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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之數據顯示，我國 2011 年氯乙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製造量為 188 萬噸。流行病學文獻指出，暴露

VCM 可能會導致肝血管肉瘤 (angiosarcoma of the liver; ASL) 和肝細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IARC 將 VCM 歸為第一類人類確定致癌物質。

在 VCM 暴露與健康效應的研究中，曾以肝功能檢測指標(liver function test, LFT)

推估肝臟損傷程度，但指標之敏感度與特異性在應用於 VCM 暴露評估上仍有所

限制；最新之相關研究指出，曾暴露於高濃度 VCM 之勞工，可觀察到胰島素阻

抗和脂聯素調控異常之臨床表現，並導致脂肪肝及脂肪性肝炎之發生。在作業環

境空氣中 VCM 容許暴露濃度規範方面，美國 OSHA PEL-TWA 為 1 ppm，ACGIH 

TLV-TWA 為 1 ppm，我國勞委會規定之八小時時量容許濃度不得超過 3 ppm。 

VCM 進入人體後，由藥物動力學資料顯示，VCM 在生物體體內之半衰期約

為 86 分鐘，24 小時內約有 68%經由尿液排出體外。VCM 主要之代謝器官為肝

臟，VCM 在肝臟中經充分代謝並以硫醚化合物在尿中部份排出，其中包括

thiodiglycolic acid (TDGA)。少數研究證明尿中 TDGA 濃度與空氣中 VCM 濃度

有顯著相關（r2=0.65, p <0.01），但在低濃度暴露則因尿中 TDGA 之偵測極限(1 

ppm)偏高，導致無法有效偵測更低 VCM 暴露反應之尿中 TDGA 濃度。 

本研究於 100 年建立尿中低濃度 TDGA 之分析方法，而本年度（101 年）研

究之目的為建立 VCM 製造及使用現場作業勞工之暴露實態，分別進行個人空氣

VCM 濃度檢測、尿液 TDGA 濃度分析、血液肝功能及代謝異常檢測及問卷－時

間活動模式調查，並探討 VCM 暴露與健康效應之關係。本研究共完成有效樣本

124 位，結果顯示在排除藥物攝取及肝功能異常之干擾後，以空氣中 VCM 暴露

濃度之中位數濃度劃分為高、低 VCM 濃度組，高 VCM 濃度組上班前尿液中

TDGA 顯著高於低 VCM 濃度組(662 g/g-Cr 相對於 363.4 g/g-Cr，p =0.05)，下

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亦顯著高於低 VCM 濃度組(851 g/g-Cr 相對於 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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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Cr，p =0.01)。在相關性統計方面，排除藥物攝取及肝功能異常之干擾後，

針對高 VCM 濃度組之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與個人空氣 VCM 暴露

濃度進行相關性統計，發現均達統計上顯著相關(上班前：相關係數為 0.539，

p=0.001；下班後，相關係數為 0.396，p=0.025)，上班前尿液中 TDGA 可能與前

一天的 VCM 暴露有關，建議日後的生物偵測可以同時以上班前、下班後尿液

TDGA 作為暴露指標。在健康效應的部分，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劃分高、低

濃度組，在未排除藥物攝取等干擾因子之情況下，高 TDGA 濃度組的胰島素濃

度及胰島素阻抗指標皆顯著高於低 TDGA 濃度組(9.9 mIU/mL 相對於 6.0 

mIU/mL，p =0.006；HOMA-IR, 2.37 相對於 1.27，p =0.006)，高 TDGA 濃度組

的脂聯素則顯著低於低 TDGA 濃度組(6.3 g/mL 相對於 8.3 g/mL，p=0.045)；

進一步排除藥物攝取等干擾因子後，高 TDGA 濃度組之胰島素濃度及胰島素阻

抗指標仍顯著較高，脂聯素濃度顯著較低(胰島素濃度：10.5 mIU/mL 相對於 5.9 

mIU/mL，p =0.011、HOMA-IR：2.7 相對於 1.3，p =0.013、脂聯素：6.0 g/mL

相對於 8.2 g/mL，p =0.031)，顯示高 TDGA 濃度組勞工有胰島素阻抗之現象，

可能與 VCM 暴露有關。以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及二氯乙烷(ethylene dichloride, 

EDC)濃度計算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發現 VCM 之危害指標(hazard index, HI)有 3

位勞工高於 1，VCM 之致癌風險有 4 位勞工風險高於職業暴露族群之可接受風

險（10-3），EDC 之 HI 則有 1 位勞工之 HI 大於 1，致癌風險則有 14 位勞工高於

職業暴露族群之可接受風險（10-3）。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國內 VCM

作業勞工之空氣暴露濃度大多在 1 ppm 以下，因此建議可將現行之作業環境空氣

中 VCM 容許暴露濃度由 3 ppm 降至 1 ppm。 

關鍵詞：氯乙烯單體、TDGA、肝功能指標、胰島素阻抗、脂聯素、健康風險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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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oxic chemical registr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island’s production of 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 amounted to around 1.88 million tons in 2011. Epidemiology 

studies report that angiosarcoma of the liver (ASL)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VCM exposure, and VCM has 

been classified as a human carcinogen (Group 1: carcinogenic to humans) by the 

IARC. In previous studies of VCM exposure and its health effects, liver function tests 

(LFT) were used as indicators for predicting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LFT are limited. One study report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insulin resistance and the abnormal regulation of adiponectin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CM exposure of workers, and that toxicant-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 (TASH) may result in workers with a high exposure to VCM. Many 

countries, region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established exposure guidelines for vinyl 

chloride in the workplace: OSHA PEL-TWA, 1 ppm; ACGIH TLV-TWA, the same. 

Taiwan’s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has set the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PEL) for 

VCM at 3 ppm as an 8-hour time-weighted average (TWA).  

Animal pharmacokinetic data indicate that the half-life of VCM in living 

organisms is about 86 minutes, and that 68% of VCM metabolites are excreted in the 

urine within 24 hours. The primary organ of VCM metabolism is the liver, in which it 

is extensively metabolized and partially excreted in urine as thioether compounds, 

which include thiodiglycolic acid (TDGA). A few studie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2=0.65, p<0.01) between urinary TDGA level and airborne VCM 

concentration, but the high detection limit (>1 ppm) meant that TDGA concentrations 

could not be detected in the urine of workers with a lower level of exposure.  

In 2011 we established a pretreatment and analytical method with a lower 

detection limit for the measurement of urinary TDGA. The aims of this study, carried 

out in 2012, were to estimate the exposure profile for VCM workers,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CM exposure and health effect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personal sampling, urinary TDGA analysis, examination of blood biochemistry, 

LFT and insulin resistanc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exposure data, and a time-activity 

pattern questionnaire. Effective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124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excluding the effects of medicine intake an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and dividing the workers into high- and low-exposure groups by median of airborne 

VCM concentration, the pre-shift and post-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in the 

high-exposure group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exposure group (pre-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662 g/g-Cr versus 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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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Cr, p =0.05; post-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851 g/g-Cr versus 367.8 g/g-Cr, 

p =0.01). Airborne VCM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e- and 

post-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r=0. 539, p=0.01; r=0. 396, p=0.025). The pre-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may have resulted from VCM exposure the day before sampling.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re- and post-shift urinary TDGA levels could used as 

exposure biomarkers for VCM workers. The levels of insuli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in the high TDGA lev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TDGA level group (9.9 mIU/mL versus 6.0 mIU/mL, p=0.006; 2.37 versus 1.27, 

p=0.006). The levels of adiponectin in the high TDG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TDGA group (6.3 g /mL versus 8.3 g /mL, p=0.045). After 

excluding the confounding factor of medicine intake, the levels of insulin and 

HOMA-IR in the high TDGA group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TDGA group (10.5 mIU/mL versus 5.9 mIU/mL, p=0.011, 2.7 versus 1.3, 

p=0.013), and the levels of adiponectin in the high TDGA group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TDGA group (6.0 g /mL versus 8.2 g /mL, 

p=0.031).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gh VCM exposure may promote insulin 

resistance and adiponectin disorders. The results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VCM 

exposure showed that the hazard index (HI) of three workers with high VCM 

exposure was higher than 1, and the carcinogenic risk of VCM exposure for four 

workers was higher than the acceptable risk (10-3). The results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ethylene dichloride (EDC) exposure showed that the hazard index (HI) 

of one worker with a high EDC exposure was higher than 1, and that the carcinogenic 

risk of EDC exposure for 14 workers was higher than the acceptable risk (10-3).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airborne exposure concentration of Taiwan’s VCM workers is 

mostly below 1 ppm; we suggest, therefore, that the PEL for VCM be reduced from 3 

ppm to 1 ppm. 

 
Key words: Vinyl chloride monomer, TDGA, liver function test, insulin resistance, 

adiponecti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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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目的 

氯 乙 烯 單 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 是 合 成 聚 氯 乙 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的上游原料，我國目前主要有六家使用 VCM 的工廠，其中四家工

廠同時設有 VCM 製程，我國所生產之 VCM 約有 80%供給國內廠商製造 PVC

粉體，其餘 20%輸出至其它國家。VCM 運作工廠之勞工人數約為 750 人。根據

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之統計，我國 2011 年 VCM 總使用量約為 160 萬

噸，製造量則為 188 萬公噸[1]。 

1987 年，IARC 已提出 VCM 及其代謝物會導致動物致癌之可能性及相關證

據，流行病學資料亦顯示 VCM 暴露勞工之肝臟血管肉瘤及肝細胞癌標準死亡比 

(Standard motality ratio, SMR) 或 Odds ratio 顯著較其它非 VCM 暴露族群為高，

因此 IARC 將 VCM 列為 Group 1 人類確定致癌物質[2]。2000 年，美國環保署(US 

EPA)亦依據人類流行病學研究，彙整更為完整之數據資料，建立 VCM 暴露導致

人類癌細胞病變之相關性，並將 VCM 歸為 A 類人類致癌物質(Human 

carcinogen)。我國環保署目前亦將 VCM 列為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可能會導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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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容許

暴露濃度方面，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規定勞工暴露 VCM 之八小時容許

濃度(PEL-TWA)不得超過 1 ppm，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ACGIH)亦建議 VCM 之

八小時恕限值(TLV-TWA)不得超過 1 ppm。我國勞委會對於 VCM 之八小時日時

量平均容許濃度(PEL-TWA)為 3 ppm (7.68 mg/m3)，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PEL-STEL)為 6 ppm (15.34 mg/m3)[3]。 

在基因毒性試驗中發現，VCM 中間代謝產物會導致核酸鹼基形成 Etheno 

adducts，並造成肝臟細胞損傷及代謝功能異常，其中以 2-chloroethylene oxide 

(CEO)的傷害最為顯著[4]。動物實驗亦證實，VCM 的中間代謝產物 CEO 及

2-chloroacetaldehyde (CAA)會造成 DNA 損傷[5]。另有研究將大鼠持續暴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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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之 VCM 為期 12 週，大鼠罹患肝血管肉瘤(angiosarcoma of the liver; ASL)比

率顯著高於對照組(11/55 v.s. 1/112) [6]。人類流行病學研究亦發現，暴露 VCM

會導致罹患肝癌之標準死亡比(standard mortality ratio, SMR)升高(SMR 為 3.59，

95% CI (confidence interval)=2.84- 4.46) [7]，其中又以 ASL 與肝細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為主要觀察到之肝臟癌化現象，且隨著累積暴露

濃度其發病率有升高之趨勢，累積暴露濃達 7,532 ppm-years 時，ASL 的 SMR 為

88.2 (95% CI = 26.4- 295)，而 HCC 的 SMR 為 20.27 (95% CI=2.98-138)[8]。 

國內學者早期曾針對 VCM 作業場所進行調查，以尿中代謝物 thiodiglycolic 

acid (TDGA)做為 VCM 暴露之生物指標，研究結果發現，工作現場之平均暴露

濃度約為 3.72 ppm，尿中 TDGA 濃度隨著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之上升而增加，

且達統計上顯著相關性 (r2=0.65, p <0.01)[9]；國內的世代追蹤研究亦發現，VCM

暴露勞工於 1980 至 2007 年之死亡率以肝癌(SMR 為 1.32, 95% CI=1.00- 1.72)及

白血病(SMR 為 2.62, 95% CI=1.13- 5.16)較高，但並未發現 ASL 的案例[10]。此

外，研究指出國內的 VCM 勞工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在正常範圍

內有較高的脂肪肝盛行率約(38.9%)[11]，而國外的研究則發現，VCM 暴露可能

導致勞工的肝臟脂肪堆積與脂肪酸代謝異常，並造成胰島素阻抗及脂聯素

(adiponectin)調控失衡等臨床症狀[12]，顯示 VCM 暴露可能有導致肝臟調控脂肪

酸異常之可能性。 

綜合上述文獻，國內 VCM 勞工的健康危害主要以肝癌及白血病為主，但至

今未曾在類似之作業場所中發現 ASL 通報案例，對於低濃度、職業環境之暴露

評估與健康效應探討，目前仍缺乏完整且詳細之調查數據與資料，因此有必要進

行詳實之暴露評估調查，以協助建立日後之 VCM 健康風險評估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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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第一節 物化特性、用途及製程 

氯 乙 烯 單 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 是 合 成 聚 氯 乙 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的上游原料。氯乙烯單體是一種無色帶有甜味的氣體，化學式為

C2H3C1，又可稱為乙烯基氯(chloroethene)，是鹵素烴類的一種，分子量為 62.50，

沸點約為–13 °C 熔點約為–154 °C，蒸氣壓為 2,980 mmHg，顯示 VCM 於常溫常

壓下以氣態存在，詳細的物化特性見表 1。 

 

表 1 VCM 之物化特性 

名稱 結構式 分子量 沸點 
蒸氣壓 
(25℃) 

溶解度

(25℃) 
Log Kow

氯乙烯  CH2=CHCl 62.50 -13.4℃ 2,980 mmHg 2.7 /L 1. 6 
資料來源：[13] 

 

國內大型塑化工業自 1957 年進入 VCM 量產時代，我國國內目前主要有六

間大型工廠使用 VCM，其中四間大型化工廠為 VCM 製造廠，其生產之 VCM 約

80%供給國內 PVC 粉體製造，另有 20%輸出至其它國家。依據我國環保署毒化

物管理系統之統計，2011 年國內 VCM 總使用量約為 160 萬公噸，製造量約為

188 萬公噸，詳細之運作量數據如表 2 所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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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 年國內 VCM 之工廠之使用或製造量 (公噸) 

a：表示該工廠未生產 VCM。 

b：工廠無使用 VCM 製造 PVC 或其他用途，以儲存及販售 VCM 為主。 

c：工廠無對外進口或輸出 VCM。 
d：工廠無對外販售或輸出 VCM。 

 

國內 VCM 製造工業之 VCM 製程，主要是將氯氣(Cl2)、乙烯(CH2CH2)及氧

氣均勻混合後，進行氧氯化或直接氯化形成 1,2-二氯乙烷(ethylene dichloride; 

EDC)，再經由高溫高壓將 EDC 裂解形成氯乙烯單體。生產之 VCM 原料儲存於

儲槽，透過管線運送至 PVC 製造工廠，透過分散劑添加和升溫聚合即可製成聚

氯乙烯 (PVC)粉，詳細的製程如圖 1 及圖 2。PVC 是塑膠產品之原料，由於製

造方便且加工成本低，添加塑化劑後即能使其延展性和柔軟度增加，因此廣泛

用於民生日常用品，如：人造皮革製品、裝潢建材、電纜、電線、保鮮膜等[14]。

此外，從 VCM 廠的製程圖中可以發現，EDC 為 VCM 製造的原料，EDC 的化

學式為 C2H4Cl2，常溫常壓下雖然以液態的型式存在，但是其蒸氣壓為 60 

mmHg，顯示 EDC 在常溫常壓下容易揮發，屬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13]，因此 VCM 廠勞工除了 VCM 暴露，EDC 亦為主

要暴露之化學物質。 

 

工廠代碼  
2011 年 

製造量 使用量 輸出量 輸入量 

A  604,454 413,578 183,708 0d 
B  445,416 333,969 0c 0d 
C  506,728 507,099 0c 0d 

D  328,418 0
b
 230,642 30,487 

E  0
a
 184,173 0c 184,582 

F  0
a
 106,017 0c 47,526 

年平均  1,885,020 1,544,838 414,350 26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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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氯乙烯單體(VCM)製程 

 

 

 

 

 

 

 

 

 

 

 

 

 

 

 

 

 

 
圖 2 聚氯乙烯(PVC)粉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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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與台灣對氯乙烯單體之暴露濃度管制及分類 

IARC 於 1987 年將 VCM 列為 Group 1 人類確定致癌物質，長期暴露會導致

肝臟血管肉瘤及肝細胞癌[2]。美國環保署(US EPA)亦依據人類流行病學研究，

彙整更為完整之數據資料，建立 VCM 暴露導致人類癌細胞病變之相關性，並將

VCM 歸為 A 類人類致癌物質(human carcinogen)。我國環保署目前將 VCM 列為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顯示 VCM 可能會導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

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在職業容許暴露濃度管理方面，美國職業安全

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 OSHA)規定勞工暴露 VCM

之八小時容許濃度(Permit Exposure Level-Time Weighted Average, PEL-TWA)不

得超過 1ppm，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亦建議 VCM 之八小時恕限值(Threshold Limit Value- 

Time Weighted Average, TLV-TWA)不得超過 1ppm。我國勞委會對於 VCM 之八小

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L-TWA)為 3 ppm (7.68 mg/m3)，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

度(PEL-STEL)為 6 ppm (15.34 mg/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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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代謝路徑及基因毒性 

VCM 進入血液後約有 68%會透過肝臟代謝[15]。當暴露 VCM 的濃度較低

時 ， VCM 會 透 過 肝 臟 轉 換 為 氯 乙 醇 ， 再 經 肝 臟 的 乙 醇 脫 氫 酶 (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代謝形成氯乙醛(2-chloroacetaldehyde; CAA)。相反的，當

暴露 VCM 的濃度超過 ADH 可負荷之代謝能力時，VCM 將透過肝臟細胞色素

CYP2E1 代謝形成 2-chloroethylene oxide (CEO)，此代謝中間產物是一種高反應

性物質，過去的研究發現 CEO 與 DNA 的核酸鹼基會形成 Etheno adducts，並造

成肝臟細胞損傷及代謝功能異常。動物實驗亦證實，CEO 濃度越高，DNA 損傷

及 DNA adducts 的情況越顯著，顯示 CEO 在肝臟的癌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6][17]。研究發現 CEO 會轉移至肝臟血管，造成血管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

及肝臟毛細管細胞(liver capillaries)失調及損傷[18]。CEO 與 CAA 會再經由肝臟

乙醛脫氫酶(acet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及榖胱甘肽(Glutathione)的共價

結合形硫醇胺酸類(mercapturic acids)如 S-formylmethyl glutathione 及半胱胺酸

(Cysteine)結合物。最後再分解成親水性較高的 thiodiglycolic acid (TDGA)及

N-acetyl-S-(2-hydroxyethyl) cysteine (HEMA)經由尿液排出體外。詳細的代謝路徑

如見圖 3 所示 [1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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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VCM 代謝路徑圖 

2-Chloroacetaldehyde (CAA)  

Glutathione 



 
 

9

第四節 動物毒理資料 

以雄性及雌性各 36 隻小鼠(CD1 mice)進行吸入暴露 VCM，濃度分別為 0、

50、250、1000 ppm，持續暴露 52 週，每週五天，每天 6 小時，結果顯示 ASL

的發病率升高(雄性小鼠對照組發病率：0/26；50 ppm 組：3/29；250 ppm 組：7/29；

1000 ppm 組：13/33 (p < 0.05)，雌性小鼠對照組發病率：0/36、50 ppm 組：0/34、

250 ppm 組：16/34、1000 ppm 組：18/36；p < 0.05)[21]。另有研究以 8-28 隻雄

性及雌性 CD1 小鼠分別持續暴露 1、3、6 個月，每周五天，每天 6 小時，停止

暴露後續持續觀察一年，結果發現雄性及雌性小鼠持續暴露 250 ppm 及 1000 ppm

之 VCM 後，ASL 的發病率顯著升高(雄性發病率：8/44、6/38；雌性發病率：5/40、

12/38)、肺部腫瘤發病率顯著高(雄性發病率：29/44、27/38；雌性發病率：5/40、

12/38)，雌性小鼠乳腺癌發病率顯著升高(50 ppm 累積發病率：10/40、250 ppm

發病率：13/40、1000 ppm 發病率：6/38) [22]。此外，有研究以雌性 B6C3F1 小

鼠，每天暴露六小時 5 ppm 的 VCM，每週五次持續六個月和十二個月，研究結

果發現暴露組 ASL 發病率(46/67、69/90)顯著高於對照組 ASL 發病率(4/69)。乳

腺癌之暴露組發病率(29/67、37/90)顯著高於對照組之發病率(3/69) [6]。  

以雄性及雌性各 36 隻大鼠(CD Rats)進行吸入暴露 VCM，暴露濃度分別為

0、50、250、1000 ppm，持續暴露 52 週，每週五天，每天 6 小時，結果顯示 ASL

的發病率升高(雄性結果：對照組發病率 0/35；50 ppm 發病率 0/36；250 ppm 發

病率 2/36；1000 ppm 發病率 6/34 (p < 0.05)，雌性結果：對照組發病率為 0/35；

50 ppm 發病率 0/36；250 ppm 發病率 10/34、1000 ppm 發病率 15/36(p < 0.05)[21]。

Maltoni 等人將五種不同種類之大鼠實驗進行結合比較 (BT1, BT2, BT6, BT9, 

BT15)，並分別暴露不同濃度之 VCM，BT15 大鼠暴露 1、5、10、25 ppm；BT 9

大鼠則暴露 50 ppm，BT 1 大鼠分別暴露 50、200、250、500、2,500、6,000、10,000 

ppm，BT 2 大鼠則暴露 100、150、200 ppm 和 BT6 大鼠暴露 30,000 ppm，每天

暴露四小時，一週連續五天，共維持 52 週。研究結果發現大鼠罹患 ASL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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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暴露濃度呈現劑量反應關係(ASL 對照組發病率為 0/461，BT15 暴露組發病率

