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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壓力容器製作及設計，如遇CNS 9788國家標準無相關規定或傳統力學無法計算者，

型式合格廠商及代行檢查機構即面臨無法審查，確認是否有符合壓力容器最高使用壓力之強

度，依目前CNS 9788第11.8節有關檢定水壓試驗之規定：在特殊形狀之壓力容器或壓力容器之

一部分中，以計算確認其強度為困難者，得以CNS 9801第3節（檢定水壓試驗）及CNS 9799附

錄3（實驗性應力解析）之規定，決定該壓力容器或壓力容器之部分之最高容許使用壓力。但

是先進國家例如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大陸，皆已在國家標準中納入了有限元素分析壓力

容器的規定，因此，本文之研究以水壓試驗之實驗及應力解析方法驗證有限元素分析方法，建

立特殊形狀壓力容器的強度檢核模式，本文作為以上研究的精簡報告，本文的研究結果提供給

檢查及代行檢查機構作為參考規範，適用在檢查業務。由於檢查模式之項目及步驟，同時為型

式合格廠商作為強度設計之應力解析項目及步驟，因此型式合格廠商提出有限元素應力解析之

完整項目及其步驟包含輸入及輸出數據給檢查及代行檢查機構，依同樣之項目及步驟檢查其正

確性及數據之完整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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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包括鍋爐、壓力容器與其管道以及儲運、

換熱、分離與反應設備的殼體等結構，被廣泛

應用於化工、石油化工、能源、冶金、醫藥、

食品等製程工業中。這些承壓設備在運行過程

中因各種原因而時有事故發生，會給人的性

命、國家的財產和環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承壓設備的事故發生

次數有上升的趨勢，發生事故的原因不外乎設

備在設計製作時的錯誤，以及使用管理混亂、

違規操作和維護缺失等原因。

尤其是在化工、石油工業以及科技產業

中使用的承壓設備，它們通常是在一定壓力與

溫度的環境下工作，條件比較惡劣，因此承壓

設備的事故時有發生。它們又經常處理易燃、

易爆和有毒的腐蝕性介質，一旦發生事故，極

易產生燃燒、爆炸和有毒介質的蔓延而造成毒

害與環境汙染，其破壞力是十分巨大的。例如

1984年墨西哥城由於儲存液化氣的容器產生
洩漏而引起的火災[1]，造成500多人的死亡，
79,000多人嚴重傷害，並造成巨大的財產損
失，可以說是上個世紀世界最大的工業事故之

一。又例如2005年11月13日，中國吉林石化分
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事故[2]，造成8人死亡、
1人重傷、59人輕傷，使苯胺二車間2座塔、12
台儲罐以及相關管線全部毀壞，直接經濟損失

達二億元，爆炸後產生的部分洩漏物料進入下

水管線後流入松花江，造成嚴重的水汙染。而

我國台塑六輕在雲林麥寮於2010及2011年接連
發生五次以上大規模爆炸工安事故後[3]，台
塑在2013年宣布斥資一百四十億元新建公共管
架，改善老舊管線問題。但六輕廠區的台化芳

香烴三廠，再次於2015年9月22日上午管線氫
氣外洩閃燃引發氣爆[4]，雖幸無人傷亡，沒有

大火，但爆炸威力驚人，數百坪廠房外皮與屋

頂瞬間被炸開，鐵皮四處飛散。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編制的「ASME
鍋爐及壓力容器規範(ASME Boiler & Pressure 
Vessel Code)」[5]自1914年第一版制訂以來
每三年改版一次，在三年中每年出版增補

(Addenda)作補充及修改，每半年出版條款解
釋(Interpretation)。整個規範包含12卷28冊，發
展至今，其已成為國際規範，也是美國國家標

準，鑒於此規範的廣泛普及性和權威性，因此

本文研究「ASME鍋爐及壓力容器規範」以充
分掌握壓力試驗、強度計算及結構要求之規範

重點及其所根據的原理，針對特殊形狀壓力容

器之設計分析建立試驗模式，使試驗具有關鍵

的作用。

壓力容器的傳統設計方法稱為「按規則設

計方法」，並未詳細準確的分析每個部位，而

是使用一些根據基本力學理論結合經驗公式，

滿足選材、安全係數、特徵尺寸、製造工藝的

條件。但，目前先進國家均已制定「分析設計

方法」作為規範，要求設計壓力容器運用有限

元素分析方法於如後的議題上：1.整體構造強
度及變形分析，2.不連續區應力分析：(1)端板
與胴體連接區(2)本體開口接管局部(3)支座支
撐區，3.構造整體挫曲或局部挫曲之穩定性分
析，4.溫度場分析及熱應力、熱變形、熱挫曲
分析，5.探討密封元件強度及密封性的接觸分
析設計，6.壓力容器的斷裂分析、疲勞分析及
熱潛變分析。以上分析目的，使結構強度、可

靠度、壽命趨於更合理。

然而，目前國內壓力容器製作及設計的法

規，仍未明確規定可以使用有限元素法作為設

計的應力解析，如遇CNS 9788國家標準[6]無
相關規定或傳統力學無法計算者，型式合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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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及代行檢查機構即面臨無法審查。若依目前

CNS 9788第11.8節有關檢定水壓試驗之規定：
在特殊形狀之壓力容器，得以CNS 9801之第
3節（檢定水壓試驗）[7]及CNS 9799之附錄3
（實驗性應力解析）[8]之規定，決定該壓力容
器或壓力容器之部分之最高容許使用壓力，作

為檢查認定之依據。

但是綜覽現行國內壓力容器結構安全標

準，包含：CNS壓力容器通則等18篇（如參考
資料之[6-23]所示）、壓力容器安全檢查構造
標準[24]、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25]，我國
國家標準對於特殊形狀壓力容器之設計，確實

需要補充有限元素應力解析，以彌補應力計算

沒有依據的規定，否則沒有法源可以作為設計

及檢查依據。

因此，本文將建立CNS 9788標準以外的屬
於特殊形狀壓力容器之檢核模式，結合檢定水

壓試驗，使用有限元素法，解析壓力容器之應

力強度，以確認是否有符合壓力容器最高使用

壓力之強度，提供型式合格廠商、檢查及代行

檢查機構之參考規範。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有限元素法(FEM)應力解析作為
壓力容器強度驗核時，檢核模式分為基礎和比

