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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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香精油洩漏遭點火引爆二員重傷-例

女孩蹲坐

於地板

上衣服

起火重

傷

母親蹲坐於地板上2-
3級灼燙傷15%

桶蓋噴掉到離精油

桶約90-100公分
約1公尺內

約40-50公分 約30公分

約1公尺內
約4公分高量

※地板上、鋪設下層草蓆

上層地毯

4升精油桶精油薰瓶

傾倒薰香精油時，不慎精油滴落地板，女孩用打火機點燃時，引起蒸氣之閃
燃、爆轟，女孩衣服起火重傷、母親2-3級灼燙傷15%。

說明：
 依二員所述距離及女孩點火後著火後隨即引火至母親身上及精油桶產生爆轟使瓶蓋噴
出現象。其可燃氣體濃度範圍約為：0.15立方公尺。

 依最低爆炸濃度範圍(2%)及分子量60.1g/mole及氣體每克莫耳體積有22.414公升。
 故依燃燒原理，至少有:7.3公克異丙醇

※摘參— 國內廠商(其不允許公佈名稱)之”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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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滅火災、爆炸應依其分類予以選擇合適之滅火原理的器材

水          系
海

龍
乾         粉 泡         沬

水

(柱)

水

霧

水

蒸

氣

二

氧

化

碳

卥

化

烷

類

普碳

通酸

乾氫

粉鈉

多磷

效酸

能二

乾氫

粉銨

特氯

殊化

乾鈉

粉

化學泡沬

NaHCO3＋Al2（SO4）3（氟）

蛋白泡沬氫水（合成）

泡沬

冷卻
冷卻

窒息

冷卻

窒息
窒息

窒息

抑制

冷卻

窒息

冷卻

窒息

窒息

抑制
窒息

A類

火災
○ ○ ○ × × × ○ × ○

B 類

火災
× ○ ○ ○ ○ ○ ○ × ○

C 類

火災
× × × ○ ○ ○ ○ × ×

D 類

火災
× × × × × × × ○ ×

滅
火
原
理

與
功
能

火
災
分
類

滅火藥劑適用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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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時安全判斷(1/2)
1.場所是否有爆炸之虞

空 氣 中
可 燃 物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最低著火溫度 閃火點

（Vo1%   （Vo1%） （℃） （℃）
汽 油 1.4             7.6                   257                     -43
丙 酮 2.6             13                    465                      18
乙 炔 2.5             81                    305              所有正常溫度皆可燃
氫 氣 4.0             75                                         正常溫度皆可燃
甲 烷 4.0             16           
液化石油氣 1.9             9.5                           
四氫夫喃 1.8            11.8                  321                     -17

2.考量爆炸性或禁水性物質存在安全性

C A S . N O 物種名稱

12 164-94-2 A M M O N IU M  A Z ID E 胺基疊氮
13 1-74-8 A M M O N IU M  P IC R A M T E 胺基苦氨酸鹽
94 -36-0 B E N Z O Y L P E R O X ID E 過氧化苯鹽
75 -91-2 T E RT-B U T Y L H Y D R O P E R O X ID E 第三丁基過氧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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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永興樹脂塗料公司
過氧化丁酮反應器火災爆炸10人死亡-例

民國85年10月7日，桃園縣蘆竹鄉永興樹脂塗料公
司發生反應器爆炸火災，造成人造成人1010人死亡，人死亡，88人重傷，人重傷，
3939人輕傷人輕傷，死亡人員包括救災之警消及義消各3員，
為台灣工業單一火警救災人員損失最慘重之案，廠房
本體幾近全毀，另波及其鄰近廠區。

歸咎發生原因為廠內之過氧化丁酮反應槽冷卻能
力不足或不正常入料，導致反應失控，引發小型爆炸
火災，進而催化過氧化氫及過氧化丁酮二儲槽，發生
大規模爆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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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散蒸氣是
否致死之虞

 1.8米Hood內(0.68M3空間)溢散THF 39g；Hood既達整體爆炸濃度(1.8%v)。

 實驗室內如丙酮7.3 kg破裂洩漏則整體空間既達爆炸濃度。

 一氧化碳:LC50:1807ppm;TWA:35ppm;LEL:12.5%，UEL:74.2%;一支CO鋼瓶洩
漏時6×6米實驗室，其最大濃度為四萬二千ppm。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最高容許濃度0.005ppm;LC50:9700ppb/4hr小鼠吸入;蒸氣
壓0.025mmHg/25℃(即平衡濃度33ppm)。

 THF: LD50:1650mg/kg;TWA200ppm;LEL:2%,UEL:11.8%;FP: 

-17℃;BP:66℃; 蒸氣壓145mmHg/25℃(即平衡濃度19%V)

 丙烯晴:LC50576ppm/4hr天竺鼠;TWA 2ppm;LEL:3.0%，UEL:17.0%; FP:-1.1℃; 
Bp:78 ℃, 蒸氣壓88mmHg/20℃(即平衡濃度11.5%v)

6×6×3米實驗室Hood
1.8米

滅火時安全判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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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燒    物    質 理論最低 CO2 濃度（﹪）
乙炔
丙酮
苯

潤滑油
甲烷

二硫化碳
煤油

煤氣或天然氣
環丙烷
乙烷
乙醚

乙醇（酒精）
乙烯

二氯乙烯
汽油
己烷
氫

異丁烷
甲醇

55
26*
31
28
25
55
28
31*
31
33
38*
36
41
21
28
29
62
30*
26

註：有*者表示由殘餘氧量計算。

二氧化碳滅火之最低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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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氣體及蒸氣火焰熄滅之最低氧濃度

低於以下氧氣百分率時混合物不會著火

在空氣中以二氧

化碳作稀釋劑

在空氣中以氮

作稀釋劑
Methane 甲烷 12.1 14.6
Ethane 乙烷 11.0 13.4
Propane 丙烷 11.4 14.3
Butane 丁烷 12.1 14.5
Isobutane 異丁烷 12.0 14.8
Pentane 戊烷 12.1 14.4
Isopentane 異戊烷 12.1 14.6
Hexane 己烷 11.9 14.5
Heptane 庚烷 11.6 14.2

Natural gas 天然氣 12.0 14.4
Gasoline 汽油 11.6 14.4
Ethylene 乙烯 10.0 11.7

Propylene 丙烯 11.5 14.1
Butene-1 丁烯-1 11.4 13.9
Butene-2 丁烯-2 11.7 14.0

Isobutylene 異丁烯 12.1 14.8
Benxene 苯 11.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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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七)

化學品管理
目　的：掌握化學品種類、基本資料 、數量及

分佈情形

　　　　做為緊急應變參考重要資訊　　　　

　　　　資源共享

重　點：從進到出都有記錄

　　　　量的控制

　　　　有標示、MSDS

　　　　定期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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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電腦管理系統運用
從生到死之管理、隨時減量及查詢、特殊物鎖定管理、最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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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安全基本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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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化學品之危險

物質A 物質B 可能發生的現象
氧化劑 可燃物 生成爆炸混合物
氯酸鹽 酸類 混觸發火
亞氯酸鹽 酸類 混觸發火
次亞氯酸鹽 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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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鹼類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亞硝化物 鹼類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鹼金屬 水 混觸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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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廢液主要成分

    廢液之儲存除應考慮容器與

廢液之相容性外,更應注意廢液

間之相容問題,不具相容性之廢

液應分別儲存.

註一:

強氧化劑包括鉻酸,
氯酸,雙氧水,硝酸,高
錳酸等.

5

6

7

8

1

2

3

4

9

10

11

17

18

13

14

15

16

19

礦物性酸(非氧

化性)
礦物性酸(氧化

性)

有機酸

醇類,二元醇類

和酸類
農藥,石綿等有

毒物質

醯胺類

胺,脂肪族

芳香族,不飽和
烴類

12

偶氮及重氮化合

物,聯胺

水

鹼

氰化物,硫化物
及氟化物

鹵化有機物

一般金屬

鋁,鉀,鋰,鎂,鈣,
鈉等易燃金屬

二磺氨基碳酸鹽

酯類,醚類及酮
類

易爆物(註一)

強氧化劑(註二)

1

2

3

4

5

6

7

8

14

15

16

9

10

11

12

產生熱起火和毒性氣體

易爆物包括溶劑,廢棄

爆炸物,石油廢棄物等.

註二:

13

代表顏色

17

或許有危害性但不確定

18

19

產生有毒氣體

產生易燃氣體

爆炸

劇烈聚合作用

         顏色說明

範       例

         混合後結果

產生熱

起火

產生無毒和不易燃氣體

化學品及廢液相容性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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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不相容爆炸-例
實驗室進行廢液清理，發現留有PU溶液及二甲基甲醯胺DMF，屬列管毒

物，而將其裝在同廢液桶中，另發現有三乙基胺，因同為列管毒化物而倒
入同一廢液桶中，不料倒入後產生激烈化學變化，同仁發現後立即放入落
地式排氣櫃內，迅速離開實驗室，廢液桶隨即發生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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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工業區福國化工廠反應失控爆炸湖口工業區福國化工廠反應失控爆炸--例例

時間： 90.05.1890.05.18

事故：製造亞克力樹脂、界面活製造亞克力樹脂、界面活
性劑、紡織染整助劑等產品。因性劑、紡織染整助劑等產品。因
反應槽溫度控制失當，造成異常反應槽溫度控制失當，造成異常
的昇溫昇壓，致整個反應失控，的昇溫昇壓，致整個反應失控，
而爆炸。。

((原料：丙烯腈、丙烯醯胺、苯乙烯、原料：丙烯腈、丙烯醯胺、苯乙烯、
丙烯酸、丙烯酸甲酯、界面活性劑、丙丙烯酸、丙烯酸甲酯、界面活性劑、丙
烯酸丁酯、乙酸乙酯、異丙醇、甲醇、烯酸丁酯、乙酸乙酯、異丙醇、甲醇、
過硫酸胺及過氧化二苯甲醯、過氧化鎂過硫酸胺及過氧化二苯甲醯、過氧化鎂
等起始劑。等起始劑。))