由低至高濃度分別為 0/118、0/119、1/119、5/120；BT 2 暴露組罹患 ASL 的發病

率分別為 1/120、6/119、12/120；BT 1 暴露組罹患 ASL 的發病率分別為 1/60、

3/59、6/60、13/60、13/59、7/60，BT 9 暴露組(50 ppm)發病率 14/294、BT 6 大

鼠的發病率為 18/60)，但研究並無進行統計分析[23]。綜合上述動物實驗研究，

顯示 VCM 對動物具有致癌之毒性，可能導致大鼠及小鼠罹患 ASL 的發病率升

高，並呈現劑量效應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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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類流行病學資料 

過去的流行病學資料指出，勞工長期暴露 VCM 可能會導致肝癌、肺癌、腦

癌及白血病，其中以肝臟相關癌症如 ASL 及 HCC 最為顯著。VCM 導致 ASL 的

案例最早在 1974 年於美國被報導，在 PVC 工廠之 3 位勞工被診斷出罹患 ASL。

歐洲各國的 PVC 勞工陸續被診斷罹患 ASL [24][25][26]。至 1975 年已有超過 70

例的 ASL 被報導於 VCM/PVC 相關工廠 [2]，因此 OSHA 於 1975 年將 VCM 的

容許暴露濃度降至 1 ppm[27]。根據 VCM 的世代追蹤研究指出，在 1975 年前作

業於 VCM 相關工廠之勞工，罹患 ASL 和之 SMR 顯著較高(SMR 為 3.59，95% 

CI=2.84- 4.46)[7]，文獻也發現 ASL 及 HCC 之 SMR 隨著累積暴露濃度(cumulative 

exposure)升高而上升，當勞工累積暴露濃度達 7,532 ppm-years 時，ASL 及 HCC

的 SMR 分別為 88.2 (95% CI = 26.4- 295)及 20.27 (95 % CI=2.98- 138)[8]。其他流

行病學研究則是發現勞工暴露 VCM 之 ASL 和 HCC 的相對風險較高(relative risk; 

RR)，ASL 及 HCC 之 RR 分別為 21.1 (95% CI=3.5–128.7)及 3.5 (95% CI=1.4–9.2) 

[28]。綜合上述世代追蹤研究，顯示 VCM 對人體具肝臟致癌毒性，勞工長期暴

露 VCM 可能導致 ASL 及 HCC 之 SMR 或 RR 顯著升高，並呈現劑量效應之關

係。另外，近年的研究發現曾暴露高濃度 VCM 且患有 B 型肝炎勞工罹患 HCC

之 SMR 為 184.5 (95% CI=15.0–∞)，曾進行清理 VCM 儲槽且患有 B 型肝炎之勞

工罹患 HCC 之 SMR 為 396 (95% CI=22.6–∞)，顯著高於暴露 VCM 但無罹患 B

肝之勞工[29]，顯示 VCM 與病毒型肝炎可能具有協同效應。此外，研究亦發現

曾暴露 VCM 高於 2,500 ppm-years 且攝取酒精超過 60 mg/days 之勞工，罹患 HCC

的 RR 為 409 (95% CI=19.6–8553.0) [30]，顯示 VCM 暴露與酒精亦具有協同之效

應關係。綜合上述之文獻，可以發現 VCM 與導致 HCC 之危險因子之間具協同

效應，因此 IARC 於彙整近年之相關研究後，將 VCM 暴露列為導致 HCC 的危

險因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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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癌症的部分，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 VCM 勞工之肺癌 SMR 為 1.39 

(95% CI = 0.81- 2.23)、腦癌 SMR 為 1.54 (95% CI = 0.41- 3.94)[31]、白血病

(lymphohematopoietic neoplasms)的 SMR 為 2.71 (95% CI = 1.09- 5.60)[32]。經由

Meta-analysis 之比對分析後，這些癌症的 SMR 無明顯差異，分別為肺癌 0.90 (95% 

CI = 0.77- 1.06)、腦癌 1.26 (95% CI = 0.98- 1.62)、白血病 1.23 (95% CI = 0.70- 

2.19)[33]，因此 IARC 認為目前未有確切的證據能夠證明 VCM 暴露與這些癌症

的發生有其相關性[2]。 

國內的流行病學研究則是發現，6 間 PVC/VCM 工廠之 VCM 勞工罹患肝臟

惡性腫瘤的 SMR 為 1.78 (95% CI = 1.15- 2.62)，VCM 儲槽清理的勞工罹患 HCC

之風險比(Odds ratio)為 2.9 (95% CI = 1.1- 7.3) [29]，世代追蹤研究發現台灣 PVC

勞工在 1980 至 1997 間罹患肝癌的 SMR 為 2.59 (95% CI = 1.37-2.79)，在 1998

至 2007 間為 0.90 (95% CI = 0.57- 1.34)，呈現下降的趨勢；在 1980 至 1997 間白

血病的 SMR 為 3.93 (95% CI = 1.4- 8.54)，在 1998 至 2007 間的 SMR 為 1.31 (95% 

CI = 0.16- 4.73)，亦呈現下降的趨勢，其原因應與我國 VCM 製程改善有關。若

進行完整之 1980-2007 年個案比較，肝癌的 SMR 為 1.32 (95% CI = 1.00- 1.72)，

白血病 SMR 則為 2.62 (95% CI = 1.13- 5.16) 其罹癌危險度仍較一般民眾高[10]。

綜合上述之流行病學研究，顯示 VCM 對人體具肝臟之致癌毒性，長期暴露會可

能會增加罹患 ASL 及 HCC 的風險，國內操作 VCM 的相關勞工肝癌 SMR 有下

降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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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內職業暴露調查報告 

根據 1996 年國內學者對 VCM 作業區域進行採樣之結果發現[34]，製程區的

區域採樣：VCM 反應槽濃度為 296.30 mg/m3、反應槽濃度為 13.60 mg/m3、VCM

回收製程濃度為 9.25 mg/m3、VCM 儲存區濃度為 5.98 mg/m3、運輸區製程濃度

為 4.97 mg/m3；個人採樣的部分，原料供應作業個人 VCM 濃度為 659.67 mg/m3、

VCM 減壓作業個人 VCM 濃度為 153.07 mg/m3、儲槽清理作業個人 VCM 濃度為

95.57 mg/m3、VCM 卸料作業個人 VCM 濃度為 12.56 mg/m3。比較其暴露濃度後

發現，勞工若接近製程設備進行相關作業時，可能有過量暴露之風險。 

另一份根據 2001 年國內學者針對 16 位 VCM 位勞工所進行之個人暴露濃度

量測結果顯示，可能因為製程持續改進，勞工暴露之平均濃度將低至 3.73 ppm 

(9.49 mg/m3)，暴露濃度範圍介於 0.05 至 13.38 ppm (0.13 至 34 mg/m3)間，以現

行勞委會規範之濃度來看，其中仍有 5 人(31%)超過勞委會訂定之勞工作業環境

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9]。此外，該研究也發現 PVC 廠之 VCM 聚合製程

可能有較高 VCM 暴露濃度，於該製程的 5 位勞工暴露濃度分別為 0.58、1.11、

4.03、12.08、13.38 ppm，有 3 位勞工超過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

該 3 名勞工於 PVC 聚合製程之作業內容分別為操作員與原料卸載勞工。在其它

製程中，如：VCM 回收(8.17 ppm)、儲槽作業(4.86 ppm)、物料添加(5.59 ppm)

和廢水回收(3.39 ppm)等製程，勞工亦可能出現較高之 VCM 暴露濃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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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生物偵測指標之應用 

評估VCM之暴露濃度除了以個人採樣外，亦可運用生物偵測中的暴露指標

進行評估，文獻指出VCM的在生物體體內的代謝半衰期約為86分鐘[9]，以血液

樣本量測生物暴露劑量易導致低估，因此以量測尿中代謝物濃度評估生物暴露劑

量。根據過去的文獻指出，VCM的最終代謝產物分別為HEMA及TDGA[20]，

HEMA的半衰期約為11-15小時，雖然可以作為生物暴露之指標，但是暴露多種

化學物質，如環氧乙烷、二氯乙烷、二溴乙烯等物質皆會有此代謝產物[35]。此

外，抽菸亦會增加尿液中HEMA的濃度，綜合上述之文獻，可以發現HEMA之特

異性明顯不足。在TDGA的部分，動物實驗發現暴露VCM約有超過50%的會代謝

成TDGA [36][37]。TDGA是一種親水性的代謝產物，人體正常活動時也會產生少

量 的 TDGA[36] 。 然 而 ， 暴 露 環 氧 乙 烷 (ethylene oxide) 、 服 用 抗 癌 藥 物 ( 如

cyclophosphamide及Ifosfamide)、特定感冒藥物及維他命時，亦觀察到尿中TDGA

濃度升高[38][39]。然而，過去的暴露評估研究發現VCM勞工尿液中TDGA濃度

隨個人暴露濃度增加而上升(r2=0.65, P <0.01)，顯示VCM與TDGA之間具有良好

的相關性[9]。前述研究中，尿中TDGA之分析方法以GC/MS進行量化分析，尿液

樣本須加入硫酸、氯化鈉(NaCl)及乙酸乙酯(ethyl acetate)，混合後再經過離心取

出 上 清 液 ， 接 著 將 樣 本 進 行 吹 氮 濃 縮 ， 最 後 加 入 pyridine 和 N,N-diethyl- 

trimethylsilyamine (TMSA)在高溫下進行衍生化，方法偵測極限為1 ppm，該研究

指出，勞工下班前之尿液樣本中，約有44%之尿液中的TDGA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9]，尿中TDGA之分析方法應可進一步修正與改良。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已於

2011年完成尿中TDGA之分析方法開發，以HPLC/MS/MS為分析儀器，該項分析

方法之偵測極限 (MDL)可達1.34 ppb[40]。 

在健康指標方面，由於VCM暴露會影響肝臟肝功能表現與誘發肝癌生成，

國外曾有研究以VCM勞工之肝功能測試(liver function test; LFT)進行探討，項目

包括：麩草醋酸轉胺酶(AST)、麩丙酮酸轉胺酶(ALT)、加瑪麩氨基轉換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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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T)、鹼性磷酸酶(ALP)及總紅膽素(total bilirubin, TB)等項目，該研究針對VCM

及PVC工廠757位勞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28.1%的勞工AST/ALT比值超過1，

表示具有較高之肝臟纖維化風險，另外亦發現約有8.2%的勞工ALT異常、9.0%的

勞工GGT異常，但排除酒精攝取、罹患B肝後則即無顯著之差異，因此作者認為

LFT可能無法反映長期暴露VCM所造成之健康危害[41]。 

近年來亦有國外研究針對曾暴露高濃度VCM之作業勞工進行LFT及肝臟穿

刺檢查，LFT的結果顯示AST、ALT、GGT及白蛋白(albumin)等檢測平均值皆未

超過標準範圍，然而，肝臟穿刺結果卻發現勞工有20人罹患毒物相關脂肪性肝炎

(Toxicant-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 TASH)，4人罹患ASL，顯示LFT無法有效評

估職業暴露VCM導致的肝臟損傷[12]。國內學者亦曾採用LFT做為VCM暴露調查

之健康指標，研究結果指出，暴露VCM濃度大於10 ppm的勞工AST異常比值之

OR較高 (1.3, 95% CI=0.4–3.9)，但研究更發現B型病毒肝炎之AST異常OR比率為

7.3(95% CI=2.8–20.4)、ALT異常的OR比率為3.0 (95% CI=1.4–6.4)，酒精攝取的

AST異常OR比率為為3.1 (95% CI=1.1–8.4)和GGT異常OR比率為3.9 (95% 

CI=1.9–8.0)，顯示LFT之變化可能與肝臟病史及酒精攝取有關，若要評估VCM之

損傷可能要搭配其他檢查項目，如肝臟超音波[11]。總結上述之文獻得知，若單

以LFT評估VCM造成之肝臟損傷可能有敏感度偏低之情況發生，因此必須搭配其

它健康指標，才能完整描繪出VCM暴露者之健康變化情形。 

近年來研究發現 VCM 在造成生物體損傷時，部分的生物傷害指標能反應

VCM 暴露之程度。如淋巴細胞之姊妹染色體交換頻率(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frequency)上升[42][43]、微核(micronucleus)出現頻率上升[44]、單股 DNA 斷裂碎

片(DNA single strand breaks)升高[45]，或是發炎前驅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升高、抗氧化能力(antioxidant activity levels)下降[46]和 GST 酵素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活性升高[47]。然而，這些指標只能顯示 VCM 之暴露及

損傷程度，難以判斷疾病或病變發生。近年已有研究提出暴露 VCM 會造成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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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脂肪肝炎(TASH)之假說，研究中發現高濃度暴露勞工的肝炎發病率為 80% 

(25 位勞工有 20 位被診斷出 TASH)，此外亦發現患者的血清葡萄糖濃度(112.0 ± 

26.3 mg/dL)顯著高於對照勞工(89.3±6.8 mg/dL)，暴露勞工的胰島素(insulin)濃度

(1155.8±1500.4 pg/mL)顯著高於對照勞工(123.0±71.2 pg/mL)，勞工血清中的脂聯

素(adiponectin) (14.4±8.3 μg/mL)亦顯著低於對照勞工(54.9± 50.4 μg/mL)，該研究

認為 VCM 可能導致勞工的肝臟脂肪代謝異常，使脂肪堆積於肝臟中造成細胞脂

質過氧化損傷，其特殊的機轉可能與胰島素阻抗及脂聯素(adiponectin)、瘦體素

(leptin)調控失衡有關[12]。 

脂聯素是一種由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它與體內的葡萄糖與脂質代謝有關，

另外也與第二型糖尿病、BMI 異常、胰島素阻抗有關，脂聯素也能使肝臟和肌

肉中的三酸甘油脂下降，進而抑制巨噬細胞分泌 cytokine 並調控發炎反應的情況

[48]。此外，有研究以肝臟超音波檢診斷 VCM 勞工肝臟狀況，研究發現勞工 BMI

正常情況下脂肪肝盛行率較一般民眾為高[11]，顯示勞工肝臟的脂肪代謝能力異

常。過去的研究亦發現，VCM 勞工之肝臟受損導致脂肪病變(Steatosis)和脂肪肝

(fatty liver)的情況，並可能引發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炎[49][50][23]。非酒精性的脂

肪肝炎常見於第二型糖尿病患者[51]、肥胖及代謝症候群人口[52]，根據過去的

文獻指出，非酒精脂肪肝炎的病理過程可能是因胰島素阻抗、粒線體異常、細胞

激素分泌失調及毒化物暴露。主要是因肝臟受到脂肪酸產生之 ROS 影響，導致

肝臟細胞受脂質過氧化傷害[53]。綜合上述的文獻，近年研究發現 VCM 勞工出

現胰島素阻抗和脂聯素失調，BMI 正常的勞工罹患脂肪肝盛行率異常較高等情

況，是否為 VCM 暴露造成的肝臟脂肪病變臨床表現，目前仍然無法確切定論[12]

此臨床現象與 VCM 暴露之間之相關性仍待深入研究，脂聯素變化及胰島素阻抗

是否可用於評估 VCM 勞工亦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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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項目及方法 

第一節 工作項目 

3-1-1 調查國內氯乙烯單體操作勞工 VCM 之暴露實態 

(1) 選取國內四間運作量或製造量較大之 VCM/PVC 廠進行調查，並完成四間

工廠現場訪視。 

(2) 至少招募 120 位 VCM 製造及操作之現場作業勞工，並進行暴露評估。 

(3) 考量 VCM 勞工之的製程及工作內容，本研究將 VCM 製造原料二氯乙烷

(ethylene dichloride, EDC)共同納入評估，分析至少 120 位 VCM 製造及使

用現場作業勞工進行個人空氣中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之採樣與分析。 

(4) 至少完成 120 位勞工之上、下班前尿液樣本之 VCM 代謝物 TDGA 濃度分

析。 

(5) 以問卷訪問至少 120 位勞工，包含當日時間活動模式、健康史、職業史、

防護具配戴狀況、抽菸及喝酒等項目。 

3-1-2 評估 VCM 勞工之健康狀況及健康風險 

(1) 完成 120 位 VCM 製造及使用現場作業勞工血液肝功能、血糖及脂肪代謝

檢查共 12 項。 

(2) 探討尿中 VCM 代謝物 TDGA 與血液生化、肝功能、血糖及脂肪代謝等指

標之相關性。 

(3) 針對 VCM 操作勞工進行致癌及非致癌之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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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方法 

3-2-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4 所示，在選取適當之工廠後，從相關工廠中招募勞

工，進行作業環境訪查及制訂採樣策略，分別執行個人空氣 VCM 濃度檢測、尿

液 VCM 代謝物濃度分析、血液肝功能及代謝異常檢查、問卷及時間-活動模式

調查，以評估 VCM 勞工之暴露實態，並探討 VCM 操作勞工之健康狀況及健康

風險。 

 

 

 

 

 

 

 

 

 

 

 

 

 

 

 

 

 

 

 

 

 

 

 

 

 

 

圖 4 研究架構 

選擇 VCM/PVC 工廠與對象選取 

作業環境訪查 

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檢測 

尿液中 TDGA 濃度

分析 

血液肝功能及代

謝異常檢查 

問卷及時間-活動

模式調查 

建立個人空氣 VCM 濃

度與尿液中 TDGA 濃

度之相關性。 

評估 VCM 暴露與血液

肝功能及代謝異常的

相關性 

探討尿液中 TDGA 濃度與

血液肝功能及代謝異常檢

查之相關性 

1. 評估 VCM 操作勞工之 VCM 及 EDC 暴露實態 

2. 探討 VCM 操作勞工之健康效應變化 

3. 建立 VCM 操作勞工之健康風險評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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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廠選擇與對象選取 

1. 工廠選取 

VCM 之人員暴露可能發生於 VCM 製造或操作之相關工廠中，為瞭解不同

規模工廠中勞工之暴露程度及差異，本研究挑選出暴露頻率較高或是暴露濃度高

的工廠為研究對象，進行 VCM 勞工之暴露評估及健康效應評估，詳細篩選的流

程如下： 

 參考環保署毒性物質許可管理系統，選擇國內 VCM 年運作量或使用量較高

之廠商。 

 依其使用之目的分類，用於氯乙烯單體製造廠商共4間，聚氯乙烯粉體製造

之使用廠商共6間。本研究為探討國內VCM勞工之暴露情形，因此選擇員工

人數較多之廠商進行調查。工廠員工人數高於70人以上之中、大型運作廠共

有四間，其中有三間廠同時有VCM製造及PVC製造(VCM使用)之製程。四

間廠商近三年之使用及製造量如表3所示。 

 本研究進一步與廠商聯繫並取得同意，研究人員將至各廠進行現場勘查、訪

視、以及計畫內容說明。 

 依據職稱與職務內容，將VCM暴露頻率或暴露濃度較高之製程勞工(VCM回

收、卸料、反應槽)作為本研究之高暴露組。另外選取同工廠未操作VCM之

製程，如控制室、文書、行政作業製之勞工，作為本研究之低暴露組。本研

究內容，已獲成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准可（附件二 人體試驗委員會

審核准證明)，研究共選取120位勞工進行調查，所有研究對象都必須經當事

人同意後並簽署人體試驗同意書(附件三 受試者同意書)，方可進行後續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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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9~2011 年 4 間中大型 VCM 廠之使用/製造量(公噸) 

廠商 

2009 2010 2011 

使用量 製造量 使用量 製造量 使用量 製造量 

A廠 446,606 753,575 466,424 738,616 413,578 604,454 

B廠 162,557 236,932 164,188 228,033 333,969 445,416 

C廠 487,310 479,615 473,042 507,759 507,099 506,728 

D廠a - 302,461 - 314,435 - 328,418 

a:無使用VCM，僅以販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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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樣本採集 