較兩個層次，基礎層次是有限元素程序本身之

檢核，以確保有限元素方法的設計參數輸入、

步驟及程式、結果數據之擷取及整理，均是

正確無誤的動作及程序；比較層次是根據CNS 
9799，運用傳統公式應力解析，針對壓力容器
特定點位置，比較計算結果，檢核有限元素分

析結果的正確性；若FEM結果準確程度不足，
則根據CNS 9801實施檢定水壓試驗以及CNS 
9799附錄3的應變測量，進行測量點之應力計
算，以實驗結果比較有限元素分析結果，以確

保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在完成兩個檢核層次，

確定正確無誤之後，才能運用有限元素分析結

果，依據CNS 9788及9799，進行最終目標的壓
力容器應力強度評定。

根據以上所述，本文提出之檢核模式其架

構及內容大綱如圖1所示。

圖1　FEM檢核及應力強度評定之架構

前述兩個層次的檢核模式，本文使用一個

特殊形狀壓力容器為案例，說明其方法及執行

的步驟，以及說明如何使用有限元素分析結果

作為設計之應力強度評定。此案例屬於一種特

殊形狀壓力容器，作為兩個壓力容器之間的雙

口接頭使用，其本體如圖2所示。

圖2　本文案例之特殊形狀壓力容器

1. 有限元素程序之檢核

(1) 檢核模型建模正確性：
A. 開啟製圖軟體，讀取以CAD軟體製作
之3D圖檔。

B. 選擇「工程圖」類型，得到工程圖環境
之三視圖畫面。

C. 使用「智慧型尺寸」功能，比對設計
圖，檢核有限元素分析模型之設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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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包括內徑、厚度，確認是否正確。

(2) 檢核在有限元素分析環境下的物理量單位
及輸入值的正確性：

A. 將有限元素分析軟體之檔案開啟網格化
後之模型圖，如圖3(a)所示，讀取未網
格化之原始模型圖，如圖3(b)所示。

(a)網格化模型 (b)原始立體圖
圖3　FEM分析之立體模型前視圖

B. 由於預設使用長度單位（例如為SI制之
m），因此，以指令對模型中任意兩點
進行量測，確認模型的尺寸是用了預設

的單位制度，若已被縮放成cm或mm之
尺寸數值，則輸入單位應分別使用CGS
或kg-毫米制。確定單位制度後，開啟
材料性質之設定介面，檢核材料性質之

輸入數值，查看在介面中的數值，檢核

密度值、楊氏係數（彈性模數）以及柏

松比是否正確。

(3) 檢核網格化：
讀取網格化模型，檢核厚度方向之

網格層至少為三層以上。並應特別檢核其

解析結果之收斂性，以確定其網格密度是

否足夠，可以藉由比較計算結果應力圖的

Nodal Solu（節點應力結果圖）與Element 
Solu（元素應力結果圖），當兩者應力值
誤差小於3%，代表達成收斂至可接受之
程度。

(4) 檢核邊界條件之設定：
A. 打開符號顯示設定介面：指令於模型中
顯示邊界條件（包含了負荷條件）符

號，如圖4所示。

圖4　模型顯示邊界條件符號
B. 檢核模型邊界條件之施加位置及自由度
拘束是否正確；並且檢核重力場設定，

確認Z軸之重力加速度數值為正確值，
最後檢核內壓負載之設定。

2. 壓力容器有限元素之應力解析後處理

(1) 定義路徑：
以選取節點的方式來定義路徑的點，

須先點選內壁之節點再點選外壁節點，構

成剖面上一條由內壁至外壁兩點之間的連

線。

(2) 激活路徑：
FEM分析壓力容器結果，每次只能映

射計算結果到其中一組路徑上，因此匯出

應力值之前，須先指定（激活）是由哪一

組路徑呈現出線性化結果。

(3) 輸出激活路徑之應力強度數值：
FEM軟體分析結果，以列表方式呈

現指定路徑之應力，得到激活路徑上內

壁及外壁兩節點上所有的應力值，這些

應力值包括了膜應力(membrane)、彎應力
(bending)，膜應力+彎應力、應力集中之
峰值應力(peak)及全應力，每一種應力均
顯示其座標方向之應力分量(SX、SY、
SZ、SXY、XYZ、SXZ)，三個主應力
(S1、S2、S3)，最大剪應力之兩倍(SINT)
以及von Mises應力(SEQV)。不同商用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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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輸出應力種類相同且格式相似，本文

所使用的ANSYS，以其中一條路徑之輸出
為例，如附錄A所示。

3. 應變量測計算之SINT及SEQV檢核

(1) 應變測量試驗方法：
採用檢定水壓試驗方式，根據FEM分

析軟體之有限元素應力分析結果，將壓力

容器選定幾個區域的特定點（有CNS 9799
應力解析計算公式的位置以及脆弱點）貼

上應變規；然後開始以加壓設備施予壓力

容器壓力。試驗結果得到3軸向應變，經
過運算得到平面應力，經主應力計算，應

力強度計算，得到測量點的應力強度SINT
及SEQV，此應力強度分析結果與FEM在
該點之分析結果作比較。

本案例之應變測量如圖5所示，重
複將壓力容器加壓至所需的內壓力施行5
次，每次均洩壓降成0，再施壓至所需壓
力後，例如本文以5 atm作為試驗壓力，將
壓力容器內壓直接加壓至5 atm，靜置一段
時間，穩定後測量其應變值，並五次試驗