災害：
• 1死100傷
•附近數百戶民宅玻璃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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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火櫃注意事項
易燃易爆化學品應貯存於安全防火櫃中，防火櫃具有防止洩漏及燃

燒的危險，因其內部具有5gal的防漏盛盤及發生燃燒時，可以自動關門
的功能。

防火櫃之排氣系統(留意抽風速度不可過大) ，應定期檢查氣孔過
濾網(具滅燄功能)並清除其上沾附之異物，以避免通氣孔阻塞，降低了
排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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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易燃化學品儲存室安全簡圖-例

註：F為ABC乾粉68℃自動破裂滅火器 (每具約1300元) (更好
為整體滅火系統)；◎為火災偵測器(定溫或偵煙或差動) ；
⃟為化學品洩漏偵測警報器含連線警衛隊監視(100K)及自動
啟動排風機&廢氣處理等危害控制系統

洩露收集裝置(導坑、槽或圈圍體)

防爆火災偵測器&
照明燈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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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大型防火防爆安全儲存處，門甲種防火、

電器控制引出室外、防爆排風機、防爆燈、防火櫃、

自動滅火器… ..等

室內防火安全儲存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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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易燃化學品儲存隔間(區域)-例

規劃為矽酸鈣板內置5mm花鐵板，SUS.304排風管聯結既有分離式
排氣機之排氣系統，由外向內照明燈，90公升洩漏收集量之檔桿，
68℃自動破裂10磅FM200滅火器2只，內無其他電器或插座，偵煙式火
災感知器連結定址廣播通報系統等。
改善約5.8萬元。(不含原排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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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於實驗室內非易燃性物質—需有防止墜落裝置,其有高異

味毒性之揮發蒸氣時需加排氣系統

A.A.無防墜落裝置無防墜落裝置 B.安全符合性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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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儲存於冰箱— 考量: 1.高揮發異味性及毒性及反應性化學品需加雙套層容器
。 2.分類分區儲放。 3.高引爆性冰箱為防爆性或內無照明燈式。 4.整理整頓。… ..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七)(續)

不符防爆安全要求不符防爆安全要求

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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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地震中興化學實驗室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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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火災危險標誌
「物料火災危險標誌」NFPA704M美國防火協會的標誌系統，使用菱

形圖案，貼在物料的容器上。標誌的色彩及其中的數字代表下述意義：

HEALTH HAZARD FIRE HAZARD

REACTIVITYSPECIFIC HAZARD
火災危險程度（紅色）
等級4：極易燃的氣體或極易揮發易燃之液體及散佈在空氣中容易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之粉塵或霧滴。
等級3：在常溫時可引燃之液體或固體之粗粒、碎片等。
等級2：須輕度加熱才能引燃之液體及容易釋出易燃蒸氣之固體。
等級1：必須預熱後能引燃之物質，大部分為固體。
等級0：不可燃之物質。

健康危害程度（藍色）
反應活性危險程度（黃色） **應特別防範3.4等級高危害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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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火災爆炸預防-運送安全

— 運送安全考量如下：

運送管線或容器或車輛符合安全性（材質耐用、耐撞耐壓

足够、設有安全裝置等）。

運送管線或容器或車輛應設有靜電消除裝置。

配置適當滅火設備及應變器材。

防碰擊、墜落、破損等措施或裝置。

洩料時動火管制。

化學品標示完整，附M.S.D.S。
車輛標示完整。

駕駛員具照合格及安全性。

公共危險物具運送許可。



第83 / 198頁

危害性化學品瓶運送安全

個人運送高危害性化學品瓶時應
有，將〝容器置於安全容器內〞
運送的觀念，以確保化學品瓶不
會異常破裂危害之風險。

3M運送安全提桶 運送&暫儲存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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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火災爆炸預防— 使用安全

— 使用安全考量如下：
使用場所化學品減量放置（當次使用量）。
化學品遠離及避免接觸熱源。
防止逸散措施。
使用電氣設備應接地及防爆性設置考量。
壓力容器材質符合性、耐壓性及安全裝置應符合。
防止化學品洩漏之裝置。
易可燃化學品排除及處理裝置。
場所有可能達爆炸濃度範圍之電氣採防爆性設置並安裝洩
漏濃度偵測警報及連動處理裝置。

消防警報系統。
運作易燃化學品之電器防爆性及第二道安全斷電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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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化學品使用及分裝儲存安全-例

 使用及分裝較大量高易燃性化學品時其儲

存應有，〝具有防火功能之安全容器或場

所〞的觀念，以確保化學品瓶不會因異常

破裂或它處火災之熱煙流而洩漏，引發立

即蒸發擴散引起閃燃大火之危害。

桌下具防火功能之櫃子

(含防火之排氣)

經UL驗證之安全儲存罐4或

20公升HDPE或烤漆鐵材質

HOOD下具防火功能之

櫃子(含防火之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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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傾倒接觸熱源而閃燃火災-例

直接原因:
傾倒逸散之THF遭旁邊烘箱熱源引燃起火。

間接原因:
1.以易傾倒之圓底燒杯分裝易燃物質THF。
2.盛裝化學物質容器未能有適當之固定及防傾

倒措施。
3.放置位置太靠近HOOD開口。
4.真空馬達置於HOOD內,造成操作檯面震動

及可能接觸易燃物質起火之虞。

事故：250毫升溶劑分裝瓶於Hood內
傾倒墜落於地、洩漏於外揮發之溶劑

蒸氣接觸烘箱熱體，立即引起閃燃，

因滅火迅速幸未引燃大火，總損失只4
萬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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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後，同仁需背負空氣呼吸器才能進入滅火

＊走廊皆煙霧＊同仁正支援抬滅火器、各防護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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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電器安全檢查標誌圖

第三道安全應變-68℃自動破
裂噴灑ABC乾粉或FM200氣

體自動滅火裝置

1.設有第二道過溫斷電安全保護
裝置。

2.電源接入緊急電源供應系統。

2.設於局部排氣裝置中，拉門貼
有3M 防爆膜。

3.執行安全評估，高火災風險性
增設火災自動滅火系統… .。

高異燃化學品持續運作之安全規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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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產生主要方式：

1.磨擦帶電 2.剝離帶電

3.流動帶電 4.攪拌帶電

5.沉降帶電 6.噴出帶電

7.感應帶電

靜電引爆的危害防制

燃 料

連
鎖

反
應

溫 度

氧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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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危害防制主要方式：

1.降低速度 2.加濕

3.接地 4.使用靜電消除器

5.使用抗靜電材質
97.05.27避雷針不避雷，專家：別裝自家屋頂上-2.wmv

靜電的危害防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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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加侖桶溶劑輸送之靜電危害防制-例

油品防爆儲存室：含電氣防爆&海龍自動滅火消防系統&密閉輸送&獨
立靜電接地&垂簾封圍排氣&爆炸偵測警報附自動監視撥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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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15某單位操作人員於廠區生產編號BI14之產品，進行離心
收集溶劑中之固體時，異常引爆溶劑乙酸乙酯，並立即引燃隔
壁儲存區之溶劑與產品，操作人員一員當場重傷後死亡。

運轉中離心機引爆-例

※摘參— 國內廠商(其不允許公佈名稱)之”事故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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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之防止及改善對策… .
全面加強靜電導除，減低靜電累積(設獨立接地線&
多點接地;原只有馬達設備接地) 。
更換離心機為密封式(原馬達為防爆D2G4)，操作中
充填氮氣，以隔絕高易燃物逸散。
易燃化學品儲存處，改善為防爆電器及防爆門及自
動68度C噴灑滅火系統。
增設封圍排氣系統於離心機作業處及併連化學品儲
存處排氣之。
地面及人員鞋子需有防止靜電.撞擊火花。
… … …

運轉中離心機引爆案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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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女主角磨擦衣服(毛衣)導致靜電而產生火花...
可了解化學品槽車灌裝或輸送⋯.時,為何一定要接地
為何加油站禁打行動電話(因電池接觸點易引起SPARK.及發射之電波可能 引起
群聚靜電荷團之火花) 
可見平時加油時的習慣不可大意,雖然台灣濕度高較不易累積靜電⋯⋯.
如果你遇到相同情形該如何因應… …

加油中因衣服磨擦之靜電累積火花而引爆油氣
96.03.02衣服靜電引火自助加油藏危機.wmv

※
摘
自
網
路
-
公
開
發
表
之
”
加
油
站
加
油
起
火
案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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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體洩漏處理方式-適合小量

選擇適當類別的吸收體

先用索狀吸收體圍堵住洩漏液體

再用粒狀或片狀或枕狀吸收體將液體完全清理

使用後的吸收體置於特製桶或袋中待後續處理

洩漏處理方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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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吸收體、高效能吸油棉

高分子吸收體、萬用吸液棉

洩漏處理方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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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學
洩
漏
處
理
車

廢棄物處理
收集袋

化
學
洩
漏
處
理
桶

洩漏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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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毒劑種類：酸、鹼、有機溶劑、甲醛、氫氟酸、汞
(a)酸除毒劑：利用中和原理結合固化作用，可除硫酸、硝酸、磷
酸、過氧酸、甲酸、醋酸、已二酸等。

(b)鹼除毒劑：可除氫氧化鈉、氫氧化銨、苯胺、氫氧化鉀、聯胺
等

(c)溶劑除毒劑：可處理各種不同的碳氫化合物
(d)甲醛除毒劑：和甲醛形成Polynoxylin聚合物
(e)氫氟酸除毒劑：處理成非腐蝕性鹽類
(f)汞除毒劑：反應成硫化汞穩定性物