(1) 個人空氣 VCM 採樣 

個人採樣方法參考行政院勞委會公告之標準採樣分析方法(2306)，採樣的介

質為兩隻串連的活性碳管(SKC-226-01；內填充兩段活性碳吸附材質 100 mg/50 

mg)，以低吸附性軟管接連低流量採樣器，採樣的流率為 25 mL/min，採樣時間

為 6~8 小時，採樣前先以乾式流量校正計進行採樣裝置組合(sampling train)的校

正，讀取 10 次數流率值並平均作為流率平均值。 

採樣時，切開活性碳管兩端，將兩隻活性碳吸附劑串聯，活性碳與軟管接合

處以石蠟薄膜(parafilm)加封，開啟泵浦時記錄開啟時間及讀數，以 S 腰帶配掛

低流量泵浦，活性碳吸附劑之開口端必須在勞工之呼吸區前。 

 

(2) 尿液及血液採樣 

尿液採樣是給予每位勞工 50 mL 的棕色瓶，分別收取受試者的上班及下班

前之尿液 30 mL，並於分裝後儲存於-20℃至分析。血液採樣的部分，先對參與

之員工說明抽血之注意事項，並於抽血前確認參加員工是否為空腹，同時取得員

工同意及簽名後方進行抽血，抽血者為醫護人員或醫檢人員，分別以紅蓋(不含

任何抗凝固劑）、紅頭黃環(含 gel 急促凝固劑)、灰頭(含 NaF/K3EDTA 抗凝劑)

採血管收取勞工血液共 30 mL，待靜置 30 分鐘後以 3200 轉離心 20 分鐘，以加

速血液與採血管內之添加物混合與反應，離心後吸取上清液血清並進行分裝，裝

入醫療病理實驗室提供之分析管中，再將血液儲存於冰桶中送至檢驗單位分析，

包含肝功能指標、脂肪代謝異常檢測，並分別委由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病理

部、核子醫學部及林口長庚醫院醫學檢驗科進行分析。詳細項目如下： 

i. 肝功能測試指標：麩草醋酸轉胺酶(AST)、麩丙酮酸轉胺酶(ALT)、加瑪麩氨

基轉換酵素(GGT)、鹼性磷酸酶(ALP)、總紅膽素(total bilirubin, TB)、直接

膽紅素、總蛋白(total protein)、白蛋白(albumin)。 

ii. 脂肪代謝異常檢測：飯前血清葡萄糖濃度(glucose A.C)、胰島素(insulin)、脂

聯素(adiponectin)、瘦體素(leptin)、三酸甘油脂(triglyceride)。送至醫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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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肝功能指標及脂肪代謝因子。 

 

(3) 健康問卷及時間活動模式調查 

問卷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1)基本資料、(2)日常生活習慣及飲食調查、

(3)疾病與健康狀況調查、(4)時間活動模式調查。第一部分為勞工之基本資料，

項目包含個人之年齡、學歷、入廠年資、職位、作業製程、工作內容、防護具使

用狀況、工作史等，第二部分是調查個人日常生活習慣及飲食調查，如飲酒、抽

菸、檳榔、維他命補充品、健身食品或其他藥物服用狀況等。第三部分是針對個

人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包含過去的疾病、目前患有之疾病調查。時間活動模式

主要是調查勞工採樣前 24 小時與採樣當日在作業區活動的狀況，以瞭解勞工每

日的 VCM 暴露時間、頻率，勞工今日作業的製程區域及工作內容。詳細之問卷

內容如（附件一 勞工健康問卷）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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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樣本分析 

1. 化學試劑 

(1) 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及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標準品為 VOC Mix 

7 (2,000 μg/mL 溶於甲醇)：購自於 SUPELCO 公司。 

(2) 二硫化碳標準品 (殘量級)：購自 Merck (Darmstadt, Germany) 

(3) 正庚烷 (內標準品，IS) (分析級 99%)：購自 Sigma–Aldrich (St. Louis, MO) 

(4) TDGA 標準品 (98%)：購自 Sigma-Aldrich (St. Louis, MO) 

(5) Acetonitrile (ACN)：購自 Merck (Darmstadt, Germany) 

(6) 4-nitrobenzoic acid (IS) (>98%)：購自 Sigma–Aldrich (St. Louis, MO) 

2. 個人空氣 VCM 濃度檢測 

(1) 標準品配製 

a. 檢量線範圍：5~300 μg/mL，標準品為 2,000 μg/mL 之 1,2 二氯乙烷及 VCM

溶於甲醇之標準溶液，先將標準品以甲醇溶液稀釋至 500 μg/mL，此為

檢量線之儲備溶液。 

b. 以氣密針取已知量之標準溶液，將此氣密式注射針插入一已裝有稀釋液

(CS2)之 Vial 瓶，並定量至 2 mL。 

c. 將氣密針中之標準溶液注入瓶中，並在瓶內重覆刷洗注射針，以確保標

準溶液全溶入二硫化碳溶液中。 

d. 分別配製 3、5、10、20、50、100、200、300 μg/mL 共 8 個濃度點，並

依照表 4 添加適當量之標準品。 

e. 以 GC/MS 分析，將分析之圖譜以波峰之積分面積與分析物的濃度，繪

製檢量線(表 5 GC/MS 檢量線及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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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VCM 與 EDC 之檢量線配製及添加量表 

內標準品(IS)：正庚烷 

 

 

 

 

 

 

 

 

 

 

 

 

 

 

 

 

 

 

 

 

標準品的濃度

(μg/mL) 

IS 添加量

(μL) 

標準品添加量 

(μL) 

CS2 添加量 

(μL) 

配製濃度

(μg/mL) 

2000 10 75 415 300 

2000 10 50 440 200 

2000 10 25 465 100 

500 10 50 440 50 

500 10 20 470 20 

500 10 10 480 10 

500 10 5 485 5 

500 10 3 4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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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GC/MS 檢量線及圖譜 

氯乙烯單體 二氯乙烷 

檢量線濃度範圍：3.0〜300 μg/mL 檢量線濃度範圍：3.0〜300 μg/mL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0

100

%

測定物質 滯留時間 (Retention time) 

vinyl chloride 1.42 (min) 

1,2-dichloroethane 4.46 (min) 

n-heptane (IS) 7.21 (min) 

 

 

 

 

 

 

 

 

 

Vinyl chloride 1,2-Dichloroetha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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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樣本前處理 

a. 打開活性碳管塑膠蓋，將斷口切開，使開口與管徑同大，前端之玻璃綿

拿出丟棄，前段管之活性碳全部倒入2 mL的玻璃小瓶中，後段管之活性

碳全部倒入另一個2 mL的玻璃小瓶。 

b. 每一玻璃小瓶加入脫附劑 (CS2) 1 mL，並立即蓋上瓶蓋。 

c. 放置30分鐘，偶爾搖動並以GC/MS(上機分析，分析的條件如表 6。質譜

儀掃描方式為選擇性離子偵測法(selected ion monitoring, SIM)，掃描之離

子片段之質荷比(mass-to-charge ratio, m/z)如表7所示 

表 6 GC/MS 分析條件 

項目 條件 

Column DB - 1, Fused Silica Capillary 30 m * 

0.53 mm I.D., 膜厚 3.0 μm 

分析範圍 檢量限範圍 5.0〜300 μg/mL 

分析範圍 0.1〜6 ppm 

氣相層析儀設

定條件 

分流/不分流 不分流 

注射溫度 150℃ 

起始溫度(Hold) 40℃ (10 min) 

第一階段升溫速率 20 ℃/min  

第二階段溫度(Hold) 180℃(5 min)  

注射量 1 μL 

MS 條件 偵測器溫度 250℃ 

載流氣體/流率 氦氣 1.2 mL/min  

 

 

表 7 以 GC/MS 分析空氣中 VCM 及 EDC 之質荷比(m/z)表 

偵測物 m/z 

氯乙烯單體(VCM) 61, 62, 64 

1,2-二氯乙烷 49, 62, 64 

IS(正庚烷) 29, 43, 57, 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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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勞工尿液代謝物 TDGA 濃度分析 

(1) 檢量線配製 

檢量線建立：配製至少 5 種不同濃度之 TDGA 標準品以進行檢量線之建立，

以內標準品校正法計算之相對標準偏差 RSD(%)需落在<25%之內，本研究建立之

檢量線範圍為 5~1,000 ppb (ng/mL)，檢量線之 R2 需高於 0.995 (尿液 TDGA 之圖

譜及檢量線見圖 5)。 

(2) 尿液前處理 

(1) 將尿液解凍後取 50 μL 的尿液，加入裝有 950 μL 的 acetonitrile (ACN)之

Vial 瓶中。 

(2) 每瓶樣本加入 10 μL 之內標準品 

(3) 以 18000×g 將處理完之尿液離心，溫度控制於 4℃。 

(4) 最後將樣本以 PTFE 濾膜過濾，並取 20 μL 樣本進行上機分析。 

(5) 分析的濃度，最後將個人上、下班尿液以 creatinine 校正之。 

(3) 儀器條件 

本研究使用 Agilent 1200 series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搭配電灑式離子

化模組(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質譜儀使用 Agilent 6410B Series Tandem 

Mass。液相層析管柱為 Atlantis HILIC Silica (2.1 x150 mm, 3 μm)，其它儀器設定

條件詳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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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TDGA 檢量線及圖譜 

TDG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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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HPLC/MS/MS 分析條件 

 

 

層析儀 (HPLC) 

Column： Atlantis HILIC Silica (2.1 x150 mm, 3 μm) 

移動相： A: Water+ 0.2% FA、B: Acetonitrile 

移動相流速： 0.1-0.6 mL/min 

樣本注入量： 20 L 

串聯質譜儀 (Tandem Mass) 

Ion source： ESI Dry gas： 10 L/min 

Polarity： Negative Nebulizer pressure： 40 psi 

Nebulizer gas： nitrogen Resolution： Q1(unite)Q3(unite) 

Ion spray 

voltage： 
3.5 kV Scan mode：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Dry gas 

temperature： 
350℃ Delta EMV： 400 V for negative 

  Time Range： 0~16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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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品保/品管規範 

1. 空氣中 VCM 分析之品保/品管 

(1) 現場空白樣本 

根據勞委會提供之採樣方法，每次採樣都必須要有 10%或最少兩個現場

空白樣本。 

(2) 破出率計算 

勞委會提供之標準採樣方法是以第二支活性碳管視為破出測試之樣本，

適用於 5 ppm 之作業環境，最大採樣體積為 5 L，若第二支活性碳吸附管之

總濃度超過第一支活性碳吸附管之總濃度的 5%視為樣本破出。然而，本研究

為完整評估勞工空氣 VCM 濃度分布，考量現有 VCM 之作業環境規範已降至

3 ppm 及 VCM 不易捕集之特性，因此將採樣體積升至 9 L，並將第二支活性

碳吸附管的前段視為樣本，後段則視為破出測試樣本，若後段之樣本濃度大

於前段的 5%，即視為破出。 

(3) 脫附效率測試 

a. 將活性碳管兩端切開，再將後半段之活性碳管取出丟棄 

b. 利用微量注射針筒取介於減量線測定濃度範圍的三個濃度 (1/2 PEL、1 倍

及 2 倍 PEL 濃度)分別添加於三支活性碳管之前段活性碳上，注入時，盡

量供分析之容易均勻地分布在活性碳上 

c. 將三支活性碳以塑膠蓋上，以塑膠蓋蓋上並以石蠟薄膜 (parafilm)加封，

冷藏靜置過夜，使分析物能夠充分吸附於碳管上。 

d. 從冰箱中取出後，放至室溫後將管子打開，取出前段之活性碳，分別放入

小 Vial 玻璃中，每小瓶各加入 1 mL 的二硫化碳 (CS2)作為脫附劑，再蓋

上蓋子。 

e. 放入震盪儀中，再震盪 60 分鐘後，最後加入適當量注入氣相層析儀分析。 

f. 最後以 GC/MS 進行分析，三個濃度樣本均重複分析 6 次，再分別計算三

個濃度的結果，包含平均脫附效率（ ）、標準偏差（SD）及變異系數（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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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平均脫附濃度 ＝Σ（Xi1+Xi2+...Xin) / n 

n：分析的次數，通常為 6 次 

Xin：第 i 個濃度分析的第 n 次 

：第 i 個添加濃度之平均脫附濃度 

標準偏差計算方法如下： 

SDi =[Σ（Xi1－ ) +...(Xin－ ) / (n－1)]1/2 

SDi：第 i 個濃度之標準偏差 

變異系數的計算方法如下： 

 

CVai：第 i 個濃度之變異系數 

h. 最後計算第 i 個濃度之脫附效率： ( / Ci) ×100% (脫附效率不得低於 75%) 

Ci：第 i 個實際添加的濃度 

i. 三個濃度之個別平均脫附效率之最大者和最小者之差相對於最大者，需不

大於 7.0％。 

|最大平均脫附效率-最小平均脫附效率|/最大平均脫附效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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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尿液 TDGA 濃度分析之品保/品管 

本研究之 LC/MS/MS 操作之品保與品管規範，內容包括檢量線建置、準確

度、精密度、空白樣本、查核樣本回收率、基質添加樣本回收率、樣本重複分析

回收率及方法偵測下限等，詳細品保品管內容如下： 

為確保 LC/MS/MS 系統的操作正常，上機前將進行一組品管樣本分析，並

於每 8 個樣本(至多 8 個樣本)需執行試劑空白、查核樣本、基質添加、重複分析

等品管樣本，為確保尿液樣本之分析方法之精密度和準確度，所添加之標準品回

收率暫訂於 100±30%之內，而 RSD 需小於 20%。本研究訂定相關品保品管工作

及預定之結果如下： 

(1)檢量線（calibration curve）： 

a. 檢量線建立：配製至少5種不同濃度之TDGA標準品以進行檢量線之建

立，以內標準品校正法計算之相對標準偏差RSD(%)需落在<25%之內，

本研究建立之檢量線範圍為 5~1,000 ppb (ng/mL)。 

b. 檢量線確認：另外配製一標準品，以TDGA標準溶液配置檢量線中點濃

度進行分析，以檢查檢量線之適用性，在每一批次分析時配製與檢量線

中點濃度相同之標準品(200 ppb)，並計算回收百分比，標準品回收率需

在100±30%之內。 

c. 準確度（Accuracy）：測值(Ci)或測值平均值( Ci )與真值(C0)接近的程度。

將已知濃度的TDGA物標準品添加於相似的基質中，進行準確度計算，

相對誤差率需介於100±30%之內。 

%100％準確度
0


C

C
=)( i  

Ci： 測 值 濃 度  C0： 真 值 濃 度  

d. 精密度（precision）：指一組重覆分析測值間相符的程度，配製檢量線中

點濃度標準品進行三次重覆分析，以測值之相對標準偏差(CV)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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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值需小於15%。 

 

 

 

 

e. 試劑空白樣本（reagent blank）：每批次分析需配製一個試劑空白樣本，

目的在於檢查該批次之分析是否受污染或干擾。若空白樣本的分析結果

超過方法偵測極限值的二倍，則該批次之分析結果可能已受污染或干

擾，需找出污染源或干擾的原因後再進行重新分析。 

f. 查核樣本（quality check sample)：每批次樣本分析時需配製一個查核樣

本，以檢量線中點的濃度配製TDGA標準品，添加於相似基質中。可確

認分析結果之準確度，分析結果同準確度方式以回收百分比表示之，標

準品回收率需落在±30%之內。 

g. 基質添加樣本（spiked sample）：為確認樣本中有無基質干擾或所用的檢

測方法是否適當，將樣本均分為二，一部分依樣本前處理、分析步驟進

行檢測之，另一部分添加適量之待測物標準品（添加濃度約與樣本濃度

相當）後再依樣本前處理、分析步驟檢測之，後者即為添加樣本。所添

加之標準品回收率需落在 ±30%之內。 

h. 重覆分析樣本(duplicate sample)：對同批次、同樣本的樣本均分為二，同

時依樣本前處理、分析步驟進行兩次以上的分析，藉以確定操作的精密

性與可靠性之方法，結果以相對差異百分比(RSD%)表示，需小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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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之統計分析及風險計算，若勞工的空氣樣本分析濃度低於檢量線

濃度最低點，濃度高於偵測極限之樣本，以1/2的檢量線最低濃度點計算其濃度，

若樣本之分析濃度低於偵測極限，以1/2的偵測極限濃度計算之。上、下班之尿

液TDGA濃度將以creatinine校正值進行計算分析，統計是以SPSS Statistics 17.0版

進行分析，人口學資料是以平均數或是百分比表示，個人空氣VCM及EDC濃度、

上下班尿液TDGA濃度、血液生化及肝功能指標是以中位數表示，組別之資料將

以常態檢定評估資料之分布，若分組之組別觀察值個數大於50人，則是以

Kolmogorov-Smirnov檢定資料分布狀態，若組別之觀察值個數小於50人則是以

Shapiro-Wilk檢定資料分布狀態，若為觀察之資料為常態分布則以T-Test統計分

析，若為非常態分布之資料則以Wilcoxon Rank Sum統計分析，百分比資料及異

常率分布之差異性，若觀察值的期望值>5則是以Chi square test統計分析，若觀察

值的期望值＜5則是以Fisher精確檢定統計分析，相關性是以Spearman Correlation

統計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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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勞工健康風險評估 

本研究針對職業暴露 VCM 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根據 US 毒理學網路資

料庫之整合性風險資料系統（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所提供之

RfD 計算非致癌風險，另外以 VCM 肝癌致癌斜率計算致癌風險[19]，詳細之風險

參數如表 9 所示。參數設定的部分，個人呼吸量是參考台灣一般民眾暴露參數彙

編的數據，假設勞工作業時為動態，並對照每位勞工的年齡層及性別，將呼吸量

乘以 1/3 進行修正，求得勞工作業時的呼吸量。並假設所有評估的勞工均無住在

工廠內或是廠區附近，勞工的日常飲用及生活用水是使用管線自來水，自來水中

應無 EDC 及 VCM 存在，此外本研究之風險僅以呼吸道吸入為主要評估之風險，

不考量皮膚接觸及食物攝入途徑。假設每位勞工平均工作 30 年，依照四班三輪

制度得知勞工每年的正常工作日為 219 天，每天作業時間為八小時，終身壽命之

資料是參考 2004 年內政部統計處提供之資料。 

1. 以個人採樣分析後之 VCM 及 EDC 濃度計算每日平均潛在暴露劑量(average 

daily dose, ADDpot)或終身平均每日潛在暴露劑量(lifetime average daily dose, 

LADDpot)，公式如下： 

 

   及   

 

ADDpot：吸入途徑之日平均攝取潛在劑量(mg/kg/day)。 

LADDpot：吸入途徑之終身平均攝取潛在劑量(mg/kg/day)。 

Ctw：勞工個人暴露之 VCM 及 EDC 的濃度(mg/m3)。 

IRadj：修正的呼吸量(m3/day) (參考台灣一般民眾暴露參數彙編的數據)。 

ED：總暴露時間，假設每天暴露八小時、每年工作 219 天，工作 30 年。 

BW：勞工個人體重(Kg)。 

AT：暴露持續時間，計算 ADDpot 是以 24 小時計算 

LT：終身壽命，參考 2004 年內政部統計處提供之資料。 

2. 致癌風險評估：考量本研究以勞工的個人空氣濃度進行風險評估，IRIS 提

供的 VCM 及 EDC 之單位致癌風險分別為 4.4×10-6 (µg/m3)-1 及 2.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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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g/m3)-1 

Risk＝LADDpot ×Slope factor＝Ctw ×Unit Risk correction (µg/m3)-1 

Slope factor：致癌斜率(mg/kg-day)-1 

Ctw：勞工個人暴露之 VCM 及 EDC 濃度(mg/m3) 

Unit Risk correction：校正暴露時間之單位風險(µg/m3)-1 

3. 非致癌風險評估：以台灣勞委會法定容許濃度計算 VCM 及 EDC 之危害指

標(Hazard Index, HI)，公式如下： 

HI＝ADDpot /RfDNOAEL＝Ctw/ RfDTWA 

RfDTWA：參考劑量，台灣勞委會之法定容許濃度。 

RfDNOAEL：參考劑量(mg/kg-year)，以 IRIS 提供之 NOAEL 計算之 RfD 

 

表 9 整合性風險資料系統提供之風險評估參數值 

 

 

 

 

項目 VCM EDC 參考資料 

食入之 NOAEL 0.09 mg/kg-day -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吸入之 NOAEL 2.5 mg/m3 - 

不確定係數(UF) 30 - 

RfDNOAEL 3 x10-3 mg/kg-day - 

RfDTWA 7.65 mg/m3 40 mg/m3 

RfC 1x10-1 mg/m3 - 

口服致癌斜率(成年後算起) 7.2×10-1 (mg/kg BW/day)-1 9.1×10-2 (mg/day-kg)-1 

口服致癌斜率(出生後算起) 1.4 (mg/kg BW/day)-1 - 

吸入單位風險(成年後算起) 4.4 x10-6 (ug/m3)-1 2.6×10-5 (ug/m3)-1
 

 

吸入單位風險(出生後算起) 8.8 x10-6 (ug/m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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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A、B、C 及 D 四廠採樣勞工基本資料 

4-1-1 四廠採樣狀況及受檢勞工人口學資料分布 

 