取平均值，由內壁及外壁應變量之測量結

果計算應力強度。

(a)測量點1-7 (b)應變測量設備

(c)測量點13-20 (d)測量點8-12
圖5　應變測量點分佈圖及相關設備

(2) 高壓液作用下內壁應變測量技術：
高壓液中測量內壁應變是重要和必不

可缺的，因為內壁受到內壓作用，其應力

狀態是造成結構損壞的原因。但是在壓力

液體中，應變測量時，需解決以下三個技

術問題。

A. 應變計和導線的密封隔離防護：
因為必須保證應變計與被測構件

之間有完全的絕緣，並防止液體介質滲

入而使粘結劑失效，必須對應變計進行

隔離防護。本文的研究使用了含有醫用

凡士林、黃油的軟性塗層，使用時先將

防水劑加熱熔化除去水分，冷卻後直接

塗在已固化的應變計及清洗乾淨的構件

表面上，並避免孔隙和氣泡，完成安裝

後的防護層可以在20～100MPa壓力的
水中實現有效密封。

B. 導線通孔之高壓液密封：
壓力容器內應變計的導線通過容

器端板之開口接頭，如圖6(a)所示錐塞
套筒，再連接至應變測量儀器，其外為

圓柱，內腔為導線通道，成圓錐孔，為

了保證容器高壓液體之密封，內腔用黃

油、松香（或凡士林、松香）的混合物

加上細石英砂作填料，以一次澆鑄填入

接線套筒之內腔中而成凝固體，可承受

壓力100 MPa以上。因為其錐度約1：
5，如圖6(b)所示，得以增強填料的自
緊密封性能，頂部有多個小孔，每個小

孔可穿過數根細導線，裝置的外壁有兩

條環槽，裝有“O＂型橡膠圈和墊圈，
共三道密封。

本文使用環氧樹脂密封劑配方為

環氧樹脂與聚酰胺樹脂，按100：(50～
100)的重量比，通常用高強度漆包線作
導線，如用帶塑料外皮的導線，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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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液滲漏，需將塑料外皮剝去一段並

埋入密封劑，如圖6(c)所示，使導線直
接與密封劑結合，而不會有高壓液沿著

塑料與導線之間隙滲出。

(a)實體

(b)導線錐塞裝置剖視圖

(c)環氧樹脂密封導線通孔剖視圖
圖6　導線之錐塞套筒

C. 壓力效應之補償：
於高壓容器內壁的應變計，除了

隨容器受壓力作用引起應變外，還由於

高壓介質對應變計本身感應柵的壓力作

用，引起其電阻的變化，必須將此本身

受壓應力引致的附加應變從應變讀數中

扣除。壓力效應與介質壓力、應變計

形狀、應變計基底，黏結劑的種類和

厚度、防水塗層軟硬和厚度以及容器形

狀有關，很難進行理論計算，因此需採

用實驗方法測定直接將內壓力之應力影

響，經信號測量後處理的補償方式消

除。

補償法藉由兩試塊各貼一應變

計，其中一試塊置於壓力容器內，另一

試塊置於容器之外，如圖7所示，兩應
變計接成半橋，應變讀數εi為容器內試

塊受三方向均勻壓力所產生的應變εs與

應變計受內壓力效應所致εp之和，即：

εi=εs+εp ……………………………… (1)

其中 εs＝ 
Es

-(1-2μs)
 P，Es、μs分別為

試塊材料彈性模數和泊松比。因此有：

εp＝ εi + 
Es

(1-2μs)
 P …………………… (2)

圖7　試塊測定法

補償法其方式為在容器內放置補

償塊，真實應變ε應在實測的讀數εi中扣

除三向均壓引起的試塊應變εs，即：

…………………… (3)

(3) 由測量應變求主應力的原理：
在內、外壁測量得到的是平面應變分

量，根據Hooke定理，而有平面應變與應
力之關係：

 ………………… (4)

其中E及v為壓力容器使用材料之楊氏
係數及柏松比。上式經過反矩陣運算，得

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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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x-y座標軸為兩正交應變計之方
向，因此將測得之應變為 ，

，代入上式得到：

 …………………… (6)

 …………………… (7)

此外，平面應變之座標轉換公式：

 (8)

其中θ為 與x軸之夾角，因為0˚為x
軸，90˚為y軸，三向應變計分別為 (0˚)、

(45˚)及 (90˚)，括號內為應變計位置
角，將θ=45˚代入上式，得到：

 ………… (9)

因此，三向應變規測量值代入下式，

得到平面剪應變：

 ……………… (10)

且剪應力與剪應變之關係：

將式(6)、(7)及上式之 、 、 代

入平面主應力公式，得到：

其 及 與FEM分析結果之S1及S2為
相同之主應力，再由主應力得到von Mises
應力強度：

以及兩倍最大剪應力之應力強度：

 (11)

因此，檢核外壁FEM分析結果使用公
式：

 (12)

 …… (13)

內壁則使用公式：

 (14)

  
 ……………………………………… (15)

4.  應變測量結果計算SINT及SEQV驗證有

限元素分析結果之比較

本案例以五次試驗取其平均值作計算，計

算結果之應力強度用來檢核FEM軟體分析結果
的正確性。以外壁及內壁應變測量點1至7為例
之應力強度分佈，如圖8所示，其中以實線代表
應變測量實驗結果、虛線代表FEM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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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壁 (b)內壁
圖8　測量點1-7內及外壁之應力強度分佈

比較應變測量結果及FEM分析結果，誤差
較大的位置，內外壁發均生在第4、7、 及

四點，以測量值為準，最大誤差稍微超過20%。
檢視第4點為填角焊道，其堆疊成凸面，

因此實測值的應力變小，在分析中將此處僅當

小圓角處理，因此分析結果應力偏高；相反

的，點7是球型端板引申變薄的位置，此處實
際厚度未獲得原廠數據且困難測量，因此導致

了分析的誤差，得到偏低的值。

比較其他各點，SINT之誤差均遠低於
20%，亦即實際應力=分析應力×1.2，意謂取
安全係數為1.2倍以上，因此20%的誤差為合理
範圍。反之，分析結果若大於實驗結果，代表

是安全的。因此，本文案例所得FEM分析結果
與應變測量之水壓測試結果比較，確認FEM分
析結果可接受。

5. 以應力解析計算檢核FEM分析結果

根據CNS 9799附錄應力解析公式，計算

胴體連續部、端板連續部、兩連續部之接頭處

等位置的應力，亦即根據壓力容器厚壁之外表

面及內表面主應力公式，計算已知壓力時之內

及外表面主應力，計算其應力強度，包括取胴

體、端板之遠離孔口部位應力值，計算結果與

有限元素分析結果相比較。

CNS 9799之應力解析方法依據板殼理論，
其公式在Timoshenko及Woinowsky-Krieger所著
Theory of Plates and Shells[26]中都有詳細的推
導及說明，依據本著作，發現CNS 9799在轉製
於國際標準或其他國家標準時，誤植了非常多