除毒器材
(a)處理箱：供小型洩漏使用(量<3gal)
(b)手提式除毒器：類似滅火器(量<5gal)
(c)輪架式除毒車：以輪架推動式(量為15gal或35gal)
(d)固定式除毒設備：量約300gal

洩漏處理方法--除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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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CL酸液吸收桶塑膠桶PE或
PP內置分配網容量約10升

使用單元

鏈條鋼瓶固定架

(固定於密櫃中)

出氣口

排窗外

PVC或PE或PP或PC透明箱

(可密封式)

廢氣排出口

接入酸液桶內

小量危害氣體運作源頭處理設置-例



第100 / 198頁

氨氣洩漏封圍偵測警報及自動啟動洗滌塔系統-例

N N

頂樓RC

落地封圍Hood
風速0. 35 m/ s ec

閥
門

供
實
驗
用

閃光警報
器滿讀時
為亮燈

氨氣封圍櫃

可手動及偵測警報自動啟動之
洗滌塔開關

氨氣偵測警報器(0~500ppm)連線警衛隊
24hr監視

可自動給水洗滌塔、
可調洗滌水量、廢水
排入廢水系統、有溢
流接入廢水系統、耐
酸鹼、接地防震、
1000CFM，99.5％處
理能力1000ppmHcl氯
氣濃度、約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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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處理器材-例
53加侖桶化學品洩漏時之處理: 1.立即予以推倒並將破裂孔向上。2.取一可
耐化學性之布.片予以覆蓋。 3.以鐵桶止洩片予以吸住止漏。4.以吸收棉吸收
洩漏液。 5.以移液裝置移離破桶內化學品或移入存放桶中。6.殘廢液處理。

*** 務必留意洩漏範圍區不可有 ”電氣或撞擊火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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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鋼瓶洩漏時移置儲存之安全砲筒圖示

Model //5502 Large Cylinder ERCV
Solkaironic Chemicals Inc.

Adoplsr lar 29 Liter.Cylinler

Valve Protection Cover, Front

Purge Valve, Front

Flange Enlgly, Front

Safely Pin

Safely Nut
Protectio
Shroud
(Open to
Show port)

Front Pintch Dar

Volve Protection Cover, Rear

Preasume Cange

Volve Handle

Laiting Lugs
Murning indel

Vessen Clamp

Orake Release Handle

Eear Push Bar

Eychook

Rear WheelsOuic Brakes

Cylinder PosilonerCylinder Sittle Reals
Tellon Cap

Farkhll Channeis

Cyhader Hohldown Chaus
Holddo Holes

Front Swivel Wheels

No Seale

February 16.1901
Revneal
Lon 17.1992 By Eugene Y.Near

Description

Purge Valve R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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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鋼瓶帽

洩漏帽

墊圈

軟管

軟管
壓力錶

可移動
式把手

吹淨氣壓
調壓器

指示器

通往廢氣處
理器之氣體

摺疊推車

滑板
絞鏈

摺疊

推車

固定圈

洩漏

鋼瓶

廢氣處理器

洗淨用鋼瓶

Leaking Cylinder Cap
Solkalronic Chemicals Inc.

Description

Leaking Cap

Gasket

Flasible
Uhes

Flasible
Uhes

Cauge

Purege.Cap
Regulator

Indicator
Scrubbed
Cas

Folding Cart

Slide

Leaking
Cylinder

Scrubber

Purge
Cylinder

Hinge
Cart
Fold

Strap

Sept. 25,1992 By. E.Y.NgalNo Se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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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處理--北美洲緊急應變指南查詢

 化學品查詢索引

–聯合國編號索引（黃）

–中文名稱索引（藍）

–英文名稱索引（紫）

 標示牌

 運輸容器危害辨識碼

 槽體型式對照處理原則
*緊急應變諮詢中心0800-055119

0800-05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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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azard Identification 危害確認

A 1 ：Action Plan 擬定行動方案

Z  ：Zoning 區域管制

M  ：Managing 建立管理應變組織

A 2 ：Assistance 請求外界支援

T  ：Termination 除污善後

標準應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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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製程設計、製程改善、取代、
密閉系統、隔離、溼式作業、

局部排氣、整體換氣

控制參數:降低溫度、作業時間、輪調
個人防護設備:個人防護具、緊急應變防

護裝置

衛生措施:緊急沖淋裝置、沐浴裝置、洗
滌衛生裝置

曝露預防措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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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櫃及藥品櫃之排氣施工-例

桌上型藥品櫃
防火櫃

天花板

由下方孔接管

2in立即擴為4in

開孔×2
4in

風閘門

防振吊桿
6in不銹鋼

螺旋管

不銹鋼排氣
風車，風量
約350CFM
靜壓約
40mmAq

穿窗戶而出需復原並防震考量
加
防
蟲
網

4in

一、風車電源由既有開關箱增設
　　　 一只NFB並標示(設備及
外殼需接地)                                                               

二、開關為手動On、Off並有指
示燈顯示及自動24hr定時開關裝
置並標示“防火櫃排氣開關”

三、噪音需低於60dba(天花板下
方檢測)

＊經費上圖約4.4萬元，如只接防火櫃約3萬元
(依離窗距離而定，本案約6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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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泵廢氣之排除保障健康-例

06225無塵室

真
空
泵
隔
間

無塵室天花板
防
火
櫃

風閘門

更衣間

於天花板上增設3in不
銹鋼螺旋管其固定管
件皆要為不銹鋼製品

◎接抽風罩於泵
排氣口上方密封
◎管子應固定良
好且用不銹鋼製
品
◎抽風罩上方增
設一風閘門可自
行開關大小

天花板

接入---
06224既設
排風機之
4in不銹鋼
螺旋排風
管約
350CFM風
量

※避免廢氣造成偵煙作動及污染危害人員健康※



第109 / 198頁

化學桶移液時防止廢氣排放設置-例

管束或
鐵線材固定

透明塑膠膜

溶劑管子

桶內

束緊之 透明膜大於桶口尺寸
蓋住開孔處, 但又可微
量進氣以利抽液作業原料進料槽之開蓋處可

使用塑膠膜予以封
密, 以減少溶劑蒸氣
溢散

密封方式
大孔口處

53gal桶

防逆吸管

小孔口
密封液
(正壓時 )

(負壓時用瓣
膜單向 )

53加侖桶運作最佳溢散口減量方
式建議參右圖,需有接地線防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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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之化學品逸散危害-例

『液體層析儀』使用氣罩型、其罩過高效果
不佳，致逸散之廢氣、造成實驗室乙腈濃度
部份位置點達6.5PPM(法規TWA為 40PPM) 
(本案廢液桶置於防火櫃中並接排氣)

『液體層析/質譜儀』其一小瓶乙腈(250cc)未置於
氣罩有效抽氣範圍中，致逸散之廢氣、造成實驗室
乙腈濃度、部份位置點達19.6PPM(本案廢液桶已
密封並接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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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逸散疑似同仁化學過敏疹-例

實驗室部份溶劑瓶之開放面密封不良及『液體層析儀』使用氣罩型，
其抽氣罩拉太高、於有效範圍外，致效果不佳，其逸散之廢氣、造成

實驗室同仁過敏情況嚴重。
照片為已吃過藥症狀較緩和之情況。
過敏症狀週期為星期一最輕微，之後越來越嚴重、每週五最嚴重，易疲
累、昏睡，週末休息後，就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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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持續使用之防逸散設計-例

 持續使用危害性化學品瓶時其應有，〝開口處儘可

能予以密封及縮小(縮短)開放面、逸散處予以密封
圍排氣處理之〞的觀念，以確保1.化學品瓶內化學
成份品質之穩定。及2.減少逸散致人員健康危害。
及3.物料損失。及4.耗損排氣電能。及5.耗損冷(熱)
氣。 6.提昇環境冷度舒適性… ..

放置於桌下具防火功能之密
封櫃子中(含防火排氣系統)

放置於具防爆PC.PP.安全玻
璃貼防爆膜之密封櫃子中
(含防火之排氣系統)

放置於具較佳完整封圍性之
改良之萬向密封垂簾櫃子中
(含防火之排氣系統)

**上列設計改善後-環境化學物質濃度檢測-皆為儀器無法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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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害氣體或奈米粉體之曝露預防設計-例

FR

奈
米
粉
體
操
作
區

入既設洗滌塔(9館頂樓)其他大樓則可選
擇(1)增設簡易洗滌塔(約250K)或(2)設粉
塵過濾箱(約35K)或(3)逕排大氣中，煙囟
需加高及固定良好(約10K)

快速接頭

＊增輸氣管頭
套式安全面罩
(每只10K)管
線二條5m(4k)

＊增設氣油霧過濾器
(以維氣源品質)＊

＊增設空氣冷涼裝置；如有

冷凍機則可移用，無時
利用SUS.304桶內設銅
螺旋管，內置冰塊方式

＊增設粉塵封圍區
簡易式：以角鋼支架用PVC或PE膜封圍，出入口
則以切條重疊方式
長久式：以鋁封圍方式，窺視以pc板或強化玻璃
張貼防爆膜

既
有
壓
縮
空
氣
供
應
源

如
沒
有
則
需
增
購

快速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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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化學品蒸氣之整體排氣裝置圖-例

一般壁上型通風機 廠區防爆型通風機 屋頂型防爆通風機

※※作業場所有易燃化學品蒸氣產生時
應安裝適當排氣裝置並考量防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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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氣罩封圍排除易燃物圖-例

※作業場所有高濃度易燃化學品蒸氣產生時
應安裝適當封圍排氣裝置※

年度風速&
噪音值標誌

風速最佳
位置標誌

安全警語標誌

電線安全固定夾可移動式垂簾排氣封圍罩



第116 / 198頁

某印刷廠，印刷機其真空幫浦每隔半月要拆下用溶劑清洗一次。有天，由於印
刷機故障，勞工連續把幫浦拆下清洗了五次，清洗時，勞工把用過之溶劑噴在地上，
沒有用桶子裝起來，現場是一個冷氣廠房，門窗全部關閉，空氣不流通，又沒有裝
排氣設備，當天就有三位勞工發生嘔吐、頭暈、昏睡現象，醫生診斷為嚴重肝腎中
毒，後來又出現無尿、肺水腫、高血壓、中樞神經受損、尿蛋白、視力減退等症狀。
事後，全廠勞工做身體檢查，全部18名勞工肝功能都不正常。

預防對策：
1.改用其他不需要清洗的新型真空幫浦。
2.真空幫浦前增設冷凝收集裝置。
3.改用其低毒性的清潔劑。
4.安裝且有效的通風設備。
5.瞭解每一種使用原料的成份和它們的毒性，
並把它標示在桶子上。

6.訓練並求勞工正確使用適當的口罩和手套。
7.健康檢查及環境測定應每年至少實施一次。

四氯化碳揮發逸散引起導致肝中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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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生 物 性 危 害 說 明

暨

防 制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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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植物:

不具運動性

行光合作用

微生物:

運動性??