本研究採樣工廠之資料彙整如表 10 所示，本研究共招募 134 位勞工參加研

究，採樣過程損失 10 位勞工之空氣樣本，包括 A 廠受天候影響導致樣本的不具

代表性，後續重新採樣時 2 位勞工已調至別廠任職，B 廠因樣本破出，後續重新

採樣因輪班無法調班，6 位勞工未能進行重新採樣，C 廠因 2 位勞工在採樣時空

氣泵浦當機，最後有效樣本為 124 位勞工，仍符合計畫規範之 120 位勞工。 

 

表 10 四廠之基本資料及採樣人數統計 

廠別 A 廠 B 廠 C 廠 D 廠 

訪廠日期 5 月 15 日 5 月 16 日 5/11 5 月 16 日 

生產線(製程數) 1 1 2 1 

製程總人數 
VCM 廠 84 48 113 126 

PVC 廠 128 130 140 - 

班別 四班三輪 四班三輪 四班三輪 四班三輪 

每班人數 

(現場人數) 

VCM 廠 28 (14) 13 (9) 37 (19) 32 (7) 

PVC 廠 48 (20) 98 (8) 64 (19) - 

採樣日期 2012/6/19 
2012/6/28 

2012/11/12 
2012/9/10 2012/10/30 

重新空氣採樣日期
a 2012/10/08 

2012/10/03 

2012/10/11 
- - 

總採樣人數 42 47 40 5 

有效樣本人數 a 40 41 38 5 

有效樣本總計 124 
a 因樣本破出或空氣採樣不具代表性進行的重新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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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四廠受檢勞工人口學資料分布及分析 

四廠勞工人口學資料如表 11 所示，A 廠共 40 位勞工參與本研究之採樣，

其中共有 38 位男性 (95%)及 2 位女性 (5%)，平均年齡為 37.2 歲，身高平均 172.5

公分，體重平均為 76.4 公斤，BMI 值平均為 25.6，腰圍平均為 89.7 公分，體脂

肪平均為 24.3%，勞工平均年資為 11.9 年。工作狀況調查資料顯示，A 廠 40 位

勞工有 30 位勞工 (75%)在作業或進入相關製程有配戴防護具之習慣，12 位 (30%)

勞工有服用維他命習慣，3 位（7.5%）勞工近期有服用感冒藥物。生活習慣部分，

共有 14 位(52.9%)勞工有抽菸習慣，12 位(28.6%)勞工有喝酒習慣（每週飲酒次

數一次以上），有嚼檳榔習慣者 3 位(9.5%)，熬夜習慣者 13 位（32.5%）。在個

人疾病調查的部分，共 8 位（20%）勞工患有脂肪肝，5 位（12.5%）勞工患有 B

型肝炎，3 位（7.5%）勞工有高血壓病史，1 位（2.5%）有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B 廠勞共 41 位勞工參與本研究之採樣，其中共有 41 位男性（97.7%）及 1 位女

性（2.3%），平均年齡為 45.8 歲，身高平均 170.3 公分，體重平均為 76.0 公斤，

BMI 值平均為 26.2，腰圍平均為 91.6 公分，體脂肪平均為 25.5%，勞工平均年

資為 18.6 年。工作狀況調查資料顯示，B 廠 41 位勞工有 33 位勞工（80.5%）在

作業或進入相關製程有配戴防護具之習慣，11 位(26.8%)勞工有服用維他命習

慣，7 位（17.1%）勞工近期有服用感冒藥物。生活習慣部分，共有 22 位(53.7%)

勞工有抽菸習慣，13 位 (31.7%)勞工有喝酒習慣（每週飲酒次數一次以上），有

嚼檳榔習慣者 8 位(19.5%)，熬夜習慣者 20 位（48.8%）。在個人疾病調查的部

分，共 9 位（22.0%）勞工患有脂肪肝，10 位（24.4%）勞工患有 B 型肝炎，5

位（12.2%）勞工有高血壓病史，1 位（2.4%）有高三酸甘油脂血症，1 位（2.4%）

有高血脂症，2 位（4.9%）在過去檢康檢查時曾被診斷血糖較高。C 廠勞共 38

位勞工參與本研究之採樣，其中共有 37 位男性（97.4%）及 1 位女性（2.6%），

平均年齡為 44.2 歲，身高平均 171.0 公分，體重平均為 73.3 公斤，BMI 值平均

為 25.1，腰圍平均為 85.3 公分，體脂肪平均為 22.6%，勞工平均年資為 19.9 年。

工作狀況調查資料顯示，C 廠 38 位勞工有 29 位勞工（76.3%）在作業或進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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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製程有配戴防護具之習慣，13 位（34.2%）勞工有服用維他命習慣，6 位（15.8%）

勞工近期有服用感冒藥物。生活習慣部分，共有 14 位（36.8%）勞工有抽菸習慣，

9 位（23.7%）勞工有喝酒習慣（每週飲酒次數一次以上），有嚼檳榔習慣者 1

位（2.6%），熬夜習慣者 19 位（50.0%）。在個人疾病調查的部分，共 4 位（10.5%）

勞工患有脂肪肝，8 位（21.1%）勞工患有 B 型肝炎，5 位（13.2%）勞工有高血

壓病史，1 位（2.6%）有高三酸甘油脂血症，1 位（2.6%）在過去檢康檢查時曾

被診斷血糖較高。D 廠勞共 5 位勞工參與本研究之採樣，其中共有 4 位男性

（80.7%）及 1 位女性（20.0%），平均年齡為 34.6 歲，身高平均 169.2 公分，

體重平均為 76.0 公斤，BMI 值平均為 24.4，腰圍平均為 88.8 公分，體脂肪平均

為 27.6 %，勞工平均年資為 7.2 年。工作狀況調查資料顯示，D 廠 5 位勞工有 4

位勞工（80.0%）在作業或進入相關製程有配戴防護具之習慣，1 位（20.0%）勞

工有服用維他命習慣，1 位（20.0%）勞工近期有服用感冒藥物。生活習慣部分，

共有 1 位（20.0%）勞工有抽菸習慣，1 位（20.0%）勞工有喝酒習慣（每週飲酒

次數一次以上），熬夜習慣者 3 位（60%）。在個人疾病調查的部分，共 2 位（40.0%）

勞工患有脂肪肝，1 位（20.0%）勞工患有 B 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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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四廠勞工之人口學描述性統計 

項目 A 廠 B 廠 C 廠 D 廠 

基本資料       

   女性(%) 2 (5) 1 (2.30) 1 (2.6) 1 (20) 

   男性(%) 38 (95) 40 (97.70) 37 (97.4) 4 (80) 

   年齡(歲)a 37.2 (7.3) 45.8 (9.2) 44.2 (11.9) 34.6 (3.1) 

   身高(公分)a 172.5 (6.0) 170.3 (6.3) 171.0 (5.6) 169.2 (3.8)

   體重(公斤)a 76.4 (14.5) 76.0 (13.0) 73.3 (10.7) 70.3 (14.8)

   BMI 值 a 25.6 (4.1) 26.2 (4.0) 25.1 (3.3) 24.4 (4.2) 

   腰圍(公分)a 89.7 (11.7) 91.6 (9.3) 85.3 (12.4) 88.8 (14.0)

   脂肪重百分比 a 24.3 (4.4) 25.5 (4.5) 22.6 (4.4) 27.6 (1.9) 

   年資(年)a 11.9 (8.4) 18.6 (10.9) 19.9 (13.0) 7.2 (6.7) 

   防護具配戴人數(%) 30 (75) 33 (80.5) 29 (76.3) 4 (80) 

藥物服用    

   維他命(%) 12 (30) 11 (26.8) 13 (34.2) 1 (20) 

   感冒藥(%) 3 (7.5) 7 (17.1) 6 (15.8) 1 (20) 

生活作息    

   抽菸(%) 14 (35) 22 (53.7) 14 (36.8) 1 (20) 

   喝酒(每週頻率一次以上) (%) 12 (30) 13 (31.7) 9 (23.7) 1 (20) 

   檳榔(%) 3 (7.5) 8 (19.5) 1 (2.6) 0 

   平時有熬夜習慣(%) 13 (32.5) 20 (48.8) 19 (50) 3 (60) 

個人疾病史    

   脂肪肝(%) 8 (20) 9 (22) 4 (10.5) 2 (40) 

   B 型肝炎(%) 5 (12.5) 10 (24.4) 8 (21.1) 1 (20) 

   高血壓(%) 3 (7.5) 5 (12.2) 5 (13.2) 0 

   高三酸甘油脂症(%) 1 (2.5) 1 (2.4) 1 (2.6) 0 

   高血脂症(%) 0 1 (2.4) 0 0 

   血糖過高(%) 0 2 (4.9) 1 (2.6) 0 
a 平均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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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勞工之人口學基本資料如表 12 所示，本研究一共有 124 位勞工，其中

共有 119 位男性（96.0%）及 5 位女性（4%），平均年齡為 42.2 歲，身高平均

171.2 公分，體重平均為 75.1 公斤，BMI 值平均為 25.6，腰圍平均為 88.9 公分，

脂肪重百分比平均為 24.3%，勞工平均年資為 19.9 年。工作狀況調查資料顯示，

四廠 124 位勞工總共有 96 位勞工在作業或進入相關製程有配戴防護具之習慣，

顯示勞工的呼吸防護具使用之落實率高達 77.4%。此外，有 37 位（29.8%）勞工

有服用維他命習慣，17 位（13.7%）勞工近期有服用感冒藥物。生活習慣部分，

共有 51 位（41.7%）勞工有抽菸習慣，35 位（28.2%）勞工有喝酒習慣（每週飲

酒次數一次以上），有嚼檳榔習慣者 12 位（9.7%），熬夜習慣者 55 位（44.4%）。

在個人疾病調查的部分，共 23 位（18.5%）勞工患有脂肪肝，24 位（19.4%）勞

工患有 B 型肝炎，13 位（10.5%）勞工有高血壓病史，3 位（2.4%）有高三酸甘

油脂血症，1 位（0.8%）有高血脂症，3 位（2.4%）在過去檢康檢查時曾被診斷

血糖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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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A、B、C 及 D 四廠勞工合併之人口學資料 

項目 平均值(SD) 

基本資料 

   女性(n=5)(%) 4.0 

   男性(n=119)(%) 96.0 

   年齡(歲)a 42.2 (10.3) 

   身高(公分)a 171.2 (5.9) 

   體重(公斤)a 75.1 (12.9) 

   BMI 值 a 25.6 (3.8) 

   腰圍(公分)a 88.9 (11.4) 

   脂肪重百分比 a 24.3 (4.5) 

   年資(年)a 19.9 (13.0) 

   防護具配戴人數(%)                                        96 (77.4) 

藥物服用 

   維他命(%) 37 (29.8) 

   感冒藥(%) 17 (13.7) 

生活作息 

   抽菸(%) 51 (41.7) 

   喝酒(每週頻率一次以上者) (%) 35 (28.2) 

   檳榔(%) 12 (9.7) 

   平時有熬夜習慣(%) 55 (44.4) 

個人疾病史 

   脂肪肝(%) 23 (18.5) 

   B 型肝炎(%) 24 (19.4) 

   高血壓(%) 13 (10.5) 

   高三酸甘油脂症(%) 3 (2.4) 

   高血脂症(%) 1 (0.8) 

   血糖過高(%) 3 (2.4) 
a 平均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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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勞工提供之作業區域、部門及作業製程類別，並且對照勞工時間活

動模式紀錄內容，將 124 位勞工分組，以低暴露組及高暴露組表示。低暴露組勞

工共 44 位，包含工作於 PVC 及 VCM 辦公室、控制室、化驗室、PVC 倉儲的勞

工，主要的作業內容為辦公室文書作業、操控盤面作業、行政作業。高暴露組勞

工共 80 位，包含工作於 VCM 廠之裂解、氧氯化反應、蒸餾、精餾、原料裝卸

及儲槽區之製程勞工，以及 PVC 廠之副料、重合、聚合、乾燥、VCM 原料裝卸、

回收及廢棄水區之製程勞工，主要為作業內容主要為現場作業、製程檢查及維修

作業、區域人員管理作業及巡視等製程作業的勞工，兩組的人口學資料如表 13

所示，高暴露組勞工之人口學結果與低暴露組無顯著之差異。 

此外，在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比較結果發現，若以勞工的作業

製程、部門分為高暴露組及低暴露組時，兩組的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無

顯著之差異，顯示後續在探討 VCM 的健康效應差異性比較時，必須以其他劃分

方式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以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劃分為高 VCM 濃度組

及低 VCM 濃度組進行探討，其人口學資料如表 14 所示，以個人空氣 VCM 中

位數濃度劃分之高 VCM 濃度組及低 VCM 濃度組之人口學均無顯著差異。 

此外，在健康效應探討的部分，如表 14 所示，本研究亦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中位數濃度，劃分高 TDGA 濃度組及低 TDGA 濃度組探討後續的健康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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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依製程劃分高、低暴露組之人口學基本資料 

a 平均值(標準差) 
b 若為常態分布則以 T-test，若為非常態分布則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c 期望值>5 以 Chi square test 統計分析，期望值<5 以 Fisher exact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低暴露組(n=44) 高暴露組(n=80) p-value 

基本資料 

   年齡(歲)a 40.7 (9.1) 42.21 (11.2) NSb 

   BMI 值 a 25.8 (3.9) 25.2 (3.6) NSb 

   脂肪重百分比 a 24.4 (4.3) 24.2 (4.9) NSb 

   腰圍(公分)a 89 (10.1) 88.2 (13.0) NSb 

   年資(年)a 14.7 (10.6) 19.3 (12.4) NSb 

   防護具配戴人數(%) 33 (75) 63 (78.8) NSc 

藥物服用 

   維他命(%) 15 (34.1) 20 (25.0) NSc 

   感冒藥(%) 9 (20.5) 8 (10) NSc 

生活作息 

   抽菸者(%) 21 (47.7) 30 (37.5) NSc 

   喝酒者(%) 14 (31.8) 21 (26.3) NSc 

   檳榔(%) 5 (11.7) 7 (8.8) NSc 

   熬夜 (%) 17 (38.6) 37 (46.3) NSc 

個人疾病史 

   高血壓(%) 5 (11.7) 8 (10.0) NSc 

   B 型肝炎(%) 14 (31.8) 10 (12.5) NSc 

   脂肪肝(%) 8 (18.2) 15 (18.8) NSc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1 (2.3) 2 (2.5) NSc 

   高血脂症(%) 0 (0) 1 (1.3) NSc 

   血糖過高(%) 1 (2.3) 2 (2.5) 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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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依個人空氣 VCM 中位數濃度劃分高、低 VCM 濃度組之人口學基本資料 

a 平均值(標準差) 
b 若為常態分布則以 T-test，若為非常態分布則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c 期望值>5 以 Chi square test 統計分析，期望值<5 以 Fisher exact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低 VCM 濃度組(n=62) 高 VCM 濃度組(n=62) p-value 

基本資料 

   年齡(歲)a 40.2 (9.5) 42.9 (10.3) NSb 

   BMI 值 a 25.7 (3.9) 25.4 (3.8) NSb 

   脂肪重百分比(%)a 24.7 (4.4) 23.9 (4.6) NSb 

   腰圍(公分)a 88.7 (10.1) 89.1 (10.3) NSb 

   年資(年)a 15.4 (11.1) 17.3 (12.0) NSb 

   防護具配戴人數(%) 48 (77.4) 48 (77.4) NSc 

藥物服用 

   維他命(%) 19 (30.6) 18 (29.0) NSc 

   感冒藥(%) 8 (12.9) 9 (14.5) NSc 

生活作息 

   抽菸者(%) 24 (38.7) 27 (43.5) NSc 

   喝酒者(%) 20 (32.3) 15 (24.2) NSc 

   檳榔(%) 5 (8.1) 7 (11.3) NSc 

   熬夜 (%) 26 (41.9) 28 (45.2) NSc 

個人疾病史 

   高血壓(%) 8 (12.9) 5 (8.1) NSc 

   B 型肝炎(%) 9 (14.5) 15 (24.2) NSc 

   脂肪肝(%) 13 (21.0) 10 (16.1) NSc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2 (3.2) 1 (1.6) NSc 

   高血脂症(%) 1 (1.6) 0 (0) NSc 

   血糖過高(%) 1 (1.6) 2 (3.2) 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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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上班前尿液 TDGA 中位數濃度劃分高、低 TDGA 濃度組人口學差異性分

析 

項目 
低 TDGA 濃度組 

(n=62) 

高 TDGA 濃度組 

(n=62)  
p-value 

基本資料 

 年齡 a 42.2 (9.8) 41.0 (10.2) NSb 

 工作年資 a 16.4 (10.9) 16.3 (11.8) NSb 

 脂肪重百分比 a 23.9 (4.4) 24.7 (4.6) NSb 

 腰圍 a 88.3 (12.1) 89.6 (10.8) NSb 

 BMIa 25.8 (3.5) 25.3 (4.1) NSb 

 防護具配戴人數(%) 45 (72.6) 51(82.3) NSc 

藥物服用 

 維他命(%) 17 (27.4) 20 (32.3) NSc 

 感冒藥(%) 11(17.7) 6 (9.7) NSc 

生活作息 

 抽菸(%) 20 (32.3) 31 (50) NSc 

 喝酒(%) 13 (21.0) 22 (35.5) NSc 

 熬夜習慣(%) 27 (43.5) 27 (43.5) NSc 

 檳榔(%) 5 (8.1) 7 (11.3) NSc 

疾病史 

 高血壓(%) 8 (12.9) 5 (8) NSc 

 B 型肝炎(%) 7 (11.3) 17 (27.4) 0.039c 

 脂肪肝(%) 11 (17.7) 12 (19.4) NS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1 (1.6) 2 (3.2) NSc 

 高血脂症(%) 0 (0) 1 (1.6) NSc 

 血糖過高(%) 1 (1.6) 2 (3.2) NSc 
a 平均值(標準差) 
b 若為常態分布則以 T-test，若為非常態分布則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c 期望值>5 以 Chi square test 統計分析，期望值<5 以 Fisher exact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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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勞工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分布 

4-2-1 空氣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之(QA/QC) 

本研究一共採集 124 位 VCM 勞工之個人空氣暴露樣本，以兩隻 SKC-22601

活性碳吸附管串連採集，個人空氣樣本共 248 個。空氣樣本之分析方法之相關品

質保證/品質管理包括檢量線建置、現場、運送及試劑空白樣本、脫附效率回收

率、添加樣本分析、查核樣本回收率、方法偵測極限等，以及各項品質保證/品

質管理(QA/QC)之規範如表 16 所示。活性碳吸附管之脫附效率測試如表 17 所

示，VCM 及 EDC 之脫附效率結果皆符合規範。各分析批次之結果均符合品質保

證/品質管理之(QA/QC)規範，表 18 為本研究空氣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

之(QA/QC)執行成果。 

 

表 16 空氣樣本分析方法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 

品保/品管項目 規範內容 

檢量線 檢量線由至少5 個不同濃度之VCM及EDC混合 標準品配製

而成，其各點回收率介於 ±20%。 

檢量線之 RSD 值<20% 

本研究之檢量線範圍：3 g/mL~300 g/mL 

脫附效率 以檢量線之中點濃度添加於吸附管進行脫附效率測試 

脫附效率介於 80-120% 

試劑空白樣本 空白樣本濃度小於 2 倍方法偵測極限 

（方法偵測極限，VCM：2.19 g/mL，EDC：0.75 g/mL） 

查核樣本 所添加之標準品準確度須介於 80-120%。 

重複分析樣本 RP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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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個人空氣 VCM 樣本分析之脫附效率 

 
空白 

樣本 

添加量：10 g 添加量：20 g 添加量：30 g 

分析

量 

脫附效率 

(%) 
分析量

脫附效率 

(%) 
分析量 

脫附效率 

(%) 

VCM 

1 ND 9.9 99.1 21.4 106.9 32.0 106.6 

2 ND 10.6 106.2 22.2 110.8 30.3 101.0 

3 ND 11.5 114.9 20.5 102.4 33.5 111.5 

平均脫附效率(%) - 106.8% - 106.7% - 106.4% 

變異係數(%) - 7.4% - 3.9% - 4.9% 

EDC 

1 ND 9.1 91.1 17.8 89.1 27.3 91.0 

2 ND 8.7 87.1 17.9 89.5 24.6 82.1 

3 ND 9.3 92.5 16.2 80.9 26.1 87.0 

平均脫附效率(%) - 90.2% - 86.5% - 86.7% 

變異係數(%) - 3.1% - 5.6% - 5.1% 

 

 

表 18 空氣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QA/QC)執行成果 

a 添加濃度為 20 g/mL 
b 查核樣本為檢量線中點濃度，本研究檢量線之中點濃度為 20 g/mL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檢量線 空白樣本 添加樣本 a 查核樣本 b

方法偵測極限

( g/mL) 各點回收

率(%) 

RSD 

(%) 
平均濃度

添加回收率

(%) 

準確度 

(%) 

VCM 91.6-113.4 8.28 ND 
105.5  

(81.6- 119.9)