錯誤，例如抗彎剛度 之分子出現

為2次方的錯誤；常數 之指

數出現為 的錯誤，均應訂正為正確的公式來

使用。

CNS 9799附錄1應力解析所載明之公式，
針對的仍為非特殊形狀的圓筒形胴體連續部之

主應力（節2.2.1）、應力強度（節2.2.2），圓
筒形胴體端部受均勻載重時，胴體任一處發生

的變位(w)，回轉角(θ)、（內）彎曲力矩(M)及
（內）剪力(Q)，依變化及內力矩分佈計算胴
體任一處之主應力（節2.2.3），以及承受內壓
力之球形胴體應力解析（節3），圓型平端板
之應力解析（節4），孔部及孔周邊之尖峰應
力解析（節5），不連續部位之應力解析（節
6），附錄2為多管板之間的應力解析。

案例之應力解析與FEM結果之比較，依
傳統應力解析公式所得，比較FEM分析結果，
以本文壓力容器為例，其設計參數見表1，選
取有限元素分析結果如圖9所示之路徑位置為
例，應力解析公式與路徑E1計算結果如附錄B
之表B-1所示，以及路徑E3計算結果如附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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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B-2所示比較。由於根據傳統應力解析公
式所算出之應力與FEM分析結果，以前者為分
母，所求誤差最大有達到25%者，因此須進一
步以檢定水壓試驗的結果來驗證。

表1　設計參數

P=0.5 設計壓力(MPa)

Di=307 上端圓形胴體內徑(mm)

Do=319 上端圓形胴體外徑(mm)

t=6 胴體壁厚(mm)

312 球形胴體內半徑(mm)

6 球形胴體壁厚(mm)

圖9　選取路徑位置

6. 壓力容器應力強度評定

有限元素分析之結果，經過傳統應力解析

計算及應變量測檢定水壓測試，確定其結果足

夠準確，堪用為強度應力評定時，則依據CNS 
9788及9799之規範，將有限元素分析的結果，
進行應力強度評定。評定內容步驟如下：

(1)  應力強度分類及其容許值界限：
依據CNS 9799規定，應按壓力容器

之結構應力分類，根據不同應力分類來進

行應力強度評定，應力評定時分別與許

用應力強度(allowance stress)  比較；其為
CNS 9788及9799所稱為材料的基本容許應
力，也被稱為設計應力強度。

應力分類依照CNS 9799之表1所規

定，應力分類應力強度對應的容許界限則

根據CNS 9799表2規定，本文針對使用之
案例整理在本文之表2，如表2第一列為所
針對壓力容器之部位，第二列為應力分

類，第三列為評定之容許界限，其中k為
外負荷作用的應力加成係數，其值在CNS 
9799之表3所規定。

表2　CNS9799應力分類及應力強度評定

一次應力強度

部位 分類 容許界限

在整體及局部構造連續

處，如胴體、端板遠離

接合處之中心部剖面

Pm ≤ k Sm

Pm + Pb ≤ 1.5 k Sm

整體及局部構造不連續

處，如胴體與接管接合

部、胴體與支撐構造結

合部附近

PL ≤ 1.5 k Sm

PL + Pb ≤ 1.5 k Sm

一次應力 + 二次應力和之應力強度
整體及局部構造不連續

處，如胴體與接管接合

部、胴體與支撐構造結

合部附近

PL + Pb + Q  ≤ 3 k Sm

(2) 案例討論：
A. 選擇應力評定之路徑：應於可能有破壞
之虞的位置，包括形狀改變處、不規則

處、兩不同形狀接合處、尺寸變化處等

進行。因此，本案例進行應力強度評定

的部位有(A)圓筒型胴體、球形端板連
續部之部位，及圓筒型胴體與球形端板

接合處，定義為E1至E3及E11至E17路
徑，如圖10(a)所示；(B)方形管台與胴
體接合處，定義為D1至D5路徑，如圖 
10(b)所示；(C)圓錐型管台與胴體接合
處，定義為F1至F8路徑，如圖10(c)所
示；(D)應力集中之峰值處，定義G2至
G4三條路徑，如圖10(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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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a)　E路徑部位

圖10(b)　D路徑部位

圖10(c)　F路徑部位

圖10(d)　應力峰值處應力強度評定部位

B. 應力強度分類：
(a) 構造連續處之一次應力強度：取應
力數值「MEMBRANE」中的SINT
之值，代表Pm（一次一般膜應力強

度），以其值進行一次應力強度評

定Pm ≤ kSm；另取「MEMBRANE + 
BENDING」中的SINT之值，代表  
（一次膜應力加上一次彎曲應力之

應力強度），其一次應力強度界限

為Pm + Pb ≤ 1.5 kSm。

(c) 構造不連續處之一次應力加上
二 次 應 力 和 之 應 力 強 度 ： 取

「MEMBRANE + BENDING」項目
中的SINT之值，代表PL + Pb + Q，用
於一次應力+二次應力強度評定PL + 
Pb + Q ≤ 3 kSm。

(d) 應力集中處之PEAK項目，其值為尖
峰應力，以及TOTAL項目之值，其
為MEMBRANE + BENDING的值再
加上PEAK值，兩者則用於疲勞分
析。

C. 應力強度之評定：
本文案例之評定不考慮風載重

與地震載重，故依C N S  9 7 9 9表3所
示k之值取為1，依據CNS 9788附表
5.2，不鏽鋼SUS304於溫度40℃之設
計溫度，其材料基本容許應力Sm=130 
MPa(1.5Sm=195 MPa，3Sm=390 MPa)，
以胴體與方型管接合處G2、G3及G4
為例，其一次應力及一次應力+二次應
力和的強度評定之結果見附錄C之表
C-1。

結果及討論

1. 本文提出FEM強度檢核方法，所需之完整
項目及步驟，以及使用壓力試驗和應力解

析來驗證，型式合格廠商據此建立解析報

告書，內容須有完整的項目、正確的步驟

以及完整且正確的輸入及輸出數據，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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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亦須依同樣模式使用FEM分析結果。
2. 對於壓力容器之應力評定，根據CNS 9799