光合作用??

動物:

具運動性

無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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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Biohazards)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物，可影響人類健康或是造成
不舒適具潛在風險

–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所致(如：流行
性感冒、痲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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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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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範措施 : 隔離、清潔殺菌、防護具



第120 / 198頁

生物危害-心理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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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傳播方式

•血液、體液-傷口

•空氣-離心、氣懸、
攪拌、實驗動物噴
嚏

•動物咬傷與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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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血液體液傳染之物質特性

傷口（含叮咬）、輸血、親密接觸行為

暴露事件的可見性

傳染源－人、動物、實驗室操作物品

如：HIV、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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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傳染性物質特性

來自感染者的口鼻分泌物(如：咳嗽、
噴嚏或講話產生的生物氣膠)

來自環境（如：水、土壤）

來自實驗室操作物品

以結核桿菌、退伍軍人菌為例

傳播範圍廣

暴露無可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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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冠狀病毒對環境的抗性-例

 鹼性 低溫 抗性高

 21日-80 ℃1.0E+06

病毒分離 21日4 ℃1.0E+06病毒培養德國

< 4日37 ℃1.0E+06

病毒分離
+PCR

< 30分鐘56 ℃1.0E+05病毒培養+2%胎
牛血

日本

4日PH 97.5E+03腹瀉糞便

6小時PH 87.5E+03正常糞便

細胞培養/病
毒分離

3 小時PH 6-71.0E+03嬰兒糞便香港

測試存活方
法

存活時間條件初始病毒量
(log10PFU)

受質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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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須知

WHO 接觸的生物、產物、附著物
WHAT 潛在危害
HOW 操作方式與暴露途徑

DO 正確操作方式
DO 預防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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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分級 (NSC)
 RG1：與健康成人之疾病無關

如：E . coli  - K12,… 未詳列
 RG2：很少引致嚴重疾病，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方法

如：病毒、批衣菌、細菌、真菌、寄生蟲…
 RG3：可引致人類嚴重或致死疾病，可能有預防或治

療方法
如：變性蛋白（Prions）、病毒、立克次體、細
菌、真菌…

 RG4：可引致人類嚴重或致死疾病，通常無預防及治
療方法
如：病毒(Ebola 、virusMarburg vi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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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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發生健康影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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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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人體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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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等級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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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II 
BSC, or positive pressure suits in 
conjunction with Class II BSCs, double-
ended autoclave (through the wall), 
filtered air

同第三等級加上氣密門、
出口淋浴及廢棄物之特殊
處理

As Level 3 plus airlock 
entry, shower exit, special 
waste disposal

具危險性之病原體
Dangerous pathogen 
units

第四等級
Biosafety Level 4

第四級

4 

生物安全櫃及（或）其他所有實驗室
工作所需要之基本裝置BSC and/or 
other primary devices for all activities

同第二等級加上特殊防護
衣、進入管制及定向氣流

As Level 2 plus special 
clothing, controlled access, 
directional airflow

特殊診斷服務、研究

Special diagnostic 
services, research

第三等級
Biosafety Level 3

第三級

3 

開放式工作檯加上防止氣霧外流之生
物安全櫃

Open bench plus BSC for potential 
aerosols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加上防
護衣、生物危害標誌

初級衛生服務、診斷服
務、研究Primary health 
services; diagnostic 
services, research

第二等級

Biosafety Level 2

第二級

2 

無，開放式工作檯

None; open bench work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GMT基礎教學、研究Basic 
teaching, research

第一等級

Biosafety Level 1

第一級

1 

安全設備

SAFETY EQUIPMENT

實驗室操作規範

LABORATORY   
PRACTICES 

實驗室類型

LABORATORY TYPE

生物安全等級

BIOSAFETY 
LEVEL

危險群

RISK GROUP

摘自：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9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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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局限、封圍、清除

環境控制(負壓、溼度等)
環境(紫外線滅菌燈、空氣過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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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消毒、洗手)

生物預防與控制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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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之圍阻 (Bio-hazard containment)

 有害物質應被圍阻在設定的環境範
圍內

 使用生物安全櫃為控制氣流之第一
道防護措施。

 使用氣鎖、負壓、空氣濾網及備援
機組附自動切換功能為第二道保護
措施以防有害物質自動物室或工作
環境意外造成洩漏。

 提供各項告示裝置來指示操作條件
為安全、臨界或不安全狀況對工作
人員較有保障。

 建議對重要之警報、流量及實驗室
排氣櫃之窗框位置提供中央監控及
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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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微生物安全操作

實驗進行中的門禁管制

洗手

禁止飲食、抽煙、處理
隱形眼鏡、化妝

消毒工作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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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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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室安全防護

預防針頭及尖銳實驗器具

使用針頭收集盒。

禁止任意損毀、彎曲、重複將針頭套
回套管、重複使用等情形。

注意注射針頭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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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針頭及尖銳實驗器具

禁止將針頭及尖銳物品與辦公室或實
驗室其他廢棄物一起存放丟棄。

生物實驗室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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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針頭及尖銳實驗器具

不要徒手碰觸破碎的玻璃。

生物實驗室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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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室環境滅菌執行

每日生物作業結束後應執行開啟UV
燈滅菌。

開啟後人員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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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櫃 －II

 過濾內向氣流(75ft/min)
 層流、避免外氣與交叉污染

 人員、環境與操作物保護

 使用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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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操作櫃（BSC）操作注意事項

 擺放位置：勿距離門口太近。

 操作時門需拉下，剩開口15～20cm。
 生物安全操作櫃內物品擺放：已污染的實驗器具
放在慣用手方向，未污染及以污染的器材確實分
開。

 保養：每年請設備保養廠商進行風速、HEPA洩
漏及噪音等測試，若已有壓損，需進行HEPA更
換，並保存保養記錄。

 火焰使用：注意消毒用酒精擺放及噴灑時須遠離
火源，使用酒精燈小心傾倒。

 隨時清潔與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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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是否安全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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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塵(過濾病毒)口罩之正確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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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驗室意外生物感染案例

 2003.12.16三軍總醫院通報疑似嚴重呼吸道症候群個案，該個案
從事實驗室工作，有機會接觸SARS病毒。初步研判個案可能是
於12月5日處理SARS實驗用過器材中發生操作失誤導致感染。

 此為我國首例經確認之「實驗室意外感染事件」！

 染煞調查出爐「詹違規開艙」：檢體塑膠袋破裂未正確殺菌

 2003年12月20日蘋果日報

 【甯瑋瑜、高麗玲╱台北報導】詹中校染煞的初步調查報告昨晚出爐：
詹中校是在六日到實驗室時，發現銜接運輸艙內裝著SARS檢體的塑膠
袋破裂，且有少量液體外洩，因操作手套無法搆著檢體，他打開艙門，

以酒精噴霧劑殺菌並清理，調查小組認為詹

中校可能因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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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安全管理

暨

運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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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
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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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規定並公告者。
其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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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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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
命者。

(四)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至100年07月計公告『列管物質』多氯聯苯等271種，並採分類、分量管理之精神至100年07月計公告『列管物質』多氯聯苯等271種，並採分類、分量管理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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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百萬
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

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

三、未依規定登記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所列事項運作。四、不遵行主管機關之命令。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罰則(1/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規定登記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不遵行主管機關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

虛偽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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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罰則(2/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一、違反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 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
三、未… ..投保責任保險。 四、違反規定… … 而污染環境。
五、違反規定停止運作期間超過一個月者，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處理之。
六、污染環境… 未負責清理。 七、..限期… 不清理。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查核、命令、抽樣檢驗或封存保管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罰鍰：
一、未記錄、申報、保存或報告。
二、違反檢送該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並實施；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
備MSDS；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將毒物販賣或轉讓予未取得核可者。
三、未申請登記而擅自運作。
四、有關保險… ..未積極預防致發生事故。
五、違反有關應變器材、偵測與警報設備之設置、構造、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校正、記

錄及紀錄保存之管理規定。
六、違反有關運送聯單之申報與保存、即時追蹤系統裝設、運送時之標示、攜帶文件、安全裝

備、事故處理之管理規定。
七、違反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測人員資格、在職訓練、檢測許可證有效期限、資料提

報及執行業務之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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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罰則(3/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有關紀錄製作、格式、申報內容、頻率、方式、保存之管理規定。
二、違反釋放總量管制方式運作。
三、違反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製作、內容、提報及實施之管理規定。
四、違反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之方法行之。
五、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或登記事項運作。
六、違反未經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核可事項運作。
七、違反有關許可登記核可、換（補）發、變更之管理規定。
八、違反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標示與物質安全資料表之製作、分

類、圖示、內容、格式及設置之管理規定。
九、違反有關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資格、訓練、設置等級、設置人數、執行