100.4 

(80.4-119.5)
2.19 

EDC 86.7-111.4 9.49 ND 
90.7  

(80.9- 113.3)

90.6  

(80-115.7)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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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個人空氣 VCM、EDC 濃度分布 

本研究一共採集四間工廠共 8 次的採樣，依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之採樣

及分析方法通則的規範，作業環境空氣採樣應至少設置 10%採樣人數或最少兩個

的現場空白樣本，本研究之空氣採樣現場空白樣本如表 19 所示，空氣樣本之

VCM 及 EDC 濃度皆小於方法偵測極限，顯示本研究進行之空氣採樣無污染之

虞。A 廠 6/19 日採樣因天候狀況不佳，導致當天現場作業勞工降低至現場作業

的頻率，彙整勞工作業區及製程後，判斷只有四位文書行政人員之採樣有效，其

餘現場勞工之樣本均不具代表性，因此於 10/8 日進行空氣樣本的重新採樣，共

重新採集 36 位。B 廠的 6/28 日空氣樣本經計算後發現共有 17 個空氣樣本破出，

因此分別於 10/3 日及 10/11 日重新針對樣本破出之勞工進行空氣採樣，11/12 日

則為該廠第二班進行暴露評估採樣，C 廠則因採過程中空氣採樣泵浦故障，且無

法判讀其泵浦上的計數器讀數，故損失兩個樣本。本研究共收集 124 位勞工之血

液、尿液及空氣樣本，後續本研究之統計均採用有效樣本進行統計分析。 

表 19 現場空白之 VCM、EDC 濃度 

廠

別 
採樣日期 

採樣

人數 

損失

樣本 

有效

樣本

現場空白

樣本數 

現場空白 

空氣中 VCM

濃度(g/m3)a 

空氣中 EDC

濃度(g/m3)a

A 2012/06/19 42 38 4 4 ND ND 

2012/10/08 36 0 36 4 ND ND 

B 2012/06/28 34 17 16 4 ND ND 

2012/10/03 5 0 5 2 ND ND 

2012/10/11 6 0 6 2 ND ND 

2012/11/06 14 0 14 2 ND ND 

C 2012/09/10 40 2 38 4 ND ND 

D 2012/10/30 5 0 5 2 ND ND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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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四間 VCM 製造及使用廠商之勞工進行個人空氣暴露濃度採集，

124 位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分析結果發現，VCM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363.01 g/m3，範圍介於 ND 至 41,121 g/m3 之間，EDC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183.8 

g/m3，範圍介於 ND 至 53,978 g/m3 之間。 

A、B、C 及 D 廠之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彙整如表 20 所示，A 廠勞工個

人空氣 VCM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170.97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545.3 g/m3

之間，個人 EDC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173.8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4,020.6 

g/m3 之間。B 廠的個人空氣 VCM 幾何平均濃度為 486.5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41,121 g/m3 之間，個人 EDC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205.7 g/m3，濃度範圍

介於 ND 至 53,968 g/m3 之間。C 廠的個人空氣 VCM 幾何平均濃度為 440.3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931.0 g/m3 之間，個人 EDC 的幾何平均濃度為 169.9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342.3 g/m3 之間。D 廠的個人空氣 VCM 幾何平均

濃度為 2087.6 g/m3，濃度範圍介於 1275.3 至 2,482.2 g/m3 之間，個人 EDC 的

幾何平均濃度為 205.3 g /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695.0 g/m3 之間。 

 

表 20  A、B、C 及 D 廠之個人空氣 VCM、EDC 濃度 

 

廠別 個人空氣 VCM 濃度(g/m3) 個人空氣 EDC 濃度(g/m3) 

A 170.97 (ND- 545.3)a 173.8 (ND- 4,020.6) 

B 486.5 (ND- 41,120.8) 205.7 (ND- 53,967.8) 

C 440.3 (ND- 931.0) 169.9 (ND- 342.3) 

D 2,087.6 (1,275.3-2,482.2) 205.3 (ND-695.0) 

a 幾何平均濃度 (範圍)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將 VCM 及 EDC 分析之 LOD 除上預計的採樣體積(12 L)，得到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的可偵測之濃度極限，分別為 275 g/m3 及 95 g/m3。將 VCM 及 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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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析檢量線的最低濃度，得到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的可定量之濃度極限，

分別為 308.3 g/m3 及 188.3 g/m3。四廠 VCM 及 EDC 的濃度分佈繪製圖，將可

偵測之濃度極限以紫線表示，可定量之濃度極限以藍線表示，作業環境空氣中有

害物之容許濃度標準以紅線表示，結果如圖 6 及圖 7 所示。結果發現高於可偵測

之濃度極限百分比依廠次分別為 10%、54%、97%及 100%。EDC 的部分，依廠

次高於可偵測之濃度極限百分比分別為 A、B 廠 80%、C、D 廠 100%。圖中發

現B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VCM 及 EDC濃度分布範圍較大，且皆有超過PEL-TWA

之濃度，D 廠的濃度普遍較高，但因樣本數只有 5 個，因此該廠勞工完整的個人

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有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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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B、C 及 D 廠之個人空氣 EDC 濃度分布圖 

    EDC 法定容許濃度標準線(40,600 g/m3)，    EDC 可定量之濃度極限(188.3 g/m3)， 

    EDC 可偵測之濃度極限(95 g/m3)

個人 VCM 濃度 

圖 6 A、B、C 及 D 廠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分布圖 

    VCM 法定容許濃度標準線(7,600 g/m3)，   VCM 可定量之濃度極限(308.3 g/m3)，

    VCM 可偵測之濃度極限(275 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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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勞工依照作業區域類型分為 PVC 及 VCM 廠，兩種作業廠勞工的個人

VCM 及 EDC 濃度如表 21 所示，PVC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VCM 之幾何平均暴

露濃度為 415.6 g/m3，範圍介於 ND 至 41,120.8 g/m3 之間，VCM 廠勞工之個

人空氣中 VCM 幾何平均暴露濃度為 313.9 g/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6513.3 

g/m3 之間，兩廠勞工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無明顯之差異。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的部分則發現 PVC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中位數為 115 g 

/m3，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 311.1 g/m3 之間，VCM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

露濃度中位數為 169.8 g/m3，濃度介於 ND 至 53,976.8 g/m3 之間，VCM 廠勞

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量測結果顯著高於 PVC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p<0.001）。可能原因為 VCM 廠中包含生產 EDC 之製程，EDC 是製

造 VCM 之主要原料，因此 VCM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顯著高於

PVC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 

 

表 21 PVC 廠及 VCM 廠勞工之個人空氣中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 

 PVC 廠(n=57) 

(g/m3) 

VCM 廠(n=67) 

(g/m3) 

p-value 

個人空氣 VCM 濃度 309.5 (ND-41,120.8)a 322.4 (ND-6513.3) NSb 

個人空氣 EDC 濃度 115 (ND-311.1) 169.8 (60.4-53,976.8) 0.001b 

a 幾何平均濃度 (範圍) 
b 檢定為非常態分布，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將 PVC 及 VCM 廠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繪製成圖，結果如圖

8 及圖 9 所示，發現 PVC 廠有三位勞工的 VCM 暴露濃度相對較高，濃度分別為

41,120.8 g/m3、35,814.8 g/m3 及 23,440.6 g/m3，皆已高於 PEL-TWA，詳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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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勞工基本資料及時間活動模式後得知，兩位勞工為 PVC 聚合作業操作員，一

位為巡廠人員，活動區域主要位於聚合區及重合區，顯示 VCM 之高濃度區域可

能與 PVC 聚合作業區域有關，該區域勞工可能接觸較高濃度之 VCM，與過去的

研究結果相似[9]，建議廠方可針對聚合相關製程區進行作業環境測定，以釐清

作業環境的暴露區域，進一步實施工程改善及控制。另外，圖 9 中發現 B 廠的

VCM 作業廠的一位員工之個人空氣 EDC 濃度為 53,967.8 g/m3，已高於國內之

PEL-TWA，解析勞工的時間活動模式後得知，該勞工於採樣當日的主要活動區

域為二氯乙烷作業區，工作為二氯乙烷相關作業，顯示 EDC 暴露來源為蒸餾區

之二氯乙烷作業，建議廠方日後應針對蒸餾作業區進行作業環境測定，以釐清製

程中的可能暴露區域及來源，實施工程改善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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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PVC 及 VCM 作業廠個人 VCM 濃度分布 

    VCM 法定容許濃度標準線(7,600 g/m3)，    VCM 可定量之濃度極限(308.3 g/m3)， 

    VCM 可偵測之濃度極限(275 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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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PVC 及 VCM 作業廠個人 EDC 濃度分布 

    EDC 法定容許濃度標準線(40,600 g/m3)，    EDC 可定量之濃度極限(188.3 g/m3)， 

    EDC 可偵測之濃度極限(95 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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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工廠提供的勞工製程及作業內容分組，兩組勞工之個人空氣 VCM 及

EDC 濃度如表  22 所示，高暴露組個人 VCM 之幾何平均暴露濃度為 397.4 

g/m3，個人 EDC 之幾何平均暴露濃度為 209.6 g/m3，低暴露組的個人 VCM 之

幾何平均暴露濃度為 294.1 g/m3，個人 EDC 之幾何平均暴露濃度為 144.5 g 

/m3，兩組的個人 VCM 及 EDC 濃度無顯著之差異，顯示單以 VCM 勞工的的製

程及作業區域劃分高、低暴露組無法有效分別勞工之暴露程度。根據勞工的時間

活動模式資料顯示，除了部份的辦公室行政人員之外，其餘參與本研究的 VCM

現場勞工幾乎皆為多製程操作與管理，工作時可能會進入各種不同的製程及操作

不同的作業，因此無法以勞工的作業類別或特定製程區進行劃分探討相似暴露族

群，加上本研究僅以個人採樣評估 VCM 暴露程度，無法進一步有效區分製程與

製程間暴露濃度之差異。因此，後續探討健康效應時將以 VCM 之中位數濃度劃

分高、低 VCM 濃度組，或以 VCM 之尿中代謝物 TDGA 劃分高低濃度組。 

 

表 22 高、低暴露組之勞工個人空氣中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 

 
低暴露組(n=44) 

(g /m3) 

高暴露組(n=80) 

(g /m3) 
p-value 

個人空氣中 VCM 暴

露濃度 
294.1 (ND -41,120.8)a 397.4 (ND-35,814.8) NSb 

個人空氣中 EDC 暴

露濃度 
144.5 (ND-840.9) 209.6 (ND-53,967.8) NSb 

a 幾何平均濃度 (範圍) 
b 檢定為非常態分布，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57

第三節 勞工上、下班尿液中 TDGA 濃度分析結果 

4-3-1 尿液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之(QA/QC) 

本研究一共收集 124 位勞工的上班及下班尿液，總共 248 個尿液樣本，31

個分析批次，每批次共有 8 個尿液樣本。尿液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

(QA/QC)之項目包含檢量線建置、查核樣本回收率、試劑空白樣本、基質添加樣

本回收率、樣本重複分析回收率、方法偵測極限，各項目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

之規範如表 23 所示。所有批次之分析結果均符合品質保證/品質管理(QA/QC)

之規範，執行成果如表 24 所示。 

 

表 23 尿液樣本分析之品質保證/品質管理(QA/QC) 

品保/品管項目 規範內容 
檢量線 檢量線由至少5個不同濃度之TDGA混合標準品配製而

成，其各點回收率介於 ±20%。 
檢量線之 RSD 值<20% 
本研究之檢量線範圍：5 ng/mL~1,000 ng/mL 

查核樣本 所添加之標準品準確度須介於 70-130%。 
試劑空白樣本 空白樣本濃度小於 2 倍方法偵測極限 

方法偵測極限：1.01 ng/mL 
基質添加樣本 尿液樣本添加回收率應屆於 70%~130% 
重複分析樣本 RPD<30% 

 

表 24 尿液樣本品質保證/品質管理(QA/QC)執行成果 

a 添加濃度為檢量線之中點濃度 200 ng/mL 
b 查核樣本為檢量線中點濃度 200 ng/mL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檢量線 

空白 
樣本 

重複分析 添加樣本 a 查核樣本 b

方法偵測極限
各點回 
收率(%)

平均 
濃度 

RPD  
(%)  

添加回收率

(%) 
準確度 

(%) 

TDGA 81.8-113.3 NDc 
2.74 

(0.11-9.9)
100.2 

(70.1- 129.9)
103.8 

(82.2-127.6)
1.01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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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尿液 TDGA 之貯存安定性 

本研究從 A 廠選取 7 位尿液中 TDGA 濃度較高的勞工，分別分析採樣後第

7、14、21、28 天的尿液 TDGA 濃度，測試尿液樣本的安定性，分析的結果如表

25 所示，結果顯示第 1 天及第 7 天的尿液中 TDGA 平均濃度變化達到 28.7%，

顯示尿液樣本貯存於-20℃中，尿液中 TDGA 濃度變化仍相當不穩。在第 7 天及

14 天之間的樣本濃度變化約為 3%，變化趨於穩定。若觀察第 14、21 及 28 天的

平均濃度變化量發現尿液中 TDGA 濃度衰減百分比分別為 37.6%及 36.7%，樣本

濃度變化超過第一天分析的樣本濃度 30%。綜合上述的結果，建議尿液中 TDGA

的分析應於採樣後七天內完成分析為佳，以避免長期存放所造之分析成分衰減等

問題。 

 

表 25 尿液中 TDGA 濃度之貯存安定性結果 

樣本編號 
分析天數 

Day1 Day7 Day14 Day21 Day28 

W1_A1_012N (g/mL) 38.7 27.1 29.0 27.39 28.46 

W1_A2_009N (g/mL) 89.4 57.0 72.4 67.00 66.45 

W1_A1_011M (g/mL) 29.5 20.9 25.6 18.67 9.43 

W1_A1_012M (g/mL) 40.0 29.2 27.7 25.01 23.07 

W1_A1_014M (g/mL) 30.3 29.2 28.1 21.61 21.40 

W1_A2_011M (g/mL) 40.7 19.2 29.1 23.56 24.30 

W1_A2_017M (g/mL) 45.0 40.9 23.3 12.28 25.16 

平均濃度 (g/mL) 44.8 31.9 33.6 27.9 28.3 

平均降低百分比  28.7% 25.0% 37.6%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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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上班前及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分布 

依前述章節的分組方式，以工廠提供的勞工作業製程、作業區域劃分為高暴

露組及低暴露組，並分別比較兩組勞工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結果如表 26 所示，表中發現高暴露組的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顯著高於低暴

露組。各組勞工的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與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則無顯

著的差異。 

表 26 高、低暴露組之上班前及下班後之尿液中 TDGA 濃度 

 低暴露組 (n=42) 高暴露組 (n=82) p-value 

上 班 尿 液 中

TDGA 濃 度

(g/g-Cr) 

392.5 (46.0-25854.1)a 647.3 (51.1-14728.1) 0.044b 

下 班 尿 液 中

TDGA 濃 度

(g/g-Cr) 

383.1 (52.0-38367.8) 574.7 (7.9-19795) NS b 

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之差異 

p-value NSc NSc  

a 中位數(濃度)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過去的藥物文獻指出，病人的口服感冒藥物、抗癌藥物或維他命等藥物的攝

取，會增加尿液中 TDGA 的濃度[57]，顯示以尿液 TDGA 探討勞工 VCM 暴露實

態應考量勞工藥物服用狀況。本研究在執行暴露評估採樣前，針對同意參加研究

的勞工告知於採樣前三日應避免服用維他命及藥物，以降低維他命及藥物之干

擾，但由人口學資料的解析結果發現仍有 37 位勞工於採樣前曾經服用維他命，

顯示後續兩組的差異性比較應個別探討服用維他命的影響，在分組上共劃分為有

服用維他命習慣之高、低暴露勞工，及無服用維他命習慣之高、低暴露勞工，共

四組進行探討 TDGA 的濃度分布，結果如表 27 所示，結果發現分組後之高、低

暴露組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仍無顯著之差異。顯示以工廠勞工的製程及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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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劃分高、低暴露組無法有效分別勞工的 VCM 暴露程度。 

 

表 27 維他命服用狀況對分組勞工尿液中 TDGA 濃度(g/g-Cr)分布情形 

無

服

用

維

他

命 

項目 低暴露組 (n=30) 高暴露組 (n=57) p-value

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 

(g/g-Cr) 

662.8 

(51.1-25854.1) a 

574.6  

(58.8-14728) 
NS b 

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 

(g/g-Cr) 

729.1 

(27.2-19795.1) 

500.9 

(45.4-38367.8) 
NS b 

p-value NSc NSc  

有

服

用

維

他

命 

項目 
低暴露組  

(n=12) 

高暴露組 

 (n=25) 
p-value

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 

(g/g-Cr) 

538.9 

(59.3-2711.2) 

584.7 

(46.0-3512.5) 
NS b 

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 

(g/g-Cr) 

289.4 

 (7.9-4043) 

559 

 (52-4512.3) 
NS b 

p-value NSc NSc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本研究依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重新分組，以個人空氣 VCM 中位

數濃度（315.67g/m3）劃分為高 VCM 濃度組及低 VCM 濃度組，比較兩組上班

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分布及組內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之

變化，從第一部份之人口學分布上得知，以 VCM 中位數濃度分組之人口學變項

皆無顯著的差異，兩組尿液中 TDGA 濃度的差異比較結果如表 28 所示，結果顯

示組內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或高、低 VCM 濃度組的尿液中

TDGA 濃度皆無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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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個人空氣 VCM 中位數濃度分組之尿液中 TDGA 濃度(g/g-Cr)分布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62) 

高 VCM 濃度組 

(n=62) 

p-value 

上班前 

尿液 TDGA 濃度 
568.5 (46.0-6120.5) a 585.1 (51.1-25854.1) NS b 

下班後 

尿液 TDGA 濃度 
507.8 (7.9-4763.1)  577.3 (27.2-38367.8) NS b 

p-value NSc NSc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本研究考量服用藥物及維他命亦會影響尿液 TDGA 濃度之分佈，以及勞工

的服用的藥物劑量及種類貢獻程度不明，因此仍將服用藥物的干擾區分探討之。

此外，研究指出 VCM 之代謝主要是透過肝臟[15]，由代謝路徑得知 VCM 的代

謝轉換是透過肝臟中的乙醛脫氫酵素(Acet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及榖

胱甘肽(Glutathione)，肝功能異常或受損會影響其酵素代謝之功能[19][20]，因此

將肝功能異常者區分探討之，詳細的解析如表 29 及表 30 所示。結果顯示高、低

VCM 濃度組的尿液 TDGA 濃度無顯著之差異。進一步將 65 位無服用藥物習慣

且無肝臟疾病的勞工，依其空氣 VCM 暴露濃度中位數濃度劃分分為高、低 VCM

濃度組，比較上班前、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之差異，結果如表 31 所示，高

VCM 濃度組的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顯著高於低 VCM 濃度組，達統計上顯

著差異（662.0 g/g-Cr 與 363.4 g/g-Cr，p<0.05），高 VCM 濃度組下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顯著高於低 VCM 濃度組，達統計上顯著差異（851.0 g/g-Cr 與 367.8 

g/g-Cr ，p<0.01）。高、低 VCM 濃度組的上班前及下班後尿液濃度變化，無顯

著的差異。此結果顯示排除肝臟疾病及藥物攝取之干擾後，尿液之 TDGA 濃度

可反映勞工 VCM 的暴露，與過去其他研究的結果相似，顯示尿液 TDGA 為 VCM



 
 

62

的生物暴露指標。 

 

表 29 肝功能狀況對高、低 VCM 濃度組尿液中 TDGA 濃度差異之比較 

肝

功

能

異

常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29)  

高 VCM 濃度組 

(n=28)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507.8 (46.2-3421.9) a 525.4 (73.2- 14728.1) NS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488.9 (7.9- 4512.3) 384.1 (27.2- 8064.2) NSb 

p-value NSc 0.088c  

肝

功

能

正

常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34) 

高 VCM 濃度組 

(n=33)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466.5 (46.2- 3421.8) 566.3 (73.2- 14728.1) NS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521.6 (7.9- 4512.3) 386.2 (27.2-8064.2) NSb 

p-value NSc 0.074c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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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維他命服用狀況對高、低 VCM 濃度組尿液中 TDGA 濃度差異之比較 

無

服

用

維

他

命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44) 

高 VCM 濃度組 

(n=43)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448.1(46-6074.5) a 590.1 (51.1-25854.1) NS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456 (7.9-4763.1) 685.1(47.3- 19795.1) 0.093b 

p-value NSc NSc  

有

服

用

維

他

命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19) 

高 VCM 濃度組

(n=18)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653.1 (228- 14728.1) 565.3 (129.6-3512.5) NS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488.8 (27.2- 8064.2) 553.6 (89.2-38367.8) NSb 

p-value 0.059c NSc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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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維他命服用及肝功能異常對高、低 VCM 濃度組尿液中 TDGA 濃度差異之

比較 

項目 
無肝臟疾病無藥物 

低 VCM 濃度組(n=33)

無肝臟疾病無藥物 

高 VCM 濃度組(n=32)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363.4 (46.0-2711.2) a 662.0 (51-6120.5) 0.05 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 