之表1「對代表性事例之應力分類」及表2
「應力分類及應力」，選擇路徑應於可能

有破壞之虞的位置，包括形狀改變處、形

狀不規則處、兩形狀接合處、尺寸變化處

等。

3. FEM應力分析過程的檢核包括了：檢核模
型建模正確性，檢核分析環境，檢核材料

性質設置，網格化及收斂檢核，檢核邊界

條件設置，分析結果正確性檢核，應力強

度評定檢核，才能確認FEM之分析結果具
有可信之準確性，應依據其要領及步驟進

行分析及程序檢核。

4. 有限元素及應變檢測都是需要高度的技術

及正確的理解，除了必要辦理講習課程，

教授有限元素方法使用於壓力容器之分析

與檢核的方法，在講習結束後，且須經過

認證考試及格後授證，才有可能將FEM解
析方法得以推廣成功的運用。

5. CNS 9799之附錄1應力解析，依據板殼理
論建立的應力計算公式，轉製於國際或其

他國家標準，誤植了很多錯誤，使用者應

回歸到原始出處加以校正，使用正確的公

式，才不會作出錯誤的分析結果。

致謝

本研究論文承蒙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105年度研究計畫「非常用形狀壓力容器使
用壓力試驗模式探討及設備完整性實務案例研

究製作」經費支持(ILOSH105-S313)，謹此敬
表謝忱。感謝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研究生張

鈞翔、林展右、彭聖翔、陳玟州等人協助，執

行分析，以及試驗設備建構與實驗。

參考文獻

[1] 勞動部。液化石油氣槽體BLEVE模式建立
與控制對策之探討。勞動部；2002。

[2] 陳俊瑜、王世煌、張國基：產業製程安全
管理與技術實務。五南出版社；2015。

[3] 勞動部。石化工業職業災害預防措施探
討。勞動部；2012。

[4] 勞動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新聞稿。
勞動部；2015。

[5] ASME鍋爐及壓力容器國際性規範，第II
卷，第III卷第1冊，第VIII卷壓力容器建造
規則；2013及第IX卷。

[6] CNS 9788 壓力容器通則。19830112公佈，
20050110修訂公佈。

[7] CNS 9801 壓力容器之耐壓試驗及洩漏試
驗。

[8] CNS 9799 壓力容器之應力解析及疲勞解
析。19830112公佈，20010608修訂公佈。

[9] CNS 9789 壓力容器胴體及端板。19830112
公佈，20050110修訂公佈。

[10] CNS 9790 壓力容器之孔補強。
[11] CNS 9791 壓力容器螺栓之固定凸緣。
[12] CNS 9792 壓力容器之管板。
[13] CNS 9793 熱噴塗金屬和其他無機覆層蓋

鋅、鋁及其合金。

[14] CNS 9794 壓力容器以牽條支撐之平板。
[15] CNS 9795-2005 壓力容器之伸縮接頭。
[16] CNS 9796-2001 以鞍座支撐之臥型壓力容

器。

[17] [17] CNS 9797 壓力容器之夾套。
[18] [18] CNS 9798 非圓形胴體之壓力容器。
[19] [19] CNS 9800-2001 壓力容器熔接接頭之

機械試驗。

[20] CNS 9802-2001 壓力容器之快速開閉蓋裝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12月　第25卷第4期　第229-243頁

240

置。

[21] CNS 9803-2001 壓力容器熔接施工方法之
確認試驗。

[22] CNS 10215-2001 壓力容器之檢窗口。
[23] CNS 10216 壓力容器之用詞。
[24] 勞動部。壓力容器安全檢查構造標準（民

國103年06月27日修正）。
[25] 勞動部。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民國

103年07月01日修正）。
[26] Timoshenko S, Woinowsky-Krieger S. Theory 

of Plates and Shells. 2nd ed. McGraw-Hill; 
1959.

[27] 壓力容器實用技術叢書編輯委員會。壓力
容器設計知識。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

[28] 沈士明：含缺陷承壓設備安全分析技術。
中國石化出版社；2011。

[29] 余傳煒、高炳軍主編：ANSYS在機械與化
工裝備中的應用。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5。
[30] Zeman JL, Rauscher F, Schindler, S. Pressure 

Vessel Design-The Direct Route. Elsevier Pte 
Ltd; 2009.

[31] 丁伯民：ASME壓力容器規範分析與應
用。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



241

特殊形狀壓力容器的有限元素分析強度檢核與驗證方法探討

附錄A　本文分析案例，激活E1路徑

之輸出結果

附錄B　本文分析案例，激活E1路徑

之輸出結果

表B-1　 路徑E1有限元素分析與公式計算應力
強度(MPa)比較表

路
徑

表
面 應力類

FEM
分析A 公式計算B 誤差

A-B (%)

E1

全 一次膜應力 13.11 13.02 0.09 0.69

內 σ1 16.35 13.03 3.32 25.48

內 σ2 7.56 5.76 1.8 31.25

內 σ3 -0.4763 -0.5 0.0237 -4.74

內 一次加二次 16.82 13.53 3.29 24.32

外 σ1 9.872 12.53 -2.658 -21.21

外 σ2 4.815 5.76 -0.945 -16.41

外 σ3 0.017 0 0.017 NA

表B-2　 路徑E3有限元素分析與公式計算應力
強度(MPa)比較表

路
徑

表
面 應力類

FEM
分析A 公式計算B 誤差

A-B (%)

E3

全 一次膜應力 14.89 13.13 1.76 13.4

內 σ1 15.69 13 2.69 20.69

內 σ2 14.92 13 1.92 14.77

內 σ3 -0.489 -0.5 0.01 -2.24

內 一次加二次 16.18 13.63 2.68 19.85

外 σ1 13.64 12.75 0.89 6.98

外 σ2 12.02 12.75 -0.73 -5.73

外 σ3 0.01 0 0.0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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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應力強度評定表