業務、代理、變更之管理規定。
十、違反有關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管理權責、用途、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運送、紀錄製作、申報與保存年限、標示、貯存、查核之管理
規定或未依管理方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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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運作最高指導原則

一、不用:
1.於使用『毒物』時，先考慮以”非列管物質”代替。
2.考慮是否可以”非列管濃度”運作，免受管制。
二、別人用:
1.委託他人(單位)具有『毒物』執照者，執行之。
三、借用:
1.使用『毒物』未有整瓶時，先向本院持有『毒物』者，借用之。

(跨院區需先經環保局核准)
2.也可向院外持有『毒物』者，借(購)用之。(需先經環保局核准) 
三、少用:
1.使用『毒物』時，應以”最低使用量”考慮之。



第148 / 198頁

同仁的職責(1/3)

一、購(攜)入管理:

擬購(攜)入毒性化學物質使用之同仁應確認該物質：

1.本校已具運作核可。(違反而運作時最重之刑、罰責)

2.合約供應商已備販賣許可證。(攜入之單位需具運作執照)

3.非合約供應商應提供販賣相關許可證影本；如該毒性化學物
質本校無運作核可(請上環安中心網站查詢或電話詢問)，同
仁應提供相關資料，經系所工安送環安中心完成申請運作

核可後，方可購(攜)入；如供應商無販賣許可證，不得購買，
或取消該請購改用非列管毒物。

4.運作地點需符合安全性。(安全符合性檢核表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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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符合性稽查表-例

其他事項12.

取得廢棄聲明核可文號之毒化物是否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管
理辦法管理?

11.

毒化物廢液是否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規定管理?(1-3類
超過管制濃度需申報產生廢液量；需申報核備後才能處理)

10.

毒化物是否在局部排氣櫃內使用或其他安全防護符合處作業?9.

毒化物貯存是否有按危害特性分類貯存?8.

毒化儲存之總量是否同電腦記錄量?7.

毒化運作紀錄是否按規定運作後立即填寫?6.

藥品容器標示之中文內容名稱是否填寫?主要成份是否有成
份?百分比(w/w,v/v)?註明「毒性化學物質」字樣?

5.

藥品容器標示之圖示是否與MSDS物品危害分類相符?4.

MSDS第一項及第十六項內容是否有填寫?有效三年期限內?3.

MSDS是否為中文版?2.

運作場所出入口是否有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字樣?1.

備註.說明不符合符合檢查項目項次

部門： 實驗室： 日期：

工安人員： 管理人員：
E00-F-020 / V1.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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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職責(2/3)

二、使用管理:
1.毒性化學物質應依危害特性分別貯存於適用之櫃內，並上鎖管理。

2.供應商交貨時，使用者應檢視供應商提供之中文物質安全資料表及容器危
害標示(如範例)，是否符合危害物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容器包裝運作場
所設施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設置要點之規定；如不完備者不予驗收。

3.運作現場應備妥運作物質之中文物質安全資料表於明顯處備查(每三年更
新)。

4.運作場所出入口應標示明顯之

”毒性化學物質作場所/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字樣。

5.具揮發性毒性化學物質應在設有局部排氣裝置場所內使用、確認其防止排
放或洩漏設施之正常運作，並備相關應變器材。

6.尾氣處理吸收體(液)應收集委外處理或導入『廢水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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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運作場所出入口之標示要求
登記備查類毒化運作場所出入口標示：
中英文名稱：二甲基甲醯胺(N,N-Dimethyl formamide) 
中英文主要成分：二甲基甲醯胺(N,N-Dimethyl formamide) 95%w/w 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警告訊息：
1.為易燃液體。
2.警語：避免吸入、食入或皮膚直接接觸。
3.吸入會造成腹瀉、反胃、嘔吐、血壓增加，刺激黏膜及呼吸道。
4.皮膚接觸會輕微刺激、乾燥、龜裂。
5.蒸氣會刺激眼睛，接觸液體會疼痛變紅。
危害防範措施：
一.中毒急救方法：
1.吸入：立刻移至新鮮空氣處，保暖休息，呼吸停止則施予人工呼吸，並立即就醫。
2.皮膚接觸：用清水沖洗至少20分鐘，立即就醫。
3.眼睛接觸：用大量清水沖洗，若仍有刺激感，則就醫治療。
4.食入：若意識不清，不能催吐，餵食240~300mL水，若自然嘔吐再給水，儘速送醫。
二.污染防制措施及緊急處理方法：
1.使用經認可的易燃性液體貯存容器，貯存於陰涼乾燥、通風良好及陽光無法直射處，遠離熱、火源及不相容物（如氧化劑）貯

存。
2.洩漏處理：不碰觸外洩物，避免外洩物進入下水道、水溝或密閉空間內，用砂、泥土或不反應之吸收物圍堵洩漏物，污染物應

收集處理，不可污染環境。
三.警報發布方法：請總機廣播或警鈴通知，若事故情況嚴重，則通知人員撤離。
四.防火或其他防災器材之使用規定：
滅火材料：酒精泡沫、化學乾粉、二氧化碳。
防護器具：配戴全身式化學防護衣及空氣呼吸器（必要時外加抗火鋁質被覆外套）。
五.人員動員搶救之規定及對緊急應變所採取之通知方式：
1人員撤離，執行救災者應穿戴防護裝備。
2化學災害搶救小組立即進行現場災害處理事宜。
3發生中毒應先急救並由駐所醫師診醫，再立即送醫院。
（衛生署新竹醫院電話：03-5326151-4201，馬偕醫院電話：03-5166868）
事故發生立即以緊急電話（38000）通報光復院區指揮中心。 由總機發佈警報，並於一小時內通知市環保局（03-5368920）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場 所
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

危險

左圖為第四類及小量毒物核備之門口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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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職責(3/3)
二、使用管理:
7.每運作一種毒性化學物質後，應執行使用減量登錄，並於減量同時填寫廢

液量（一、二、三類毒化廢液濃度超過管制濃度者，或過期毒化方需填報；

第四類毒化廢液不用填報）。

8.同一校址調撥毒性化學物質使用前應執行調撥登錄；跨校址調撥者應先提
供擬調撥物質之資料(名稱/濃度/數量/調出地點/調入地點/調撥運送時間)
至環安中心，待完成向『環保局』申報後再依申報運送時間執行調撥登錄。

9.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及使用過之第一、二、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其濃度未超

過管制濃度之廢液應分類收集，直接以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處置。

10.第一、二、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不再使用或經使用過但其濃度乃超過管制

濃度者，應分類且單一種毒性化學物質分開容器收集 ，若多次傾倒不同濃

度之單一廢液時須有傾倒紀錄以確定其濃度及重量；並上『本校廢棄物清運

管理系統』申請廢棄聲明及清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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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害成份：氯(Chlorine) ，99%v/v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需有中英文及濃度及毒物

危害警告訊息：1.內含加壓氣體

2.吸入致命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3.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4.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危害防範措施：1.置容器於通風良好的地方遠離引燃品－禁止抽煙

2.若與眼睛接觸，立刻以大量的水洗滌後洽詢醫療勿倒入排水溝

3.戴眼罩／護面罩

製造商或供應商：(1)名稱：默克公司

(2)地址：新竹市經國路2段320巷24號

(3)電話：03-5258040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氯氣標示-例

***配(自)製或分裝之毒物瓶，依規定也需張貼完整之標示(可向廠商索取)***

危險

名稱：氯(Chlorine)           **注意-需有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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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成分：三氧化鉻（Chromium(VI) trioxide）99% w/w，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警告訊息：
1.吞食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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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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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防範措施：
1.人員穿戴合適之防護衣、護目鏡、口罩及手套，於抽氣櫃內運作。
2.廢氣經濕式洗滌或活性碳吸附後排放；廢液以容器收集並委託合格代處理機構處理。
供應商名稱: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88號6樓之5
電 話: 02-27422788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三氧化鉻標示-例

***配(自)製或分裝之毒物瓶，依規定也需張貼完整之標示(可向廠商索取)***

危險

名稱：三氧化鉻（Chromium(VI) tr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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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前購買的毒化物務需向廠商索取標籤
後貼換上最新標籤。(分裝瓶也需張貼)
**未符合會遭罰6-30萬元**

2.若要製作“毒性”化學物質標籤需在“危
害警告訊息”中加入毒管法第三條所定之
毒性危害
(http://ivy3.epa.gov.tw/epalaw/search/Lor
diDispFull.aspx?ltype=08&lname=0148)
如範例圖打勾處。

**以上修改後按照您要的大小彩色列印，
將之貼上並加防水膠膜，有問題請聯絡”
環安中心”。**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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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質 安 全 資 料 (M.S.D.S)    
※需留意之內容※ 如不符合可能遭罰款6-30萬元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037-621088/037-621090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景明化工有限公司/苗栗縣頭份鎮文化街21號/037-621088

物品編號：

中英文物品名稱：三氧化鉻（Chromium(VI) trioxide）

二、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 100﹪w/w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1333-82-0

同義名稱： Chromic acid、Chromic anhydride

中英文名稱：鉻酸（Chromium(VI) trioxide）

十六、其他資料

1.上述資料中符號“－”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 2.技佳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彙整，
2001.10.30。 3.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更新，2002.11.30。

製表日期

姓名(簽章)：宋正華職稱：主任製表人

地址/電話：苗栗縣頭份鎮文化街21號/037-621088

名稱：景明化工有限公司
製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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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毒物列管毒物廢棄物處理之作業流程

列管毒物廢棄物產出時(或不再使用)

廢棄物先行分類收集、標示及暫貯存

*1-3類達管制濃度時、需先填寫廢棄聲明

環保處理單位至本校收集清運”毒物”

廢棄物之分類集中貯存

廢棄物之上環保署
網申報委外處理

資料之建檔與註銷(符合完整法規)