(g/g-Cr) 

367.8 (7.9-4512.3) 851.0 (47.3-4763.1) 0.01 b 

p-value NSc NSc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c 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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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尿液中 TDGA 濃度與空氣中 VCM、EDC 濃度相關性探討 

本研究針對 124 位勞工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及個人空氣中

VCM、EDC 暴露濃度進行解析，過去的文獻指出暴露 VCM 濃度高於 5 ppm 以

上之勞工，其尿液中的 TDGA 濃度顯著較高，且下班後的尿液中 TDGA 濃度與

個人空氣 VCM 濃度有良好之相關性，但是暴露 VCM 低於 5 ppm 以下的勞工，

尿液中 TDGA 濃度受限於方法偵測極限較高[9]，因此導致相關性不佳。然而，

100 年度勞委會之計畫（編號：IOSH100-A322）已改善 TDGA 之偵測極限[40]，

應可反映出低濃度 VCM 的暴露相關性，為詳細探討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與

尿液中 TDGA 濃度之相關性，本研究對受試勞工之個人空氣 VCM、EDC 濃度與

勞工上班前、下班後的尿液中 TDGA 濃度進行分析檢定，結果如表 32 所示，結

果顯示在未排除肝功能異常及服用藥物習慣的情況下，個人空氣中 VCM 及 EDC

與勞工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因受到干擾而無明顯之相關性。 

 

表 32 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與勞工個人空氣 VCM、EDC 濃度 

 個人空氣採樣濃度 

VCM EDC 

Rs p-value Rs p-value 

尿液中

TDGA 濃度 

上班前 -0.052 NSa 0.034 NSa 

下班後 0.006 NSa 0.103 NSa 

a 以 Spearman's test 檢定相關性。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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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排除干擾因子的情況下，尿液中 TDGA 濃度與個人空氣 VCM 濃度未有

良好的相關性。過去文獻指出暴露低濃度 VCM 的勞工甚至無暴露 VCM 勞工尿

液中依然可偵測到 TDGA，其原因可能為 TDGA 為內源性代謝物[58]，顯示後續

探討相關性應考量此干擾，因此應以 VCM 暴露濃度高、低分組分析。此外，文

獻亦指出尿液中 TDGA 亦可能來自於其他食物、藥物等飲食途徑之貢獻[57]，因

此在後續相關性探討亦應考量其他貢獻來源之 TDGA，如維他命、藥物之攝取或

肝臟異常導致之代謝功能異常。為更加詳細探討 VCM 與 TDGA 之相關性，本研

究進一步分別以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中位數(316.47 g/m3)及空氣中 EDC 暴露

濃度中位數(135.11 g/m3)區分高、低 VCM 濃度組，以探討高、低 VCM 濃度組

的個人空氣 VCM、EDC 濃度與尿液 TDGA 之相關性，表 33 及表 34 分別為 VCM

及 EDC 與尿液中 TDGA 濃度之相關性，表中發現高 VCM 濃度組之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與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具低度相關，且達統計上之意義，相關係

數為 0.357。過去的文獻指出，暴露 VCM 後轉換成代謝物 TDGA 之時間會隨著

暴露時間長短而改變[54]，雖然勞工在暴露 VCM 約六小時後，尿液中 TDGA 濃

度即會開始上升，而 VCM 代謝至 TDGA 再從尿液排出之高峰期應為 12~20 小時

[38]，因此本研究觀察到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顯著較高之趨勢，可能與前一日

勞工暴露作業環境中的 VCM 有關。  

 

表 33 高、低 VCM 濃度組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與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之相關性分析 

a 以個人空氣 VCM 中位數濃度(316.47 g/m3)分為高 VCM 濃度組及低 VCM 濃度組。 
b 以 Spearman's test 檢定相關性。 

NS: Non Significant

組別 
低 VCM 濃度組(n=62)a 高 VCM 濃度組(n=62)a 

Rs p-value Rs p-value 

上班前尿液 0.013 NSb 0.357 0.004b 

下班後尿液 -0.005 NSb 0.130 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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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高、低 VCM 濃度組空氣中 EDC 暴露濃度與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之相關性分析 

a 以個人空氣 EDC 中位數濃度(135.11 g/m3)分為高 VCM 濃度組及低 VCM 濃度組。 
b 以 Spearman's test 檢定相關性 

NS: Non Significant 

 

為確認上班前尿液中 TDGA 之貢獻來源，因此本研究選取未服用維他命之

勞工 87 位，以避免維他命貢獻之干擾，同時再排除 87 位勞工中已患有肝臟疾病

或肝臟異常之勞工 22 位，以避免代謝不正常之干擾，將存在干擾因子的 59 位勞

工與剩餘 65 位勞工進行差異性比較，結果如表 35 所示，兩組上班前、下班後

尿液中 TDGA 濃度無顯著之差異，顯示肝臟異常及服用藥物對尿液 TDGA 濃度

分布之影響性不顯著(p=0.077)，然而，本研究為探討 VCM 對於 TDGA 之貢獻程

度與相關性，因此在後續分析其 VCM 高、低濃度之 TDGA 相關性時，仍將服用

維他命及肝臟異常者排除探討。 

組別 
低 EDC 濃度組(n=62)a 高 EDC 濃度組(n=62)a 

Rs p-value  Rs p-value  

上班前 

尿液 
-0.092 NSb 0.178 NSb 

下班後 

尿液 
0.021 NSb -0.014 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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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維他命服用狀況對尿液中 TDGA 之差異性比較 

項目 服用維他命或肝臟異

常者 (n=59)  

無服用維他命或肝臟異

常者 (n=65) 

p-value 

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g/g-Cr) 
654.5 (46-25854.1)a 419.7 (46.2-6120.5) 0.077b 

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g/g-Cr) 
562.5 (59.3-19795.1) 488.2 (39.0-38367.8) 0.138b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 

 

將 65 位勞工依照其 VCM 中位數濃度(316.47 g/m3)分為高低 VCM 濃度兩

組探討相關性，結果如表 36 所示，從表中發現，排除維他命服用及肝臟異常之

干擾後，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分別與上班前、下班後尿液具中度相關，且

達到統計上的意義，其相關係數分別為 0.539 及 0.396，且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與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之相關係數在排除可能之干擾後明顯升高，此結果

更強化了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是來自於前一日之 VCM 暴露的推論。此外，下班

後尿液中 TDGA 濃度與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具中度相關，此與過去研究之結果

相似，推論應為採樣當日的 VCM 暴露貢獻。 

 

表 36 高、低 VCM 濃度組之空氣 VCM 濃度與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

度相關性分析 

a 以 Spearman's test 檢定相關性 

NS: Non Significant 

 

組別 
低 VCM 濃度組(n=33) 高 VCM 濃度組(n=32)  

Rs p-value Rs p-value 

上班前尿液 0.116 NS a 0.539 0.001a 

下班後尿液 -0.192 NS a 0.396 0.0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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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探討，本研究發現高 VCM 濃度組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與上班

前尿液 TDGA 濃度顯著相關，在排除干擾後，下班後尿液 TDGA 亦與空氣 VCM

濃度顯著相關，建議日後執行 VCM 暴露評估應詳細調查勞工服用藥物之種類及

劑量，以完整校正尿液 TDGA 之干擾。本研究亦證實了低濃度 VCM 暴露下

(316.47 g/m3)，空氣 VCM 濃度與尿液 TDGA 濃度之相關性，日後可採用生物

偵測之方式，分析勞工上班前及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以評估勞工暴露 VCM

的程度，此外，上班前尿液之 TDGA 濃度應是反映前一日之暴露程度，所以建

議日後若要探討當日 VCM 之暴露程度，執行 VCM 之生物偵測的採樣時間應為

暴露後的 12~20 小時之間。 

 

4-3-4 呼吸防護具配戴習慣之影響與評估 

為探討防護具之影響，本研究依照問卷調查之進入製程有無配戴呼吸防護具

習慣進行分組探討，並將 Koch 等人的尿中 PAEs 回推暴露劑量之公式改寫[55]，

以 VCM 的代謝物－尿液中 TDGA，回推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分組

的結果顯示，平時進入製程無配戴護具習慣之勞工共 28 位，有配戴呼吸防護具

習慣之勞工共 96 位，如表 37  勞工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對 VCM 暴露之影響比

較表所示。此外，表中發現兩組勞工的個人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上班前、

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及上班前、下班後尿液回推之空氣中 VCM 濃度均無明顯

的差異。進一步考量尿液中 TDGA 濃度，可能受服用維他命之習慣而影響，因

此本研究將有服用維他命習慣之勞工排除，結果如表 38 所示，表中發現無配戴

防護具勞工的上班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較高 (502.0 

g/m3 與 229.6 g/m3)，顯示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的勞工，實際暴露濃度可能

低於無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的勞工。 

為進一步評估呼吸防護具之功效，本研究比較兩組勞工的實際個人空氣

VCM 量測值與回推之 VCM 暴露濃度值，結果如表 39 所示，無配戴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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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勞工，其個人空氣 VCM 量測值與回推之 VCM 暴露濃度值無顯著之差異，

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勞工的回推之 VCM 暴露濃度顯著低於實際量測濃度

(391.5 g/m3 與 229.6 g/m3)，顯示配戴呼吸防護具能有效降低 VCM 的暴露濃度。 

 

表  37  勞工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對 VCM 暴露之影響比較表 

 
無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28) 

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96) 
p-valueb 

實際量測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g/m3) 
356.8 (ND-28440.62)a 357.2 (ND-41120.8) NS 

實際量測之個人空氣

EDC 濃度(g/m3) 
170.2 (ND-6056.5) 187.7 (ND-53967.8) NS 

上 班 前 尿 液 TDGA

濃度(g/g-Cr) 
904.1 (56.4-25854.1) 524.3 (45-14728) NS 

下 班 後 尿 液 TDGA

濃度(g/g-Cr) 
526.1 (45.4-4956.4) 545.3 (7.9-38367.8) NS 

以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 露 濃 度

(g/m3) 

416.0 (16.9-11032.8) 233.0 (18.9-11507.3) 0.098 

以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 露 濃 度

(g/m3) 

242.1 (17.3-1747.8) 242.3 (5.9-18961.2) NS 

a 幾何平均數(範圍) 
b 檢定為非常態分布，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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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排除干擾因子勞工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對 VCM 暴露之影響比較表 

 
無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19) 

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68) 
p-valueb 

實際量測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g/m3) 
341.6 (ND-2283.9) a 391.5 (ND-41120.8) NS 

實際量測之個人空氣

EDC 濃度(g/m3) 
172.2 (ND-6056.5) 188.6 (ND-53967.8) NS 

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g/g-Cr) 
1110.0 (239.3-25854.1) 524.9 (51.1-14728.1) 0.06 

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g/g-Cr) 
624.4 (45.4-4956.4) 576.7 (27.2-38367.8) NS 

以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

(g/m3) 

502.0 (74.5-11032) 229.6 (18.9-11507.3) 0.046 

以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

(g/m3) 

282.4 (17.3-3466.5) 252.2 (14.5-9480.58) NS 

a 幾何平均數(範圍) 
b 檢定為非常態分布，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表 39 呼吸防護具配戴習慣對實際量測 VCM 濃度與公式回推 VCM 濃度之差異

性比較表 

 實際量測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g/m3) 

以上班前尿液 TDGA

濃度回推之個人空氣

VCM 暴露濃度(g/m3) 

p-valueb 

無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19) 

341.6 (ND-2283.9) a 502.0 (ND-41120.8) NS 

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

慣之勞工(n=68) 

391.5 (ND-41120.8) 229.6 (18.9-11507.3) 0.012 

a 幾何平均數(範圍) 
b 檢定為非常態分布，以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檢定 

ND: 濃度小於分析之方法偵測極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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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血液生化、肝功能指標及脂肪代謝異常檢測 

4-4-1 以空氣 VCM 濃度分高 VCM 濃度組 

本研究檢測勞工之血液生化、肝功能指標及脂肪代謝異常檢測項目包含總蛋

白、白蛋白、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麩草醋酸轉胺酶、麩丙酮酸轉胺酶、加瑪

麩氨基轉換酵素、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鹼性磷酸酶、胰島素、飯前血糖、脂

聯素及瘦體素。本研究以勞工的胰島素及飯前血糖評估胰島素阻抗指標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依照其公式Insulin

（μU/mL）× A.C Glucose（mmol/L）/22.5計算，並將HOMA-IR依照四分位法劃

分為四組，依據文獻之定義，本研究將第四分位(HOMA-IR=3.33)以上定義為有

胰島素阻抗[63]。本研究依照VCM之中位數濃度316.47 g/m3劃分成高VCM濃度

組(n=62)及低VCM濃度組(n=62)進行探討，結果如表 40所示，表中顯示高VCM

濃度組量測之總膽固醇濃度顯著高於低VCM濃度之勞工，且有統計上的意義

（193.5 mg/dL與181 mg/dL，P=0.014）。進一步以指標的異常率解析兩組的差異

性，結果如表 41所示，高暴組之總膽固醇異常百分比顯著高於低VCM濃度組之

總膽固醇異常百分比，且有統計上的意義(38.7%與24.2%，p=0.036)。顯示在未

排除個人疾病史及其他可能干擾之因子的情況下，高VCM濃度組之總膽固醇之

異常程度較低VCM濃度組顯著，然而，過去的研究目前未指出VCM暴露可能會

導致總膽固醇異常百分比增加[41][50]，過去文獻指出之胰島素阻抗[53]及肝功能

異常[50]在以VCM中位數濃分組之解析中未發現，而此分組解析發現膽固醇異常

是否為VCM暴露之健康影響，仍須進行更詳盡之解析方可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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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高、低VCM濃度組勞工之健康指標之差異性比較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62) 

中位數(範圍) 

高 VCM 濃度組

(n=62) 

中位數(範圍) 

參考值 p-value 

總蛋白 g/dL 7.5 (6.3-8.1) a 7.6 (6.6-8.5) 6.4-8.3 NSa 

白蛋白 g/dL 4.9(4-44) 4.9 (4.2-5.3) 3.5-5.0 NSa 

總膽固醇 mg/dL 181 (115-283) 193.5 (122-270) <200 0.014b 

麩草醋酸轉胺酶 U/L 26.3(18-132) 26.8 (15-96) 0-39 NSa 

麩丙酮酸轉胺酶 U/L 31 (14-129) 29.5 (11-231) 0-54 NSa 

麩胺醯轉移酶 U/L 27.5 (7-497) 25.8 (3-539) 10-71 NSa 

總膽紅素 mg/dL 0.68 (0.3-2.5) 0.63 (0.3-1.9) 0.2-1.4 NSa 

直接膽紅素 mg/dL 0.21 (0.1-0.4) 0.20 (0.1-0.4) 0.0 - 0.3 NSa 

鹼性磷酸酶 U/ L 64.7 (6.9-114) 65.2 (35-114) 30-110 NSa 

胰島素 mIU/ml 6.3 (3.1-57.0) 9.1 (1.7-99.7) <22 NSa 

飯前血糖 mg/dL 91.8 (75-195) 92.1 (75-227) 60-100 NSa 

HOMA-IR 1.38 (0.66-16.1) 2.07 (0.32-27.1) <3.33 NSa 

脂聯素g/mL 7.4 (0.71-25.5) 7.4 (2.2-25.9) > 2.0 NSa 

瘦體素g/mL 3.6 (0.65-23.7) 5.4 (0.65-23.7) < 7.0 NSa 

三酸甘油脂 mg/dL 113 (43-414) 105.8 (34-439) ＜150 NSa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進行統計分析。 
b 以 T-Test 進行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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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高、低 VCM 濃度勞工健康指標異常率分布比較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62) 

人數(%) 

高 VCM 濃度組

(n=62) 

人數(%) 

p-valuea 

總蛋白 1 (1.6) 0 (0) NS 

白蛋白 13(21.0) 11 (17.7) NS 

總膽固醇 15 (24.2) 27 (38.7) 0.036 

麩草醋酸轉胺酶 10 (16.1) 9 (14.5)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8 (12.9) 8 (12.9) NS 

麩胺醯轉移酶 10 (16.1) 8 (12.9) NS 

總膽紅素 3 (4.8) 1 (1.6) NS 

直接膽紅素 5 (8.1) 3 (4.8) NS 

鹼性磷酸酶 3 (4.8) 1 (1.6) NS 

胰島素 8 (12.9) 7 (11.3) NS 

飯前血糖 16 (25.8) 12 (19.4) NS 

HOMA-IR 17 (27.4) 14 (22.6) NS 

脂聯素 5 (8.1) 0 (0) NS 

瘦體素 14 (22.6) 20 (32.3) NS 

三酸甘油脂 21 (33.9) 19 (30.65) NS 

a 以 Chi square test 檢定兩組異常率之顯著性。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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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更詳細解析 VCM 暴露導致之健康效應，因此將問卷調查中患

有個人疾病史之勞工，包含病毒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糖尿病、血

糖過高、高三酸甘油脂血症、高血脂症、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共 52 位

劃分為已患有個人疾病之勞工組，將 72 位劃分為健康勞工組，比較兩組的

健康指標之差異性。結果如表 42 所示，結果發現患有個人疾病之勞工的健

康指標顯著高於健康之勞工，包含總蛋白(7.6 g/dL 與 7.4g/dL，p =0.01)、麩

草醋酸轉胺酶(29 U/L 與 25 U/L，p =0.042)、麩丙酮酸轉胺酶(38 U/L 與 26 

U/L，p <0.001) 、胰島素(9.5 mIU/mL 與 6.2 mIU/mL，p =0.008)、飯前血糖

(96 mg/dL 與 91 mg/dL，p =0.007)、HOMA-IR (2.44 與 1.37，p =0.004)，且

有皆有統計上的意義，脂聯素則是有個人疾病之勞工顯著低於健康勞工(7.0 

g/mL 與 8.1 g/mL，p =0.027)，顯示個人疾病史會影響勞工健康指標的資

料分布，因此在後續探討健康指標，應以健康之勞工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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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個人疾病史對健康指標之差異性比較 

項目 

有個人疾病史組

(n=52) 

中位數(範圍) 

無個人疾病史組

(n=72) 

中位數(範圍) 

參考值 p-valuea 

總蛋白 g/dL 7.6 (6.6-8.3) 7.4 (6.3-8.5) 6.4-8.3 0.01 

白蛋白 g/dL 4.9 (4.2-5.3) 4.9 (4.0-5.5) 3.5-5.0 NS 

總膽固醇 mg/dL 187 (122-283) 187 (117-270) <200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U/L 29 (18-132) 25 (15-117) 0-39 0.042 

麩丙酮酸轉胺酶 U/L 38 (14-231) 26 (11-128) 0-54 0.001 

麩胺醯轉移酶 U/L 28 (12-314) 26 (3-539) 10-71 NS 

總膽紅素 mg/dL 0.65 (0.3-1.8) 0.6 (0.3-2.5) 0.2-1.4 NS 

直接膽紅素 mg/dL 0.2 (0.1-0.4) 0.2 (0.1-0.4) 0.0 - 0.3 NS 

鹼性磷酸酶 U/L 66.5 (35-110) 64 (7-114) 30-110 NS 

胰島素 mIU/ml 9.5 (3.2-99.7) 6.2 (1.7-42.2) <22 0.008 

飯前血糖 mg/dL 96 (75-227) 91 (75-155) 60-100 0.007 

HOMA-IR 2.44 (0.75-27.1) 1.37 (0.34-11.3) <3.33 0.004 

脂聯素g/mL 7.0 (0.7-22.6) 8.1(1.6-25.9) > 2.0 0.027 

瘦體素g/mL 5.2 (0.65-23.7) 3.65 (0.65-23.7) < 7.0 NS 

三酸甘油脂 mg/dL 122 (48-414) 105 (34-439) ＜150 NS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進行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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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72 位無個人疾病史的健康勞工依其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中位數

(317.3 g/m3) 劃分成高、低 VCM 濃度組，表 43 為此分組方式之人口學資料分

析，表中顯示低 VCM 濃度勞工之喝酒人數百分比顯著高於高 VCM 濃度組，且

有統計上的意義(41.7%與 19.7%，p =0.021)，顯示後續探討健康指標的差異性時，

應考量飲酒對於健康指標資料的分布影響，在探討相關性時應進行校正。 

 

表 43 健康勞工之高、低 VCM 濃度組人口學資料統計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36) 

中位數(範圍) 

高 VCM 濃度組

(n=36) 

中位數(範圍) 

p-value 

基本資料 

 年齡 38.5 (26-62) 39.0 (21-60) NSb 

 工作年資 14.0 (0.33-39) 15.5 (0.08-38) NSb 

 體脂肪 23.8 (14.2-34) 24.1 (13-32.4) NSb 

 腰圍 88.5 (34-117) 84.5 (65.5-113) NSb 

 BMI 24.8 (19.1-36.6) 24.3 (18.3-35.6) NSb 

 防護具配戴 29 (78.4)a 28 (77.8)a NSc 

藥物服用 

 維他命 12 (32.4)a 13 (36.1)a NSc 

 感冒藥 4 (11.1)a 4 (5.6)a NSc 

生活作息 

 抽菸 17 (46)a 15 (42.8)a NSc 

 喝酒 14 (38.9)a 7 (19.4)a 0.021c 

 熬夜習慣 16 (44.4)a 15 (41.7)a NSc 

 檳榔 4 (11.1)a 1 (2.8)a NSc 
a 人數(百分比)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c 以 Chi square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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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為 72 位健康勞工以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中位數劃分為高、低