表 C-1　胴體與方形管接合處之強度評定

容器部位 路徑名稱 位置 應力強度(MPa) 應力種類 應力強度評定

一次應力

G2

全體 36.34 PL ≤ 195

外表 174.8 PL+Pb ≤ 195

內表 175.4 PL+Pb ≤ 195

G3

全體 39.68 PL ≤ 195

外表 80.55 PL+Pb ≤ 195

內表 65.04 PL+Pb ≤ 195

G4

全體 44.15 PL ≤ 195

外表 147.2 PL+Pb ≤ 195

內表 148 PL+Pb ≤ 195

一次應力
+

二次應力

G2
外表 174.8 PL+Pb+Q ≤ 390

內表 175.4 PL+Pb+Q ≤ 390

G3
外表 80.55 PL+Pb+Q ≤ 390

內表 65.04 PL+Pb+Q ≤ 390

G4
外表 147.2 PL+Pb+Q ≤ 390

內表 148 PL+Pb+Q ≤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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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溴丙烷暴露及手套防護效能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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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溴丙烷(n-propyl bromide或1-bromopropane, 1-溴丙烷)為替代破壞臭氧層物質(Ozone 

Depletion Substances, ODS)的化合物之一，主要使用於金屬、塑膠、電子和光學元件清洗、去

脂及黏著噴霧(adhesive spray applications)、乾洗、溶劑噴霧(solvent spray)等產品應用。動物實

驗及人體流行病學實驗皆已證實其具神經毒性、肝毒性及生殖發育毒性，ACGIH列為A3，確

認為動物致癌物。目前我國尚並未訂定職業容許暴露標準，但在日本、美國及國內皆已有職業

病確診案例，由此可見1-溴丙烷職業暴露問題不容忽視。

勞安所104年調查國內溴丙烷使用廠家，並採集區域及個人空氣暴露樣本，以瞭解勞工溴

丙烷暴露實態。採樣結果發現直接暴露組(清洗作業勞工)之作業環境空氣中溴丙烷濃度高於US 

EPA推薦之職業容許暴露濃度25 ppm、Cal OSHA的5 ppm及ACGIH所訂定的TLV 0.1 ppm。

另本研究亦測試廠家及工業上常用之5種防護手套：氯丁橡膠(Neoprene)手套、丁腈

(Nitrile)手套、天然乳膠(NRL)手套、丁基橡膠(Butyl)手套及銀盾(Silver Sheild®)手套，前四種

手套皆於15分鐘就發生滲透現象，無法有效保護勞工手部皮膚對1-溴丙烷的暴露；建議提供勞

工配戴銀盾手套作為手部防護措施，但是總使用時間以8小時為原則。

關鍵字： 1-溴丙烷、職場暴露、作業環境測定、手套防護

民國 105 年 5 月 6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8 月 23 日接受。 
通訊作者：鄭乃云，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電子郵件信箱： acer3192@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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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較於氟氯碳化物，1-溴丙烷在大氣中的
壽命較短，約為10天，能夠較有效率地於對流
層中被去除，且毒性低，美國環保署於2007
年07月30日起正式將1-溴丙烷（即正溴丙烷）
列為金屬清洗、電子產品清洗及精密清洗的

可接受替代品，主要為取代CFC-13及三氯乙
烷(methyl chloroform)。1-溴丙烷因具能洗去
油脂的特性，且因其沸點低，可降低乾燥時

間、能源成本、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等優勢，已被廣泛應用為清洗
溶劑。美國統計近幾年的生產量大約在一百萬

至一千萬噸間[1]。依據我國勞動部職安署化學
品報備與許可平台統計，國內1-溴丙烷的申報
使用量約為一千八百多噸。早期1-溴丙烷主要
做為溶於脂肪、蠟或樹脂之溶劑，或是藥物、

殺蟲劑、銨化合物或香精香料等製作過程中，

合成反應的中間體。現今則有許多商業和工業

將此溶劑用於清洗金屬零件或電子儀器上，1-
溴丙烷可以蒸汽、浸泡清洗或是脫脂操作的方

法用於清洗金屬、塑料、電子和光學元件產品

等，也應用於噴塗膠粘劑和乾洗作業，此外1-
溴丙烷也可能是某些氣膠噴霧產品中的成分[1-
2]。因此，1-溴丙烷暴露可能發生在清洗金屬
或電子儀器、噴塗膠粘劑、清洗油脂、噴蠟或

樹脂等各類作業工作場所之中。

1-溴丙烷具沸點低、揮發性大的特性，容
易揮發於作業場所中，致使溶劑使用人員遭受

暴露。1-溴丙烷的職業暴露主要是經由作業中
暴露到溴丙烷的揮發氣體而吸入，或可能於

使用溴丙烷作為溶劑的清洗過程中造成皮膚

接觸，少數狀況也會經由其他暴露途徑直接進

入人體，例如誤食攝入、眼睛碰觸等等。短

期急性暴露於1-溴丙烷可能造成刺激性過敏，

在眼、耳、鼻腔甚或喉嚨都有可能造成急性刺

激反應。症狀可能為：皮膚炎、噁心嘔吐、貧

血、肝損傷和肺部疾病等。另毒理學研究暴露

1-溴丙烷對其周圍神經系統及中樞神經系統有
不良影響，調查發現受到暴露的勞工亦出現有

下肢疼痛或感覺異常的狀況，還有行走困難、

痙攣性癱瘓、遠端感覺減退和反射亢進等，亦

伴隨著噁心和頭痛，這些患者的血液中也被檢

驗出1-溴丙烷的濃度超過一般人的標準值，顯
示這些症狀都證明是暴露於1-溴丙烷後所產生
的神經性危害反應[3]。

過去已有多篇報導顯示溴丙烷作業勞工可

能暴露高濃度之溴丙烷而產生不良健康效應。

中國一項大型的病例對照研究，針對86名在製
造1-溴丙烷的工廠工作的員工完成3年的追蹤研
究，總暴露濃度在0.06至114.8 ppm之間，結果
發現1-溴丙烷暴露濃度與其健康效應有很強的
劑量反應關係[4]。OSHA於2013年針對應用到
1-溴丙烷溶劑之作業環境包括脫脂、黏膠劑噴
塗和乾洗作業進行暴露調查，發現作業環境空