*由環安中心彙集向環保局發文經同意後*

(尚未核可廢
棄之毒物總
量需加入毒
物總量核計；
如大於限量
則管制不可
購(攜)入)。

經廢棄聲
明核准後；
應於一個
月內清除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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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規定一覽表
說明：
一、向環保局申請核可或備查始可運作，總量低於最低管制量申請核可，否則申請備查（須設毒物專業人）。
二、購買或取得毒物時應詳實記錄來源，保存三年備查。
三、容器依規定標示圖示、名稱、注意事項及 “毒性化學物質”字樣，並備中文十六項之MSDS於門口安全箱中，出入口標
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四、廢棄毒物(1-3類超過管制濃度)前需上網填寫擬聲明廢棄申請表由院工安室向環保局備查後，才依規定辦理(尚未核可廢
棄之毒物總量需加入全所毒物總量核計)。

五、應將毒物運作確實當日鍵入化學品管理系統中，由工安室稽查，記錄保存三年
六、毒性分類：”1”表示不易分解性或生物濃縮性導致危害人體健康，”2”表示慢毒性致癌物，”3”表示急毒性，立即
危害人體健康。

425--CH2Cl275-09-2Dichloromethane
{Methylene chloride}二氯甲烷079

15050CHCl367-66-3Chloroform三氯甲烷054

15050CCl456-23-5Carbon tetrachloride四氯化碳053

1,25050CH
2CHCN107-13-1Acrylonitrile丙烯晴051

31    50Cl27782-50-5Chlorine氯049

3氰離子含量達1％
以上500

NaCN
KCN
AgCN
CuCN
KCu(CN)

2
Cd(CN)2
Zn(CN)2
Cu(CN)2
NaCu(CN)3

143-33-9
151-50-8
506-64-9
544-92-3
13682-73-0
542-83-6
557-21-1
14763-77-0
14264-31-4

Sodium cyanide
Potassium cyanide
Silver cyanide
Copper(I) cyanide
Copper(I) potassium cyanide
Cadmium cyanide
Zinc cyanide
Copper(II) cyanide
Copper Sodium cyanide

氰化鈉
氰化鉀
氰化銀
氰化亞銅
氰化鉀銅
氰化鎘
氰化鋅
氰化銅
氰化銅鈉

046

1,20.110  
50 

C10H10-xClx
（1≦x≦10）1336-36-3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多氯聯苯001

毒性(危害)分
類

管制濃度標準
W/W%

最低管制限量
（公斤）分 子 式

化學文摘
設登記號碼
CAS. Number

英 文 名 稱
English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列管編
號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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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

防 護 具
暨

廢 棄 物 管 理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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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前言說明
**前言-沒有危害風險現象是最高境界

工作場所首重本質化的安全，將場所各種可能的危害
採取相對應的安全措施，來消除或降低危害風險。

※場所、製程安全設計
※機械安全本質設計
※低危害物質取代高危害物質
※危險、有害場所(物質)的密閉隔離系統
※危險、有害物質有效排除系統

當個人工作(場所)有危害現象或顧慮時，既需依個人工作內
容調查、分析而選擇適當有效防護具，以保護人員安全與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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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預防措施(八)
個人防護裝備

防護部位 防護具

頭部 安全帽

耳部 耳塞、耳罩

眼部 安全眼鏡：防塵、遮光、防化學物

手部 防酸鹼、防溶劑、耐油、耐切割、耐熱

腳部 安全鞋：耐滑、耐熱、耐侵蝕、耐刺穿、耐電

身體 防護衣：一般、防熱衣、防寒衣、防靜電、絕緣衣、耐腐蝕衣

預防墜落 安全索

防塵口罩（Dust respirator）

防毒口罩（resporator）

呼吸系統 防毒面罩（Gas mask）

送風面罩（Supplied air respirator）

自給式呼吸器（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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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了解事項

 如何正確選擇與使用

 如何配戴

 密合度測試

 清潔與保養

 如何辨別防護具已失效

曝露預防措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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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選擇流程

1.氧濃度>19.5%
2.未達IDLH

< 10TLV

防塵口罩

< 1,000TLV

正壓式

< 50TLV

全面式
防塵面具

嗅出濃度
<1TLV

嗅出濃度
>1TLV

< 10TLV

防毒面具

< 1,000TLV

正壓式

< 50TLV

全面式
防毒面具

送氣式

粒狀
污染物

氣狀
污染物

SCBA

供氣式+
輔助呼吸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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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作業場所中含有對眼睛刺激、危害
作用之物質時，應使用全面體

 根據作業場所有害物濃度選擇面體與
濾材等級

 不得使用於立即致危與缺氧狀況

濾清式口罩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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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具-密合度測試執行方式(擇其一)

※如面罩符合臉型則
吸氣時應不會有漏氣
現象

圖一：用手掌密蓋濾毒
罐吸氣看是否有漏氣
(負壓測試)

圖二：用手掌密蓋出
氣口，吐氣看是否有
漏氣 (正壓測試)

※如面罩符合臉型則
吐氣時應有鼓脹現象
不會漏氣

圖三：利用香水或
氨水置於旁是否有
鼻嗅到

※如面罩符合臉型應不會
鼻嗅到
(濾毒罐應為適用香水(有
機)或氨水(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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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何種化學物質

曝露時間及濃度

手套材質

參照各種化學防護數據表

 穿透時間：指化學物與手套外面接觸後，於手

套內面偵測到化學物的時間

 滲透率：指化學物在一定時間內透過手套的量

 抗老化性

選用防護手套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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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防護衣及手套常用之材質之測試表
-選購時務必要求檢附

Butyl
（Neoprene）

Pioneer

(品牌名稱)

（Nitrile）

Solvex

(品牌名稱)

PVC PVA Rubber Viton

測試化學品
丙酮 ＞480 12 NR NR NR 10 NR

乙 ＞480 40 30 NR 150 4 NT

二硫化碳 7 NT 30 25 ＞480 NR ＞480

苯 31 16 NR NR ＞480 NR 360

二甲基甲醯胺

（DMF）
190 110 NR NR NR 25 8

甲苯 21 14 10 NR 480 NR ＞480

鹽酸（37%） NT ＞480 ＞480 300 NR 290 NT
氫氟酸（48%） NT ＞480 120 40 NR 190 NT

二甲苯 NR 23 75 NR ＞480 NR ＞480

冰醋酸 NT NT ＞240 180 ＞480 NR ＞480

醋酸（50%） ＞480 ＞480 NT NT NT NT NT

苯胺 ＞480 ＞480 NR 180 ＞480 NR NT

汽油 NT 96 ＞480 NR ＞480 NR NT

硝酸（50%） NT ＞480 NR 345 NR NR NT

硫酸（50%） NT ＞480 NR ＞480 NR ＞480 NT

磷酸（50%） NT ＞480 ＞480 ＞480 NR ＞480 NT

酚 20 ＞480 NR 75 NR 90 ＞480
1.1.1三氯乙烷 NR 27 90 NR ＞480 NR NT

異丙醇 NT ＞60 ＞480 150 NR 20 NT

註 1：NR表示不予推薦，NT表示未測試

註2：Butyl、Neoprene、Nitrile、PVC、PVA、Rubber均為材質名稱，而Viton為防化材料之註冊商標。Pioneer及 Solvex為品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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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護— 防護、安全、防熱、防凍、防毒、絕緣、耐酸鹼手套、保護劑、
※耐化學性手套需注意適用性及測試合格；防熱、防凍、絕緣等需注意適用等級

各式防護具圖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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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耐化學性之乳膠手套,滴一滴丙烯腈
5秒後即遭膨潤及穿透至另一面

手套材質不適用遭致癌物丙烯腈穿透接觸傷害-例

化學品接觸傷害手部紅腫且
身體感覺搔癢

某單位同仁從事丙烯腈作業其使用一般手套不耐化學性，以

致手部有化學性過敏紅腫，身體有搔癢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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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接觸模具之『離模劑』造成接觸性皮膚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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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氮的使用安全性

取用或移裝液態氮作業，應配戴
防凍手套，以防異常遭撞及或破
裂洩漏接觸傷害，防凍手套每雙
約-60℃約1700元或-150℃約7000
元。

具有安全傾倒液氮之安全支撐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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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防護— 工作衣、防護衣、防毒衣、圍裙
※防止身體遭外來物品噴濺、撞及，材質需注意其可耐外來物品的特性。
※例如可抗化學品性、不可穿透性、不可燃特性、高導電性等特殊考量。

Ａ級化學救災防毒衣 Ｂ級耐酸、防毒衣 Ｂ級耐酸、防毒衣 Ｃ級耐酸防護衣Ｃ級耐酸防護衣

６１０６－ＴＹＶＥＫ
Ｄ級連身式防護衣

Ｊ－１９３０４
防酸、鹼衣褲 鋁箔防熱衣

Ａ－５４７３３
防酸鹼圍裙

Ａ－５４１０３
防酸鹼袖套

ＮＯＭＥＸ防火
衣

各式防護具圖形、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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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統保護— 防塵、通氣、送風口罩、防毒面罩(全面、半面)
※壓縮空氣面罩、空氣(氧氣)呼吸器。
※選擇呼吸防護具考慮有害物質的形態、濃度、缺氧否、特殊化學性(致癌、刺激、腐
蝕等)而決定。

※防塵需考慮濾清效率及低阻性；通氣、送風口罩需注意送風量及備用防護具；防毒
面罩需注意適用性(O2%、50TLV、防護系數)及破過時間有效性。

※壓縮空氣面罩需注意供氣氣流量、壓力及備用防護具；空氣(氧氣)呼吸器需注意配
件安全性及堪用氣體量。

簡易式防護口罩

呼吸系統保護



第174 / 198頁

呼吸系統保護 (續)