VCM 濃度組之健康指標差異性比較，表中發現高、低 VCM 濃度組的健康指標

均無顯著之差異，進一步以高、低 VCM 濃度組的健康指標異常率探討，結果如

表 45 所示，兩組的健康指標異常率亦皆無顯著的差異，顯示以空氣 VCM 暴露

濃度分組可能無法完整觀察 VCM 暴露對健康造成之影響，可能與勞工之呼吸防

護具配戴率有關，依據人口學資料可得知高、低 VCM 濃度組的勞工，平時進入

製程時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習慣的百分比高達 77.4%，因此導致以個人空氣 VCM

評估之暴露濃度與實際勞工的暴露濃度有落差，因此以個人空氣 VCM 濃度劃分

探討無法實際反應暴露導致之健康效應。呼吸防護具之使用成效，無法僅由個人

空氣暴露濃度之分析結果得知，但應可在個人尿中代謝物濃度之分析結果中進行

比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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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健康勞工之高、低 VCM 濃度組健康指標差異性比較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 

(n=36) 

高 VCM 濃度組

(n=36)  
參考值 p-valueb 

總蛋白 g/dL 7.3 (6.3-8.1) a 7.6 (6.9-8.5) 6.4-8.3 NS 

白蛋白 g/dL 4.8 (4-5.5) 4.9 (4.2-5.3) 3.5-5.0 NS 

總膽固醇 mg/dL 183 (115-244) 188 (128-270) <200 NS 

麩草醋酸轉胺 U/L 24 (18-117) 26 (15-96) 0-39 NS 

麩丙酮酸轉胺 U/L 25 (14-55) 27 (11-128) 0-54 NS 

麩胺醯轉移酶 U/L 26 (7-497) 25.5 (3-539) 10-71 NS 

總膽紅素 mg/dL 0.7 (0.3-2.5) 0.6 (0.3-1.9) 0.2-1.4 NS 

直接膽紅素 mg/dL 0.2 (0.1-0.4) 0.2 (0.1-0.4) 0.0 - 0.3 NS 

鹼性磷酸酶 U/L 62 (6.9-105) 66 (38-114) 30-110 NS 

胰島素 mIU/ml 5.5 (3.1-28.5) 6.7 (1.7-42.2) <22 NS 

飯前血糖 mg/dL 91 (76-175) 89.5 (75-117) 60-100 NS 

HOMA-IR 1.20 (0.66-8.12) 1.46 (0.32-11.3) <3.33 NS 

脂聯素g/mL 8.38 (1.64-25.5) 8.42 (2.15-25.9) > 2.0 NS 

瘦體素g/mL 3.03 (0.65-14.4) 5.04 (0.65-23.7) < 7.0 NS 

三酸甘油脂 mg/dL 100 (43-403) 106.5 (34-429) ＜150 NS 

a 中位數(範圍) 
b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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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排除個人疾病史之高、低 VCM 濃度組健康指標異常率分布比較 

a 以 Chi square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項目 

低 VCM 濃度組指

標異常率 (n=37) 

人數(百分比 

高 VCM 濃度組指

標異常率 (n=36) 

人數(百分比 

p-valuea 

總蛋白 1 (2.7%) 0 (0%) NS 

白蛋白 7 (18.9%) 7 (19.4 %) NS 

總膽固醇 7 (18.9%) 14 (38.9%)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3 (8.1%) 5 (13.9%)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1 (2.7%) 4 (11.1%) NS 

麩胺醯轉移酶 5 (13.5%) 5 (13.9%) NS 

總膽紅素 3 (8.1%) 1 (2.8%) NS 

直接膽紅素 5 (13.5%) 2 (5.6%) NS 

鹼性磷酸酶 1 (2.7%) 1 (2.8%) NS 

胰島素 3 (8.1%) 4 (11.1%) NS 

飯前血糖 7 (18.9%) 4 (11.1%) NS 

脂聯素 0 (0%) 0 (0%) NS 

瘦體素 6 (16.2%) 7 (19.4 %) NS 

三酸甘油脂 10 (27.0%) 12 (33.3%)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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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以 VCM 代謝物尿液中 TDGA 濃度區分高、低濃度組 

根據本章4-3-3節的相關性之分析結果顯示排除用維他命、藥物及肝臟異常

之干擾因子後，高VCM濃度組勞工尿液TDGA濃度與個人空氣VCM濃度顯著相

關，其中以上班前尿液與勞工個人空氣VCM濃度之相關性較高(Rs=0.539，p 

<0.001)，顯示上班前尿液中TDGA可能與前一天勞工之VCM暴露濃度有關，因

此本研究嘗試以上班前尿液中TDGA濃度中位數(539.79 g/g-Cr)分組探討健康

效應，兩組之人口學統計已於本章4-1-1節分析與探討，表 46為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濃度中位數劃分高、低濃度組之健康指標差異性比較，結果顯示高濃度組

之胰島素、胰島素阻抗顯著高於低濃度組，達統計上顯著意義(胰島素：9.9 

mIU/mL與6.0 mIU/mL，p =0.006，胰島素阻抗：2.37與1.27，p =0.006)，脂聯素

的部分則是高濃度組低於低濃度組，達統計上顯著意義(6.3 g/mL與8.3 g/mL，

p =0.045)。顯示在未排除干擾因子的情況下，上班前尿液中TDGA濃度較高之勞

工，出現胰島素分泌異常、胰島素阻抗及脂聯素分泌異常的機會較高，進一步以

高、低濃度組的健康指標異常率來看，結果如表 47所示，表中發現在未排除干

擾因子的情況下，以上班前尿液中TDGA濃度分組之高濃度組的HOMA-IR異常

率高於低濃度組異常率，達統計上顯著意義(16.1%與33.9%，p =0.037)，顯示高

濃度組可能有較高的機率出現胰島素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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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以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劃分高、低濃度組之健康指標差異性比較 

項目 

低 TDGA 濃度組 

(n=62) 

中位數(範圍) 

高 TDGA 濃度組 

(n=62) 

中位數(範圍) 

參考值 p-value 

總蛋白 g/dL 7.5 (6.3-8.3) 7.6 (6.6-8.5) 6.4-8.3 NSb 

白蛋白 g/dL 4.8 (4.0-5.5) 4.9 (4.2-5.3) 3.5-5.0 NSa 

總膽固醇 mg/dL 185 (115-270) 188(122-283) <200 NSb 

麩草醋酸轉胺酶 U/L 26.5 (17-117) 26.5 (15-132) 0-39 NSa 

麩丙酮酸轉胺酶 U/L 28.5 (14-77) 32.5 (11-231) 0-54 NSa 

麩胺醯轉移酶 U/L 26 (3.1-497) 31 (7-539) 10-71 NSa 

總膽紅素 mg/dL 0.6 (0.3-1.8) 0.65 (0.3-2.5) 0.2-1.4 NSa 

直接膽紅素 mg/dL 0.2 (0.1-0.4) 0.21 (0.1-0.4) 0.0 - 0.3 NSa 

鹼性磷酸酶 U/ L 64 (7-111) 66.5 (35-114) 30-110 NSb 

胰島素 mIU/ml 6.0 (1.7-42.2) 9.9 (1.7-99.7) <22 0.006a 

飯前血糖 mg/dL 91.5 (75-227) 94 (75-195) 60-100 NSa 

HOMA-IR 1.27 (0.32-9.8) 2.37 (0.34-27.1) <3.33 0.006a 

脂聯素g/mL 8.3 (0.7-21.9) 6.3(1.6-25.9) > 2.0 0.045a 

瘦體素g/mL 4.1 (0.65-23.7) 5.2 (0.65-23.7) < 7.0 NSa 

三酸甘油脂 mg/dL 99.5 (43-420) 119 (34-439) ＜150 NSa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b 以 T-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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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以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劃分高、低濃度組之健康指標異常率分布比

較 

a 以 Chi square test 檢定兩組異常率之顯著性。 

NS: Non Significant 

項目 

低 TDGA 濃度組指標

異常率 (n=62) 

人數(百分比) 

高 TDGA 濃度組指

標異常率 (n=62) 

人數(百分比) 

p-valuea 

總蛋白 0 (0%) 1 (1.6%) NS 

白蛋白 15 (24.2%) 9 (14.5%) NS 

總膽固醇 18 (29.0%) 24 (38.7%)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7 (11.2%) 12 (19.4%)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5 (8.1%) 12 (19.4%) NS 

麩胺醯轉移酶 8 (12.9%) 10 (16.1%) NS 

總膽紅素 1 (1.6%) 3 (4.8%) NS 

直接膽紅素 4 (6.5%) 4 (6.5%) NS 

鹼性磷酸酶 2 (3.2%) 2 (3.2%) NS 

胰島素 4 (6.5%) 11 (17.7%) NS 

飯前血糖 9 (14.6%) 19 (30.6%) NS 

HOMA-IR 10 (16.1%) 21 (33.9%) 0.037 

脂聯素 1 (1.6%) 4 (6.5%) NS 

瘦體素 15 (24.2%) 19 (30.6%) NS 

三酸甘油脂 21 (33.9%) 19 (30.6%)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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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的文獻發現攝取維他命及感冒藥物，尿液中 TDGA 濃度會明顯升

高[57]，更可能影響勞工尿液中 TDGA 之濃度分布，進一步可能影響本研究之分

組方式，因此為更詳細瞭解以尿液中 TDGA 濃度分組探討健康效應之適用性，

本研究依照採樣問卷之結果，將平時有攝取維他命及藥物習慣的 51 位勞工排

除，共剩餘 73 位勞工，依其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616.01 g/g-Cr)劃

分為無藥物攝取之高、低濃度組，探討後續之健康效應，結果如表 48 所示，結

果發現無藥物攝取高濃度組的胰島素及胰島素阻抗指標(HOMA-IR)皆顯著高於

無藥物攝取低濃度組，達統計上顯著意義(10.5 mIU/mL 與 5.9 mIU/mL，p = 

0.011；HOMA-IR：2.7 與 1.3，p =0.013)，脂聯素則是無藥物攝取高濃度組低於

無藥物攝取低濃度組，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6.0 g /mL 與 8.2 g /mL，p = 

0.031)。以表 49 之兩組健康指標異常率來看，發現高、低濃度組的胰島素異常

率、胰島素阻抗百分比及脂聯素異常率皆無顯著差異，然而高濃度組的血糖異常

率顯著高於低濃度組，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37.8%與 22.2%，p = 0.025)，綜合表 

48 及表 49 之結果，發現 TDGA 高濃度組之勞工胰島素濃度及飯前血糖異常率

顯著較高，胰島素阻抗指標(HOMA-IR)雖然高濃度組顯著較高於低濃度組，但中

位數未超過研究之參考值 3.33，雖然高、低濃度組之 HOMA-IR 異常率未達統計

上之顯著，但是高濃度組的異常率為 37.8%，顯示高濃度組之勞工仍然有胰島素

阻抗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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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劃分無藥物攝取高、低濃度組之指標

差異性比較 

項目 

無藥物攝取 

低 TDGA 濃度組

(n=37) 

中位數(範圍) 

無藥物攝取 

高 TDGA 濃度組 

(n=36) 

中位數(範圍) 

參考值 p-valuea 

總蛋白 g/dL 7.5 (6.7-8.1) 7.6 (6.6-8.5) 6.4-8.3 NS 

白蛋白 g/dL 4.8 (4.2-5.4) 4.9 (4.2-5.3) 3.5-5.0 NS 

總膽固醇 mg/dL 184 (115-243) 189(121-259) <200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U/L 26 (20-58) 27 (15-132) 0-39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U/L 27 (13-75) 33 (13-231) 0-54 NS 

麩胺醯轉移酶 U/L 26 (10-338) 30 (12-539) 10-71 NS 

總膽紅素 mg/dL 0.6 (0.3-1.4) 0.7 (0.3-2.5) 0.2-1.4 NS 

直接膽紅素 mg/dL 0.2 (0.1-0.4) 0.21 (0.1-0.4) 0.0 - 0.3 NS 

鹼性磷酸酶 U/L 66 (6.9-111) 72 (40-105) 30-110 NS 

胰島素 mIU/mL 5.9 (1.7-42.2) 10.5 (3.2-99.7) <22 0.011 

飯前血糖 mg/dL 91 (75-227) 96 (82-175) 60-100 NS 

HOMA-IR 1.3 (0.32-9.8) 2.7 (0.7-21.1) <3.33 0.013 

脂聯素g/mL 8.2 (0.7-25.9) 6.0(1.6-25.5) > 2.0 0.031 

瘦體素g/mL 3.8 (0.7-23.7) 5.0 (0.7-19.1) < 7.0 NS 

三酸甘油脂 mg/dL 96 (43-420) 136 (52-439) ＜150 NS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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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劃分無藥物攝取高、低濃度組之健康

指標異常率分布比較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項目 

無藥物攝取 

低 TDGA 濃度組指標

異常率(n=37) 

中位數(範圍) 

無藥物攝取 

高 TDGA 濃度組指

標異常率(n=36) 

中位數(範圍) 

p-valuea 

總蛋白 0 (0%) a 0 (0%) NS 

白蛋白 9 (24.3%) 4 (11.1%) NS 

總膽固醇 10 (29.0%) 15 (38.7%)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4 (10.8%) 9 (25%)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3 (8.3%) 7 (18.9%) NS 

麩胺醯轉移酶 4 (10.8%) 7 (18.9%) NS 

總膽紅素 0 (0%) 2 (4.8%) NS 

直接膽紅素 2 (6.5%) 3 (5.4%) NS 

鹼性磷酸酶 2 (5.5%) 0 (0%) NS 

胰島素 3 (8.1%) 7 (18.9%) NS 

飯前血糖 4 (11.1%) 12 (38.9%) 0.025 

HOMA-IR 8 (22.2%) 14 (37.8%) NS 

脂聯素 1 (2.7%) 4 (10.8%) NS 

瘦體素 9 (25%) 12 (32.4%) NS 

三酸甘油脂 12 (33.3%) 14 (37.8%)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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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照前述章節的表 42探討，在探討健康效應時考量勞工的個人

疾病影響數據之分布，因此本研究依照問卷調查之結果，將已有個人疾病包

含病毒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糖尿病、血糖過高、高三酸甘油脂血

症、高血脂症、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之52位勞工排除，針對健康之勞工個

別探討。將72位健康的勞工依照其以上班前尿液中TDGA濃度中位數(577.31 

g/g-Cr)劃分成健康高濃度組及健康低濃度組，並詳細探討兩組的健康指標

差異性，結果如表  50所示，表中發現健康高濃度組的胰島素濃度及

HOMA-IR顯著較高，且達統計上顯著意義(7.8 mIU/mL與5.5 mIU/mL，p = 

0.008；HOMA-IR：1.83與1.16，p =0.008)，以兩組之異常率來看(表 51)，

兩組的健康指標異常率無明顯之差異，顯示高濃度組之HOMA-IR及胰島素

濃度的差異，尚未影響到兩組異常率之資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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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劃分健康勞工高、低 TDGA 濃度組之指標差

異性比較 

項目 

健康勞工 

低 TDGA 濃度組

(n=36) 

人數(百分比) 

健康勞工 

高 TDGA 濃度組 

(n=36) 

人數(百分比) 

參考值 p-valuea 

總蛋白 g/dL 7.3 (6.6-8.1) 7.5 (6.7-8.5) 6.4-8.3 NS 

白蛋白 g/dL 4.7 (4.0-5.5) 4.9 (4.3-5.3) 3.5-5.0 NS 

總膽固醇 mg/dL 189 (115-270) 185 (128-258) <200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U/L 26 (17-117) 24 (15-96) 0-39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U/L 26 (14-73) 27 (11-128) 0-54 NS 

麩胺醯轉移酶 U/L 24 (10-497) 29 (3.1-539) 10-71 NS 

總膽紅素 mg/dL 0.62 (0.3-1.4) 0.69 (0.3-2.5) 0.2-1.4 NS 

直接膽紅素 mg/dL 0.2 (0.1-0.4) 0.21 (0.1-0.4) 0.0 - 0.3 NS 

鹼性磷酸酶 U/L 64 (6.9-94) 64 (35-114) 30-110 NS 

胰島素 mIU/mL 5.5 (1.7-23.5) 7.8 (1.7-42.2) <22 0.008 

飯前血糖 mg/dL 91 (75-140) 89 (77-175) 60-100 NS 

HOMA-IR 1.16 (0.32-27.1) 1.83 (0.34-11.3) <3.16 0.008 

脂聯素g/mL 9.8 (4.0-21.9) 6.4(1.6-25.8) > 2.0 NS 

瘦體素g/mL 3.0 (0.65-11) 5.2 (0.65-23.7) < 7.0 NS 

三酸甘油脂 mg/dL 105 (43-420) 105 (34-439) ＜150 NS 

a 以 Chi square test 檢定兩組異常率之顯著性。 

NS: Non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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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劃分健康勞工高、低 TDGA 濃度組之指標異常

率分布比較 

a 以 Chi square test 檢定兩組異常率之顯著性。 

NS: Non Significant 

項目 

健康勞工 

低 TDGA 濃度組指標

異常率 (n=36) 

人數(百分比) 

健康勞工 

高 TDGA 濃度組指

標異常率 (n=36) 

人數(百分比) 

p-valuea 

總蛋白 1 (2.8%) a 0 (0%) NS 

白蛋白 8 (22.2%) 6 (16.7%) NS 

總膽固醇 9 (25%) 14 (38.9%) NS 

麩草醋酸轉胺酶 3 (8.3%) 5 (13.8%) NS 

麩丙酮酸轉胺酶 1 (2.7%) 4 (11.1%) NS 

麩胺醯轉移酶 4 (11.1%) 6 (16.7%) NS 

總膽紅素 0 (0%) 3 (8.3%) NS 

直接膽紅素 3 (8.3%) 3 (8.3%) NS 

鹼性磷酸酶 1 (2.8%) 1 (2.8%) NS 

胰島素 2 (5.5%) 5 (13.9%) NS 

飯前血糖 3 (8.3%) 8 (22.2%) NS 

HOMA-IR 3 (8.3%) 11 (30.5%) NS 

脂聯素 0 (0%) 1 (2.8%) NS 

瘦體素 6 (16.7%) 10 (27.8%) NS 

三酸甘油脂 14 (38.9%) 9 (25%)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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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結果，發現以勞工的個人空氣VCM濃度分組無法有效反映VCM

暴露之健康效應，建議以VCM之代謝物-尿液中TDGA濃度作為健康指標分組之

標準，此外，本研究以上班前尿液中TDGA分組，發現TDGA濃度較高之勞工，

有胰島素阻抗的現象，在排除藥物攝取的情況下，發現TDGA高濃度組的脂聯素

顯著較低的情況，與過去其他文獻之結果相符[12][53]，顯示暴露VCM可能會造

成脂聯素分泌失調及胰島素阻抗，過去的研究推測此一病理表現可能與VCM之

代謝物羰基化合物，包含氯乙醛及氯乙酸等代謝中間產物損傷肝臟有關

[20][53]，毒性之機轉與酒精性脂肪肝炎類似，主要會造成體內肝臟代謝脂肪之

機能降低。另外在本研究之肝功能指標，如麩草醋酸轉胺酶(GOT)、麩丙酮酸轉

胺酶(GPT)及麩胺醯轉移酶(GGT)，在探討健康效應時無明顯的異常率或升高，

與過去研究之結果相似[41]，顯示肝功能指標在長期暴露低濃度之VCM環境下，

敏感度不佳。而國內目前VCM之八小時時量容許濃度已降至3 ppm以下，在此低

濃度下肝功能測試指標受限於敏感度差已無法完整反映勞工的健康實態，而本研

究觀察到VCM勞工在長期暴露低濃度的VCM的情況下，出現胰島素阻抗及脂聯

素調控失衡的現象，顯示指標之敏感度較肝功能指標佳，除此之外，胰島素阻抗

的病理診斷更較肝功能異常來得簡易，因此建議日後VCM作業勞工實施的特殊

危害作業健康檢查應納入肝臟脂肪代謝指標及胰島素阻抗檢測。 

另外，從本研究人口學探討的部分可以發現，參與研究的勞工脂肪肝盛行率

約為19.4%，平均BMI為25.6，國內脂肪肝之盛行率介於25%~36%之間，脂肪肝

盛行率並無明顯較高。然而，本研究因為無針對勞工進行肝臟超音波檢測，所以

無法進一步判斷VCM暴露與毒性脂肪肝炎(TASH)之關聯，國內VCM勞工之

TASH比例有待日後研究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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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VCM作業勞工之健康風險評估 