氣中溴丙烷暴露濃度介於0.08 ppm至254 ppm之
間[5]。

Ichihara等人(2004)的病例報告及觀察研
究中，發現大部分作業勞工在作業現場均沒有

配戴防護手套，或是僅配戴天然乳膠手套或其

他不合適的防護手套進行金屬清洗的工作，這

些手套都無法有效地阻隔皮膚與正溴丙烷的接

觸，因而暴露在危害之中，這可能是是導致近

年來陸續增加正溴丙烷中毒的職業災害發生案

例的因之一[6]。
吸入蒸氣或噴霧、食入、眼睛或皮膚接

觸均為1-溴丙烷可能之暴露途徑，然而作業勞
工主要透過吸入、皮膚接觸等方式造成職業暴

露，而產生健康危害。過去文獻已報導多起勞

工因職業接觸1-溴丙烷引發職業病之案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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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
針對溴丙烷之8小時量平均暴露標準閾限值
(Threshold Limit Value-Time Weighted Average, 
TLV-TWA)，2005年時制定的標準值為10 ppm 
(即50 mg/m3)，於2014年03月調降至0.1 ppm，
顯見已有更明顯且確切之溴丙烷之暴露危害證

據。

材料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調查國內3間溴丙烷使用廠家，
其中2家（A、B廠）為半導體製造工廠，以溴
丙烷作為清洗溶劑，進行電路板清洗作業，另

1家（C廠）為清洗金屬體育用品部件之公司。

2. 作業現場訪視結果

(1) A廠：半導體製造工廠
A廠清洗作業區約獨立空間，與其他作業

區間有實體牆面加以區隔。勞工作業環境為一

密閉的空間，清洗作業由清洗機進行，勞工僅

須進出運送待清洗物品至清洗槽，不須執行清

洗動作，亦不須直接接觸1-溴丙烷。一次清洗
作業中勞工於清洗作業區中停留時間通常不超

過5分鐘，每日清洗作業次數不定。清洗線作
業勞工於溴丙烷作業區穿著相當於等級D級之
防護衣，手部配戴一般拋棄式天然乳膠手套。

(2) B廠：金屬運動用品清洗工廠
廠區使用1-溴丙烷清洗運動用品零件，該

場清洗作業區為開放性，清洗過程中，其他區

域可聞到1-溴丙烷氣味飄散空氣中，顯示1-溴
丙烷溶劑可能溢散至非清洗區的其他區域。清

洗作業勞工需以人工拿取金屬部件放入溴丙

烷清洗槽，故做業勞工可能有皮膚接觸1-溴丙
烷之可能。另勞工於清洗過程中僅著工廠工作

服，但1-溴丙烷清洗作業區者，有配戴附活性
碳濾毒罐之半面罩式防毒面具，以及一般拋棄

式天然乳膠手套。

(3) C廠：半導體製造工廠
清洗作業區分為三個裝有1-溴丙烷溶劑之

清洗區域，整個作業區無可開啟之窗戶，進出

口僅以門簾作為區隔擋護，並無獨立設置之空

調系統。清洗作業由清洗機進行，勞工僅須進

出運送待清洗物品至清洗槽，不須執行清洗動

作，負責清洗人員身著防塵衣，手部配戴丁腈

橡膠手套將待清洗之電路板放進清洗槽中。

3. 作業環境測定

本研究針對3家使用1-溴丙烷之廠家進行
環境採樣及個人採樣，以瞭解作業勞工暴露

情形。本研究以活性碳管(SKC 226-01, 100/50 
mg)作為採樣介質。環境採樣部分，將活性碳
管架於作業勞工呼吸區高度，流量設定各約

200 mL/min，採樣時間約為6小時，再以6小時
時量加權平均濃度估算。而個人採樣部分，針

對使用溴丙烷製程勞工進行隨機抽樣選取暴

露測定對象，於正常工作時段以個人採樣方

式，一天連續6小時暴露溴丙烷樣本，估計作
業勞工對該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8小時時量加
權平均暴露濃度(8-hour time-weighted average, 
TWA)。於勞工作業前，將採樣幫浦配戴於勞
工腰部，搭配塑膠管及活性碳管，流量率設定

各約為200 mL/min，將採樣口設置於接近於勞
工作業呼吸區帶，採樣時間約為6小時。採樣
結束後，將活性碳管套上鐵氟龍蓋，放入冰桶

低溫保存，送回實驗室以氣相層析質譜儀進

(GC/MS)行分析，分析設定條件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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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C/MS分析條件

GC/MSD Agilent-6890N with 5973N-MSD

注射口溫度：150˚C 溫度—偵測器：230˚C

注射口流量：74.1 mL/min 　　—管柱：

流率—氦氣：1.0 mL/min 　　　30˚C/min

分流比：1/70 60˚C   100˚C 

　　　(6 min) 

4. 手套抗溴丙烷滲透測試

(1) 名詞解釋
A. 破出時間(Breakthrough detection time, BT)

從手套外側最初接觸測試化學物質開始，

第一次在手套內側檢測出試驗化學物質的

採樣時間點。ASTM F739-12之標準為滲透
速率達到0.1μg/cm2/min.，即為發生破出。

B. 延遲破出時間(Lag breakthrough time, Lag-
BT)
當化學物質開始滲透手套進而被收集介質

吸收並分析後，繪製累積滲透量曲線圖，

由曲線穩定狀態之各點計算斜率，由該斜

率推估滲透量為0時之時間點[7]。
C. 滲透速率(Permeation rate, PR)

在完整的滲透試驗過程後，依累積滲透

量、經過時間及滲透裝置接觸測試溶液面

積，計算單位時間及單位面積內之滲透速

率。公式為：

滲透速率(PR)= 
累積滲透量(μg)

累積滲透量經過時間(min)×手套暴露面積(cm2)

D. 穩定滲透速率(Steady-state permeation rate, 
SSPR)
當滲透過程測試溶液滲透待測手套達到穩

定狀態時，計算穩定狀態時之累積滲透

量、經過時間及滲透裝置接觸測試溶液面

積，得到單位時間及單位面積內之滲透速

率，即為穩定滲透速率[8]。其計算公式 
如下：

穩定滲透速率(SSPR)= 
穩定狀態時之累積滲透量(μg)

穩定狀態時之累積滲透量經過時間(min)×手套暴露面積(cm2)