SCBA 
自給式
呼吸器

SAR 
供氣
式面
罩系
列

EBA緊急逃生呼吸
器

PAPR 電動式過濾面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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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粉體或劇毒害物之人員高安全防護設計-例

FR

奈
米
粉
體
操
作
區

入既設洗滌塔(9館頂樓)其他大樓則可選
擇(1)增設簡易洗滌塔(約250K)或(2)設粉
塵過濾箱(約35K)或(3)逕排大氣中，煙囟
需加高及固定良好(約10K)[效果(1)最好
(2)次之(3)最差]

快速接頭

＊增輸氣管頭
套式安全面罩
(每只10K)管
線二條5m(4k)

＊增設氣油霧過濾器
(以維氣源品質)＊

＊增設空氣冷涼裝置达有
冷凍機則可移用，無時
利用SUS304桶內設銅
螺旋管，內置冰塊方式
達降溫功能＊約10K＊增設粉塵封圍區

簡易式：以角鋼支架用PVC或PE膜封圍，出入口
則以切條重疊方式約15K(200×150cm時)
長久式：以鋁封圍方式，窺視以pc板或強化玻璃
張貼防爆膜；約5k(200×150cm時)

既
有
壓
縮
空
氣
供
應
源

如
沒
有
則
需
增
購
︵
約
60
K
︶

快速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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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洗身洗眼淋浴設備… 不要把毒物帶回家

淋浴設備 緊急沖身洗眼器設備 水槽旁洗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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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資料 (十一)
半數致死劑量(LD50)
對試驗動物群給與一定劑量的化學物質，然後觀

察14天，結果能造成半數(50%)動物死亡的劑量稱

為LD50(Median Lethal Dose)。

半數致死濃度(LC50)

固定濃度下，暴露一定時間(通常1~4小時)後，觀

察14天，能使試驗動物組群半數(50%)死亡的濃度

，亦即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TLV-TWA )
係指在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40小時的正常作業下，大部份
勞工重覆暴露於此濃度以下，終其一生其健康不至於有不良反應。
Threshold Limit Values -Time Weighted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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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性 分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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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處置方法(十三)
廢棄物管理

觀念建立:廢棄物處理費用往往高過化學品購買
注意事項
廢棄物適用範圍
例如:法定列表項目，報廢化學品、化學品空瓶

及其化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之化學廢棄物
廢棄物標示
分類貯存
申報
清除
收集
資料建檔及註銷
處理費分攤

實驗室之責任:

分類收集

標示

暫貯存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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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
--不含氯廢溶劑 --含氯廢溶劑 --廢化學品

--廢酸(無機酸及HF)   --廢鹼 --反應性廢棄物

--易燃易爆性廢棄物 --感染性廢棄物 --含列管毒性物質
A.有機廢液類
(1)含鹵素有機溶劑類 (2)不含鹵素非水溶性有機溶劑類
(3)不含鹵素水溶性有機溶劑類
B.無機廢液類
(1)含重金屬廢液 (2)含氰廢液 (3)含汞廢液 (4)含氟廢液
(5)酸性廢液 (6)鹼性廢液 (7)含六價鉻廢液 (8)其它

一般
一般事業廢棄物與資源性可回收物

如:化學品空容器(必須洗淨),廢鐵,廢塑膠

廢棄物收集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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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驗室之權責-暫貯存

 貯存容器
HDPE桶、不銹鋼桶、
原容器(過期及報廢藥品)

 防止洩漏裝置
實驗廢液之貯存容器、需置於防止洩漏之盛盤內

貯存區之安全措施
 應於明顯處設置標示
 遠離熱源
 不易傾倒
 不阻礙走道
 保持清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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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廢棄物收集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廢液桶確認貼妥實驗室廢棄物標示標籤。

2.廢棄化學成份要詳實記錄清楚。

3.廢液傾倒時請特別注意相容性，避免不相容廢液混合產
生熱、壓力、爆炸或不當聚合反應等現象。

4.廢棄物容器須設置1.1倍盛盤，以避免破桶洩漏等相關危
害。

 其他注意事項

1.做好少量多樣化廢棄物分類與收集。

2.實驗室廢棄物不可任意傾到至一般生活垃圾子車。

3.廢液桶遠離熱源、不阻礙走道、保持清潔完整。



第183 / 198頁

生物實驗室廢棄物處理
 生物性實驗廢料包括實驗完畢之培養樣品、實驗中使用之
生物性物質、實驗動物屍體。

 生物性實驗廢棄物及實驗器材於申報清運前需經過
（121℃，60分鐘）高溫高壓滅菌處理。

 實驗動物屍體暫放置於至少-20℃冰凍，虛載記銷毀記錄。

 以上廢棄物由使用者向環安中心申報清運，再委託合格簽
約廠商進行焚燬。

感染性廢棄物貯存
常溫，1日
5oC以下冷藏，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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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改善對策：
1.化學品不可放置於地面。
2.應設置易燃化學品防火儲存處 (櫃) 。
3.易燃化學品應隨手放回防火儲存處。
4.高危害風險區域應配置SCBA等應變
防護器具。
5.加強化學安全、消防滅火認知操作
訓練。
6.實驗室執行5S 。

　 新竹某大學因某大學因『4升正己烷玻璃瓶』放置地面、遭踢翻而破裂
洩漏，並接觸熱源引起火災，因無完整防護具而滅火不及，導致
火災擴大，延燒其他實驗室，損失數千萬元。

己烷瓶置地面遭踢破洩漏引燃大火-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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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牆藥品櫃倒塌化學瓶撞擊地面起火-例

　台北某某大學因大學因掛牆藥品櫃倒塌，其化學瓶撞擊地面火花
(及溶劑外洩並碰觸熱源)引燃起火，因無完整防護具而滅
火不及，導致火災擴大，損失數百萬元。

防止及改善對策：

1.具高危害性化學品不可放置於大於180
公分之高處。
2.應設置易燃化學品防火儲存處(櫃) 。
3.設置掛牆物品櫃，應荷重(1.5倍以上)測
試合格，其固定裝置應永久耐用性佳。
4.高危害風險區域應配置SCBA等應變防
護器具。
5.加強化學安全、消防滅火認知操作訓練。
6.實驗室執行5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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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洩漏接觸電源引燃發生災害狀況… ..
某單位實驗室發生重大火災，其原因為存放在Hood內之THF廢液桶不耐溶劑

破裂洩漏，並接觸到Hood下方電源線路而引發火災，延燒約40分鐘造成約二千
餘萬損失。

現場圖… ..

木製Hood

THF廢液

THF THF

∠∠∠

火災房間為
儀器室
NMR，HPLC，LC，GC

電源控制線路
疑因THF洩漏電源短
路引燃Hood&化學品

防止及改善對策… .
— 廢液儲存容器其材質符合耐該化學品侵蝕之特性。
— 有害（險）性化學品及廢液應放置於適當之盛盤（容器）中。
— Hood下方儲物櫃不得放置易揮發、易燃、易爆化學品（應放置
於防火櫃中）。

— 易燃、易爆性化學品儲存之位置應遠離火源及電源。

廢液桶不相容而破裂因電氣引起火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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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單位從事甲苯、醋酸、一氧化碳及觸媒高溫高壓鈦合金反應器第八次反應時，
因SUS.316L 高壓管件遭受腐蝕，不耐壓而爆炸（可耐壓1000psi，操作時540psi）
幸同仁離開現場，並貼有防爆膜而未造成人員傷害。

拉門玻
璃

遭炸凹

現場圖…

破裂板爆炸

壓力錶
0-1500psi
爆炸

落地抽風櫃

2

壓力容器因腐蝕不耐壓而爆炸-例

拉門玻璃貼有防爆膜耐15000PSI防止及改善對策⋯
․高壓高溫設備，管件易遭化學及應力腐蝕而降低耐壓性，應隨時檢視並定期執行耐壓

（水壓或氣壓）測試（最高使用壓力）。

․應考慮高壓管件（零配件）因長期使用而降低安全係數須定期更換維護。

․高壓操作區應再增設防爆阻絕裝置。

․高壓反應計畫應進行safety review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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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單位以PYREX 100毫升旋轉密封式玻璃器、內置1g RuCl3.3H2O及5毫升
DMSO行配位取代反應，置於1升圓形PYREX 矽油浴鍋內，以附有溫度探棒之磁
攪拌加熱板，設定200℃加熱。因發現油浴鍋其矽油加入過多將滿溢出。當打開
Hood拉門，而擬關掉加熱器時，發生爆炸，二員遭玻璃碎片割傷上半身及臉部，
送醫縫合百餘針。

※依災害狀況、反應機制、玻璃器原廠規格耐壓強度，及測試結果，及加熱器
送校正結果為正常，經調查原因為：

1.依RuCl3‧3H2O其1克量約有0.2克H2O，在170℃之蒸汽壓將達到8kg/cm
2，[此

為研究同仁忽略之因素；0.2克H2O蒸氣約250ml]，而DMSO只有0.75kg/cm
2蒸

汽壓。
2.玻璃反應器已使用四次，用後以約5%NaOH浸洗約2~3hrs[依原廠報告低於
6.3×10-3mm損失]，反應器可能遭到撞及輕微受損或而使耐壓強度降低，無法
承受8kg/cm2之壓力，而整支爆炸，連同PYREX油浴鍋也一起炸碎[※現場清理
只剩瓶頭內附旋緊鐵氟隆塞子。]

(玻璃耐壓測試：原廠耐壓7kg；新品測試二支耐壓30bar；舊品測試耐壓20bar)

密閉玻璃反應因內含結晶水超壓而爆炸-例

※※內壓突昇超過玻璃耐壓程度※※※為本事故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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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在鹼液桶中清洗玻璃器皿時，因使用乳膠手套伸手於