4-5-1 勞工之非致癌風險評估 

本研究分別以勞工的個人空氣中VCM及EDC暴露濃度之中位數，依第3章

3-2-7節的公式將個人空氣中VCM及EDC暴露濃度除以PEL-TWA，計算各廠勞工

經由空氣暴露VCM及EDC的危害指標，以國內制定之PEL-TWA為參考標準時，

由表 52發現B廠的PVC製程的VCM危害指標有3位大於1，VCM製程的EDC危害

指標有1位大於1，其餘廠別的危害指標皆小於1，顯示Ｂ廠可能有較高之非致癌

風險。 

 

表 52 各廠之 VCM 與 EDC 危害指標 

 危害指標(Hazard Index) 

廠別 製程種類 
VCM 

參考標準(7.65 mg/m3) 

EDC 

參考標準(40.3 mg/m3) 

A 廠 

PVC (n=20) 
0.022 

(0.018-0.029)a 

0.0026 

(0.0014-0.0078) 

VCM (n=20) 
0.020 

(0.015-0.071) 

0.0043 

(0.0015-0.1005) 

B 廠 

PVC (n=19) 
0.066 

(0.022-5.375) 

0.0029 

(0.0014-0.0047) 

VCM (n=22) 
0.023 

 (0.018-0.851) 

0.0072 

(0.0027-1.3492) 

C 廠 

PVC (n=18) 
0.073 

(0.034-0.100) 

0.0055 

(0.0028-0.0066) 

VCM (n=20) 
0.046 

(0.041-0.122) 

0.0034 

(0.0027-0.0086) 

D 廠 VCM (n=5) 
0.299 

(0.167-0.324) 

0.0035 

(0.0034-0.0174) 
a 中位數(範圍) 

 

4-5-2 勞工之致癌風險評估 

本研究之致癌風險是以勞工的個人空氣VCM及EDC濃度計算之，假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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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勞工為輪班勞工，且暴露時間為30年，平均每年的暴露時間約為219天，

每天平均暴露時間為八小時。依照暴露時間將表9之IRIS之吸入單位致癌風險

(Unit Risk)之斜率進行修正，修正後的VCM及EDC致癌單位風險斜率分別為

3.6×10-7 (g/m3)-1及2.12×10-6 (g/m3)-1，VCM的標的癌症為肝臟腫瘤，EDC則是

心血管系統血管腫瘤，最後求得之勞工致癌風險值如表 53所示，由表中的結果

可發現勞工的VCM致癌風險有4位大於10-3可接受之風險，EDC的致癌風險有14

位大於可接受之風險。 

 

表 53 各廠的 VCM 與 EDC 之致癌風險 

廠別 製程種類 

VCM 之致癌風險 

癌症種類：肝臟腫瘤 

中位數(範圍) 

EDC 之致癌風險 

癌症種類：心血管系統血管瘤 

中位數(範圍) 

A 

PVC (n=20) 
5.93×10-5 

(4.83×10-5-7.95×10-5) 

2.25×10-4 

(1.18×10-4-6.59×10-4) 

VCM (n=20) 
5.38×10-5 

(3.82×10-5-1.96×10-4) 

3.64×10-4 

(1.28×10-4-8.52×10-3) 

B 

PVC (n=19) 
1.81×10-4 

(6.10×10-5-1.47×10-2) 

2.48×10-4 

(1.16×10-4-3.95×10-4) 

VCM (n=22) 
6.45×10-5 

(4.88×10-5-2.34×10-3) 

6.12×10-4 

(2.33×10-4-1.14×10-1) 

C 

PVC (n=18) 
1.93×10-4 

(9.34×10-5-2.73×10-4) 

4.70×10-4 

(2.36×10-4-5.58×10-4) 

VCM (n=20) 
1.25×10-4 

(1.13×10-4-3.34×10-4) 

2.88×10-4 

(2.31×10-4-7.26×10-4) 

D VCM (n=5) 
8.19×10-4 

(4.57×10-4-8.90×10-4) 

2.95×10-4 

(2.86×10-4-1.47×10-3) 

 

將各廠之勞工的 VCM 及 EDC 之致癌與非致癌風險評估彙整，並以作業製

程種類劃分 PVC 及 VCM，由表 54 發現 VCM 兩廠的致癌中位數風險分別為

1.11×10-4 及 1.16×10-4，無明顯之差異，但有 4 位勞工的 VCM 致癌風險大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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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之風險。兩廠之 HI 中位數分別為 0.04 及 0.42，無顯著的差異，但是有 3

位勞工 HI 大於 1。EDC 的部分，致癌風險 VCM 廠顯著高於 PVC 廠，且有統計

上的意義(3.90×10-4 與 2.44×10-4，p<0.001)，全部勞工中共有 14 位勞工的致癌風

險高於 10-3 可接受之風險。HI 亦是 VCM 廠顯較高，且有統計上的意義(4.24×10-3

與 2.87×10-3，p<0.001)，共有 1 位勞工之 HI 大於 1。綜合上述的結果可以發現

VCM 作業廠的 EDC 致癌及非致癌風險相對較高，應與 EDC 為 VCM 廠製程之

原料有關。將兩廠之致癌風險與 HI 加總後發現，VCM 廠有較高之致癌風險，且

有統計上的意義(5.23×10-4 與 3.58×10-4，p<0.001)，顯示在 EDC 的共同暴露下，

VCM 廠的勞工總致癌風險較高，建議廠方可進一步改善及控制 VCM 廠勞工的

EDC 暴露濃度，以降低 VCM 廠勞工之致癌健康風險。 

 

表 54 PVC、VCM 廠的 VCM 及 EDC 致癌與非致癌風險 

 
PVC 廠 (n=57) 

中位數(範圍) 

VCM 廠 (n=67) 

中位數(範圍) 
p-valuea 

VCM 

致癌風險 
1.11×10-4   

(4.83×10-5 - 1.47×10-2) 

1.16×10-4 

 (3.82×10-5-2.34×10-3) 
NS 

非致癌風險(HI) 0.04 (0.02-5.38) 0.42 (0.02-0.85) NS 

EDC 

致癌風險 
2.44×10-4   

(1.16×10-4-6.59×10-4) 

3.90×10-4  

(1.28×10-4-1.14×10-1)
0.001 

非致癌風險(HI) 
2.87×10-3  

(1.0×10-3-8.0×10-3) 

4.24×10-3 

 (2.0×10-3-1.349) 
0.001 

VCM+EDC（風險加總） 

致癌風險 
3.58×10-4 

 (1.76×10-4-1.50×10-2) 

5.23×10-4 

 (1.91×10-4-1.14×10-1) 
0.001 

非致癌風險(HI) 
4.41×10-2  

(2.0×10-2-5.38) 

4.78×10-2 

 (1.7×10-2-1.370) 
NS 

a 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統計分析 

NS: Non Significant 



 
 

9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 以勞工的作業區域及製程區劃分高低暴露組，並且比較兩組勞工的個人空氣

中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結果顯示高、低暴露組無明顯的差異，顯示無

法以勞工的作業區域及製程劃分高、低暴露組探討暴露之影響及分布，此原

因可能與工廠勞工之作業方式有關，部分勞工雖然為控制室或是辦公室人

員，但仍然會進行巡視、檢查等作業進入 VCM 相關製程，因此探討 VCM

暴露的影響，應以勞工的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分組探討。 

2. 以勞工個人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中位數劃分成高、低 VCM 濃度組，並探

討兩組勞工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差異，結果顯示兩組無明

顯之差異。然而將平時有服用藥物、維他命之勞工以及肝臟功能異常的勞工

排除後，高 VCM 濃度組勞工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顯著高於

低 VCM 濃度組之上班前、下班後尿液 TDGA 濃度，顯示 TDGA 之濃度分

布可能與藥物攝取及肝臟功能有關，日後在探討時應校正或個別探討。 

3. 在未排除藥物服用及肝功能異常的狀況下，勞工的空氣中 VCM 暴露濃度與

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無明顯之相關，然而將藥物攝取及肝功

能異常的勞工排除並且分高、低 VCM 濃度組探討，結果發現高 VCM 濃度

組的上班前、下班後尿液中 TDGA 濃度與勞工的個人空氣 VCM 濃度顯著相

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539 及 0.396，以上班前尿液中 TDGA 之相關性較為

顯著，認為此相關性應與前日之 VCM 暴露有關，綜合高、低暴 VCM 濃度

的差異性及相關性，皆顯示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可能較適合作為勞工

的暴露指標。 

4. 本研究選擇尿液中 TDGA 濃度較高之尿液樣本進行貯存安定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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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即使尿液樣本貯存於-20℃，尿液中 TDGA 濃度在第一天分析至第七天

的變化超過 20%，因此建議日後分析應儘速於七天內分析完成。 

5. 本研究以勞工的空氣中 VCM 中位數暴露濃度劃分高、低 VCM 濃度組，詳

細探討 VCM 暴露對健康效應之影響，並且嘗試排除個人疾病之影響。然而，

結果卻未發現明顯之健康效應，顯示以個人空氣 VCM 中位數濃度分組無法

有效反映勞工之健康影響。 

6. 以勞工的上班前尿液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分高、低濃度組，結果發現高濃

度組的胰島素濃度及 HOMA-IR 顯著較高，顯示高濃度組勞工的胰島素阻抗

情況較為嚴重，而高濃度組的脂聯素有顯著較低的現象，可能與 VCM 暴露

導致之肝臟脂肪代謝異常有關。 

7. 以 VCM 作業勞工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計算勞工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顯

示以法定容許濃度作為參考濃度分別計算 VCM 及 EDC 之 HI，VCM 之 HI

有 3 位勞工高於 1，EDC 則有 1 位勞工大於 1，致癌風險評估的部分，有 4

位勞工的 VCM 致癌風險大於 10-3 可接受之風險。另外，共有 14 位勞工之

EDC 致癌風險大於 10-3 可接受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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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1.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之結論，暴露 VCM 約 12~20 小時之後尿

液 TDGA 濃度較高，因此上班前尿液之 TDGA 濃度應可反映前日 VCM 之

暴露狀況，但上班前尿液之 TDGA 濃度也易受到下班後之作息影響，如飲

食及有無服用藥物，因此應要避免受試勞工於下班後之藥物攝取，並建議日

後執行 VCM 之生物偵測的採樣時間為空氣採樣隔日上班前。 

2. 本研究以勞工之製程劃分高、低暴露組，發現兩組的空氣 VCM 及 EDC 濃

度無顯著之差異，因此日後應以問卷之時間活動模式分組探討。 

3. 本研究在以尿中 TDGA 濃度中位數劃分高、低濃度組，高濃度組發現胰島

素阻抗及脂聯素分泌失調的情況，這些健康指標與先前研究之結果相似，顯

示日後研究可用胰島素阻抗指標及脂聯素濃度，評估 VCM 暴露造成的肝臟

脂肪代謝異常情況。 

4. 根據本研究之個人空氣 VCM 濃度調查的結果，發現有超過 92.7%勞工的個

人空氣 VCM 濃度未達 1 ppm，更有 96.7%勞工的個人空氣濃度未達 1/2 的

PEL，顯示國內之作業場所之 VCM 濃度已普遍降至 1 ppm 以下。在本研究

調查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發現即使勞工暴露 VCM 濃度已降至 1 ppm 以

下，仍然有部分勞工之致癌風險高於可接受之風險，其中以 EDC 最為明顯 

(14 位超過可接受之風險)，本研究考量作業環境現場濃度之可行性及勞工的

健康安全，因此建議可修訂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的氯乙

烯容許暴露濃度 (3 ppm)至 1 ppm，以保護勞工的健康及安全。 

5. 本研究之空氣中 VCM 及 EDC 暴露濃度分布的調查結果，然仍有三位勞工

之 VCM 暴露濃度超過容許濃度之規範，而一位勞工之 EDC 暴露濃度超過

容許濃度之規範，建議應針對四位勞工之活動內容及作業環境進行調查，找

出可能暴露或逸散的製程，並提出有效之改善方針及控制管理方案。且由個

人空氣暴露濃度之分析結果得知，製程區域內仍有一定濃度之 VCM 與 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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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情形，且該兩種化合物在常溫常壓下均為氣態物質，廠內現行之呼吸防

護具配戴計畫，仍是有其實施且維持之必要。 

6. 根據勞工的時間活動模式資料顯示，除部分辦公室行政人員外，其餘參與本

研究之 VCM 勞工，多半需要進入所屬廠區內之各製程區域進行操作與巡

檢，多數現場勞工的作業內容、屬性、以及作業場所等並無明顯之差異性，

因此不利於相似暴露族群(SEG)之劃分。此外，本研究均以個人採樣進行

VCM 暴露評估，主要之數據資料包括：個人暴露濃度、肝功能指標、脂質

代謝指標、以及尿中代謝物濃度分析等，並搭配個人病史、生活習慣、作業

活動記錄等資料，應可滿足職業衛生對於職場暴露評估之需求。對於暴露與

健康變化趨勢之時序性、相似暴露族群分組與判定、呼吸防護具實施計畫等

需求，建議應收集並累積更多的暴露資料後，以利進行更完整的職場暴露與

健康風險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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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 、勞工健康問卷 

    身份貼紙 貼標處 

一、 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             (1)男 (2)女 

3.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4. 入廠年資：           (年) 

5.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不識字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專 (6)大學 (7)研究所以上 

(8)其他           

二、 工作及職業史調查 

2. 請問來該廠工作前您是否曾從事下列作業? 

工作內容 
若有請打勾 

作業年資為 
       有   無 

1,1,2,2-四氯乙烷作業 □  □        年 

四氯化碳作業 □  □        年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業 □  □        年 

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  □        年 

聯苯胺及其鹽類作業 □  □        年 

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  □        年 

氯乙烯作業 □  □        年 

砷及其化合物作業 □  □        年 

黃磷作業 □  □        年 

聯吡啶或巴拉刈作業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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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目前主要作業區域為 (可複選)？                                             

3.防護具使用情況： 

(1) 請問您在進入製程時有無配戴防護具的習慣_______(1)是，(2)否（若無

請跳答至第三項）。 

(2) 若您進入製程有配戴呼吸防護具的習慣，配戴的種類為何(請依下表填

入代號)___________ 

(3) 請問您在昨日(今日)作業時，是否有配戴防護具________(1)是，(2)否 

三、 生活習慣 

〔以下項目，每週一次以上才算”是”〕 （0）否  （1）是 (若為【是】，請詢

問次數及數量) 

1. 請問您家中是否有點香（包括檀香）？          時間：       小時/天 

2. 是否服用綜合維它命 ？           頻率：       顆/天 

3. 是否服用健身營養補充品 (乳清蛋白、肌氨酸 [肌酸，Creatine]) ？        

頻率：       顆/天 

 

4. 是否服用其它藥物(如感冒藥、感冒糖漿、抗癌藥物) ？ 名稱：           

頻率：       顆/天 

1. 裂解區 2. 冷卻區 3. 分離區 4. 乾燥區 5. 蒸餾區 

6. 氧氯化反應區 7. 合成區 8. 精餾區 9. 儲槽區 10. 回收區 

11. VCM 裝卸 12. 廢棄區 13. 辦公室區 14. 盤面 15. 其他 

A 外科用飛沫口罩 B 簡易型活性碳口罩 C 防塵口罩(N95) D 附濾毒罐面罩

E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F 供氣式面罩 G 自攜式呼吸器 H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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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經常熬夜？________

平常就寢時間： 休假時就寢時間：

抽菸喝酒問卷請參考以下資料：

A.抽菸狀況 

1.您曾有抽菸的習慣嗎？     〔每天 1 支以下，或一生抽菸少於 20 包者，請答

有沒有〕

（0）沒有〔若填寫沒有，請跳 B 項〕     （1）有 

2.請問您幾歲開始有抽菸的習慣？ 歲

3.您現在還有在抽菸嗎？     （0）沒有 （1）有 

平均來講，現在一天抽幾支菸？ 支

4.您曾否戒過菸？     （0）否     （1）有戒，現在不抽了（2）有戒，現在

又抽了

扣去您戒菸的時間，您總共抽多少年的菸？ 年

有抽菸的日子，平均每天抽多少支菸？ 支／天

5.您大部份都抽哪一種菸？    （1）普通香菸（2）菸斗（3）雪茄（4）其他

6.抽菸時吸入的程度：    （1）吸入肺中 （2）吸入口腔中即吐出  

B.二手菸 

1.現在當你在家裡時，身旁常有人抽菸嗎？      (0) 沒有     (1) 有 

C.飲酒習慣 

1. 您是否有喝酒的習慣？      （0）沒有（1）有（每週一次以上請答有，答

沒有者，請跳答 D 大項）2. 您曾經有戒酒過嗎？      （0）沒有（1）有   

扣去戒酒的時間，您總共喝了幾年的酒？ 年

3. 您平常喝什麼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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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市售鋁罐啤酒 330c.c 約等於 6 杯 one shot 杯(50c.c.) 

D 嚼檳榔狀況 

1.您曾有嚼檳榔的習慣？       （0）沒有 （1）有（每週一次以上請答有，

答沒有者，請跳答三）

2.請問您幾歲開始有嚼檳榔的習慣？ 歲

3.您現在還有在嚼檳榔嗎？      （0）沒有（1）有   

平均一個星期嚼多少顆檳榔？ 顆

酒精濃度 市售酒類名稱
每次飲用杯數，請以 one 

shot 杯(50c.c.)計算 
每週飲用次數

1-10% 
冰火、啤酒類、香檳酒類、水果調酒

其他酒類：__________ 

10-20% 

保力達 B、維士比、葡萄酒、奶酒、紅酒、

清酒、米酒、香甜酒、梅酒、米酒

其他酒類：__________ 

20-40% 

38 度金門高粱酒、日本燒酎酒、鹿茸酒、藥

酒、

其他酒類：__________ 

>40% 

威士忌、橙酒、琴酒、白蘭地、伏特加、蘭

姆酒、龍舌蘭、高粱酒類、蒸餾白酒

其他酒類：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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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史 身份貼紙 貼標處

（一）您有沒有罹患以下的疾病並經醫師診斷確定

系統 疾病 是 否

服藥 已診

斷出

多久

系統 疾病 是 否

服藥 已診

斷出

多久

是 否 是 否

A 

呼吸

系統

1.肺炎

2.塵肺病

3.氣喘

4.結核病（肺癆）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F 

泌尿

系統

1.腎臟病變

2.膀胱炎

3.疝氣（墬腸）

4.尿酸過高

5.尿道發炎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年

B 

心臟

血管

1.高血壓

2.心律不整

3.冠狀動脈心臟病

4.其他心臟病

5.低血壓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年

G 

血液

1.再生不良性貧血    

2.貧血

（血紅素 12 以下）  

3.紫斑症

4.顆粒性白血球增多

症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C 

皮膚

1.指甲不正常

2.皮膚過敏

3.黑頭大粒青春痘

4.手掌或腳底角質化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H 

神經

系統

1.偏頭痛

2.多發性神經炎

3.癲癇（羊癲）

4.巴金森式症候群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D 

消化

系統

1.胰臟炎（腰尺炎） 

2.胃、十二指腸潰瘍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I 

內分泌

1.甲狀腺素過高

2.甲狀腺素過低

3.甲狀腺腫大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E 

肝臟

1.A 型肝炎

1.B 型肝炎

2.C 型肝炎

3.酒精性肝臟病變

4 肝纖維化 

5.肝硬化

6.肝、膽結石

7.脂肪肝

(輕度、中度、重度) 

8.藥物性肝炎

9. 其他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J 

其他慢

性健康

問題

1.糖尿病

2.腦血管疾病

3.高血脂症

4.高三酸甘油脂症

5.胰島素阻抗

6.血糖過高

7.其他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K 癌症（請填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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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時間活動記錄表(請紀錄前一日與當日的工作情形)   員工姓名：  

 工作前 24 小時 工作當日 

時段  活動內容 地點 防護具配戴 活動內容 地點 防護具配戴

早上 03：00-06：00       

06：00-07：00       

07：00-08：00       

08：00-09：00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中午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17：00-18：00 

夜班起點 

      

晚上 18：00-19：00       

19：00-20：00       

20：00-21：00       

21：00-22：00       

22：00-23：00       

23：00-24：00       

凌晨 00：00-01：00       

01：00-02：00       

02：0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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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別詢問採樣前一日，是否為正常工時、休假、或有無加夜班之情況

上午訪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下午訪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內容 地點

工作場所內 工作場所外 廠內 廠外

1. 廠區巡視

2. 原物料裝卸

3. 二氯乙烷相關作業

4. 清槽

5. 加料

6. 辦公室(行政)

7. 其他活動

8. 下班時間

9. 工作時段內的用餐

10. 吃飯

11. 抽菸

12. 飲酒

13. 訪友

14. 運動

15. 靜態休閒

16. 睡覺

1. 辦公室區

2. 裂解區

3. 冷卻區

4. 分離區

5. 乾燥區

6. 蒸餾區

7. 回收區

8. VCM 裝卸區

9. 餐廳

10. 廠內其他

11. 家裡

12. 別人家中

13. 車子裡

14. 路上

15. 公共娛樂場所

16. 公共賣場

17. 醫療院所

18. 餐廳

19. 藝文中心、寺廟

20. 廠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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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同意臨床試驗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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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受試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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