鹼液桶中操作，因未查覺手套破裂，遭鹼液傷害手部。

戴手術手套之手伸入鹼液中遭滲透傷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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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廠執行廢氣處理作業時，因鹼液輸送泵管線接頭處突然鬆脫(因用板狀固
定夾其固定不佳及使用止洩帶)，致使4%wNaOH溶液大量噴濺，傷及現場作業
同仁之眼、臉、手、腳等部位，因該同仁已配戴安全眼鏡及安全帽並立即至附

近沖身洗眼器沖洗眼部及背部，唯已遭化學品灼傷視網膜受損嚴重及皮膚深層
傷害。

移液泵接頭固定不佳脫落化學品噴濺人體傷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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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門從事濕式紡絲製程時，因電加熱片短路產生高溫引燃溶

劑紡絲液、製程溶劑引發火警事故，所幸同仁處理得宜，立即

斷電、呼救，並迅速以手提滅火器撲滅，避免火警擴大。

電加熱器短路引燃化學品火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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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製球工廠，在球內胎的繞線工作場所，勞工把橡膠片加到溶劑(汽油含有
14%之正己烷)裡打成膠水，繞線機把尼龍線沾上膠水後，繞在球內胎上，自然乾
燥後再與內胎貼合。另外還有二位勞工在同一地點，做球嘴的擦膠。由於作業場
所門窗整天都關閉，空氣不流通，幾個月以後，5位勞工發生腳底發熱，酸麻無力，
沒有辦法爬樓梯，晚上睡不好，醫生診斷為末梢神經受損，同時發現中樞神經也
受到傷害。{工作時未配戴任何口罩及手套 }

預防對策：
1. 改用其他低毒性的代替溶劑。
2. 改為較密閉性方式。
3. 裝置有效之通風設備。
4. 瞭解每一種使用原料的成份和它們的毒性，並且
在桶子上清楚加以標示。

5. 訓練並要求勞工正確使用適當的口罩和手套。
6. 現場只存放當天所需使用的膠水和溶劑，裝溶
劑的桶子應隨手加蓋。

7. 執行勞工健康檢查及場所的環測。

正己烷揮發逸散引起多發性神經病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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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電鍍工廠，勞工作業時，呼吸位置長期暴露在鉻酸液滴中(一般的鍍

銘作業，效率很低，80%~90%外界所供給的能量都用在水的電解上，產生

大量氣體，同時夾帶鉻酸液滴，散佈在作業場所)，該場所沒有裝排氣設備，

而且通風不良，導至勞工鼻中脆軟骨部份發生潰瘍現象，曝露時間一久更

發生鼻中膈穿孔的情形。

預防對策 :
1.裝置有效的通風設備。
2.電鍍槽改用自動化設備，避免人員
直接曝露。

3.於電鍍槽液面加液滴飛揚之抑制劑。
4.訓練並要求勞工正確使用適當之口罩。
5.至少每年實施一次工作場所的濃度測定。

電鍍液之鉻霧滴逸散導致人員鼻中隔穿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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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錳鋼及矽鋼錳製造工廠，勞工把經過粉碎、混合過的錳礦石和其他原料加入
高溫爐裡面，由於原有的熔爐排風設備故障，還沒有修好，勞工就用開始繼績工作，
這間工廠，廠房又比較密閉，工作時(尤其出鐵水時)，產生大量的燻煙，沒有辦法
排出去，工作了幾年，六名勞工發生行動困難、手腳無力、聲音變小而且講話聽不
清楚、臉部表情生硬不自然(俗稱面具臉)寫字過小且愈寫愈小等症狀，醫生診斷說
是一種神經受到傷害的巴金森病。

預防對策 :
1. 原料搬運、加料、出鐵水、注模、壓碎、篩選
等工作改用自動化或機械方式，並於發生源裝設
有效之通風設備及廢氣處理設備，儀器錶控制區
應予以隔離，並保持正壓狀況。

2. 勞工健康檢查，及工作場所的濃度測定至少應
每年實施一次以上。

3. 高爐的浮渣應有固定的存放場所，並避免造成
粉塵飛揚。

4. 訓練並要求勞工正確使用適當的口罩與手套。
5. 工作場所每天清掃、沖洗、整理。

高溫爐之錳霧滴逸散導致人員巴金森氏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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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氫氟酸(HF)應注意事項
對腐蝕敏感的儀器設備不應置於運作區。

應存放於陰涼乾燥及有通風排氣處理良好的地方，並增設防
洩漏收集裝置。

製程區需封圍排氣良好並有防噴濺防洩漏等措施(應由相關
人員執行安全評估) 。

備耐酸性面罩.口罩.手套.防護衣.SCBA.緊急沖淋洗眼器葡萄
酸鈣藥膏或六氟靈藥膏等安全防護。

遠離不相容物且避免溫度上升。

張貼醒目警示符號標示。

定期檢查有無損毀或洩漏等瑕疵。

儲存區要與員工密集的工作區域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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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只有必然，沒有偶然。

從現在起，

請不要再說

“我是不小心”
意外的發生，

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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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訊，非取得同意

敬請，勿摘錄、翻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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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易燃氣膠警告第2級

極度易燃氣膠危險第1級
3.易燃氣膠

易燃氣體警告無第2級

極度易燃氣體危險第1級
2.易燃氣體

無無
1.6

(背景橘色)
1.6組 極不敏感，且無整體爆炸
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可能在火中整體爆炸危險
1.5

(背景橘色)
1.5組 很不敏感，但有整體爆炸
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引火或拋射危害警告1.4組 無重大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爆炸物;引火、爆炸或拋射危
害危險

1.3組　會引起火災，並有輕微爆
炸或拋射危險但無整體爆炸危險
之物質或物品。

爆炸物;嚴重拋射危害危險1.2組　有拋射危險，但無整體爆
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爆炸物;整體爆炸危害危險1.1組　有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
物品。

不穩定爆炸物危險不穩定爆炸物

1.爆炸物

物理性
危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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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易燃固體警告第2級

易燃固體危險第1級

7.易燃固體

可燃液體警告無第4級

易燃液體和蒸氣警告第3級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危險第2級

極度易燃液體和蒸氣危險第1級

6.易燃液體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警告溶解氣體

內含冷凍氣體；可能造成低溫
灼傷或損害警告冷凍液化氣體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警告液化氣體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警告壓縮氣體

5.加壓氣體

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氧化劑危險第1級4.氧化性氣
體

物理性
危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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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遇水放出易燃氣體警告第3級

遇水放出易燃氣體危險第2級

遇水放出可能自燃的易燃氣體危險第1級

12.禁水性
物質

量大時可自熱；可能燃燒警告第2級

自熱；可能燃燒危險第1級
11.自熱物
質

暴露在空氣中會自燃危險第1級10.發火性
固體

暴露在空氣中會自燃危險第1級9.發火性液
體

無無無G型

遇熱可能起火警告E型和F型

遇熱可能起火危險C型和D型

遇熱可能起火或爆炸危險B型

遇熱可能爆炸危險A型

8.自反應物
質

物理性
危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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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可能腐蝕金屬警告第1級16.金屬腐
蝕物

無無無G型

遇熱可能起火警告E型和F型

遇熱可能起火危險C型和D型

遇熱可能起火或爆炸危險B型

遇熱可能爆炸危險A型

15.有機過
氧化物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警告第3級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危險第2級

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強氧
化劑危險第1級

14.氧化性
固體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警告第3級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危險第2級

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強氧
化劑危險第1級

13.氧化性
液體

物理性
危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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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吸入致命危險第2級

吸入致命危險第1級17-2急毒
性物質：
吸入

皮膚接觸可能有害警告無第5級

皮膚接觸有害警告第4級

皮膚接觸有毒危險第3級

皮膚接觸致命危險第2級

皮膚接觸致命危險第1級

急毒性物
17-1.質：
皮膚

吞食可能有害警告無第5級

吞食有害警告第4級

吞食有毒危險第3級

吞食致命危險第2級

吞食致命危險第1級

17.急毒性
物質：吞
食

健康危
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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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造成眼睛刺激警告無第2B級

造成眼睛刺激警告第2A級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危險第1級

19.嚴重損
傷／刺激
眼睛物質

造成輕微皮膚刺激警告無第3級

造成皮膚刺激警告第2級

第1C級

第1B級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
傷危險

第1A級

18.腐蝕／
刺激皮膚
物質

吸入可能有害警告無第5級

吸入有害警告第4級

吸入有毒危險第3級
17-2急毒
性物質：
吸入

健康危
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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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懷疑致癌警告第2級

第1B級
可能致癌危險

第1A級

22.致癌物
質

懷疑造成遺傳性缺陷警告第2級

第1B級

可能造成遺傳性缺陷危險
第1Ａ級

21.生殖細
胞致突變
性物質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警告第1級20-1.皮膚
過敏物質

吸入可能導致過敏或哮喘病
症狀或呼吸困難危險第1級

20..呼吸
道過敏物
質

健康危
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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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告危害物質之分類、標示要項一覽表(續)
（各危害性依CNS 15030-1 至CNS 15030-26 標準分類及標示辦理）

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
有害警告第2級

如果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
致命危險第1級

26.吸入性
危害物質

長期或重複暴露可能對器官
造成傷害警告第2級

長期或重複暴露會對器官造
成傷害危險第1級

25.特定標
的器官系
統毒性物
質－重複
暴露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者可
能造成困倦或暈眩警告第3級

可能會對器官造成傷害警告第2級

會對器官造成傷害危險第1級
24.特定標
的器官系
統毒性物
質－單一
暴露

可能對母乳餵養的兒童造成
傷害無無影響哺乳期或透過哺乳期產生

影響的附加級別

懷疑對生育能力或對胎兒造
成傷害警告第2級

第1B級

可能對生育能力或對胎兒造
成傷害危險

第1A級

23.生殖毒
性物質

健康危
害

危害警告訊息警示語危害圖式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危害分類

危害性

標示要項危害物質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