(2) 測試方法
本研究選擇訪視工廠中，作業人員使用

之抗溴丙烷手套，以及其他工業常用抗有機溶

劑之手套，共五種（表1及圖1）：氯丁橡膠手
套、天然乳膠手套、丁腈手套、丁基橡膠手

套、氯丁橡膠手套及銀盾手套，作為滲透試驗

測試手套。

表2　滲透試驗測試手套規格

手套種頪 尺寸 厚度 圖

工業用氯丁橡膠手套
(Neoprene rubber glove, 
NP Glove)

M 0.9mm

工業用天然乳膠手套
(Natural rubber latex 
glove, NRL Glove)

9" 0.46mm

工業用丁腈手套
(Nitrile glove, NR Glove) 9" 0.28mm

工業用丁基橡膠手套
(Buty rubber glove, BR 
Glove)

10" 0.33mm

銀盾手套
(Silver Shield® glove, 
SH Glove)

10" -

本研究參考美國材料試驗協會測試標準方

法ASTM F739-12。測試方式為將測試手套固定
於左右兩個腔室（右：滲透腔，左：測試腔）

中間，手套外側面向測試腔，即為接觸待測化

學物質(Test chemical)，內側面向滲透腔，即為
接觸收集介質(Collection medium)。測試裝置
如圖1。每次滲透試驗兩腔室內皆各放入1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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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測試溶液以及收集介質，試驗過程每15分鐘
採樣一次，採樣時，每取出一定體積之收集介

質，則再補回同樣體積之收集介質，當滲透速

率達到0.1 μg/cm2/min即認定發生破出，以此參
數計算本研究裝置認定收集腔可偵測破出濃度

應為0.0327 μg/mL，即當收集腔測得測試溶液物
質達此濃度，防護手套即被認定有破出現象。

圖1　手套抗溴丙烷滲透測試裝置

圖2　手套抗1-溴丙烷滲透試驗流程

結果與討論

1.  溴丙烷作業廠家之作業環境採樣分析結果

三家工廠空氣採樣的結果顯示，A廠的個
人暴露濃度及環境濃度皆為三廠中最低的，可

能是該廠作業區面積較大，清洗槽口僅有兩

個，因此時量平均暴露濃度比其他兩廠小。而

B廠的個人暴露濃度最高，推斷可能是該廠作
業區為開放式，不僅有清洗作業，烘乾及包裝

作業皆在此進行，作業人員停留的時間較長，

暴露到的濃度皆高於其他兩廠；但作業環境濃

度則低於C廠，可能是其作業區面積大於C廠，
導致濃度擴散而降低。C廠之作業環境暴露濃
度是三廠中最高的，高於其他兩廠二至三倍

多，推測該廠作業區空間較狹小，半密閉且無

獨立通風系統，讓環境濃度不斷累積而增加，

但是其作業人員因並無長時間待在裡面進行清

洗作業，個人暴露濃是低於B廠的。而三廠中
的暴露濃度測定結果皆顯示，作業人員本身的

暴露濃度，1-溴丙烷清洗線的勞工皆高於間接
暴露族群的勞工，顯示以1-溴丙烷為清洗溶劑
的作業方式，確實會影響並增加勞工暴露於1-
溴丙烷的機會。

以三家廠之調查結果與Hanley等人針對
degreasing製程的暴露調查結果0.08–21 ppm比
較，並未特別高出類似的製程[9]。如以三廠
家的採樣結果之分布推估，暴露組（清洗作

業勞工）個人呼吸區空氣濃度的第95百分位
(95th percentile)範圍為18.77–25.88 ppm，作業
區域內空氣濃度的第95百分位(95th percentile)
範圍為9.49–27.30 ppm，高於US EPA推薦之職
業容許暴露濃度25 ppm、Cal OSHA的5 ppm及
ACGIH的TLV-TWA 0.1 ppm。依AIHA建議之暴
露分級概念，無論採用那一單位所建議或規範

之標準為OEL，皆屬於等級四(95th percentile > 
OEL)，因此，建議雇主應積極進行工程改善，
有效降低勞工之危害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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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作業環境空氣採樣結果 (濃度單位：ppm)

A廠

樣本屬性
濃度範圍
（8小時-時量
平均）

算數平均±
標準誤

第95百分位 p

個人間接暴露
a (n=2) 0.045-0.055 0.05±0.005 0.06 0.0283*

個人直接暴露
b (n=1) 0.036 0.036 - 0.2293

區域定點
c (n=11) 0.06-28.36 4.76±2.41 9.49 <0.0001*

B廠

個人間接暴露 (n=5) 3.43-17.04 7.58±2.65 12.77

個人直接暴露 (n=5) 0.04-30.39 12.87±6.64 25.88

區域定點 (n=49) ND-25.88 7.48±1.10 9.63

C廠

個人間接暴露 (n=6) 0.06-20.46 3.84±3.33 10.37

個人直接暴露 (n=5) 0.06-23.61 8.55±5.22 18.77

區域定點 (n=19) 0.17-42.92 22.46±2.47 27.30

a: 三廠之個人間接暴露結果以Kruskal-Wallis test 進行分析
b: 三廠之個人直接暴露結果以Kruskal-Wallis test 進行分析
c: 三廠之區域定點分析結果以ANOVA進行分析
*: p < 0.05

2. 手套抗溴丙烷滲透測試結果

本研究共測試五種工業用手套，其中氯

丁(Neoprene)手套、丁腈(Nitrile)手套、天然乳
膠(NRL)手套及丁基橡膠(Butyl)手套於接觸1-
溴丙烷溶液兩小時試驗過程發生破出，破出

時間、延遲破出時間和穩定滲透速率如表4所
示，三種手套之破出時間皆為15分鐘；而銀盾
(SH®)手套則在8小時滲透試驗中，都沒有破出 
發生。

在2小時1-溴丙烷溶液滲透試驗中，氯丁
橡膠(Neoprene)手套、丁腈(Nitrile)手套、天
然乳膠(NRL)手套及丁基橡膠(Butyl)手套，皆
於第15分鐘就發生破出，氯丁橡膠(Neoprene)
手套試驗開始至120分鐘累積最高滲透量為
3950.53 mg，最大滲透速率可達到8.29 mg/cm2/
min；丁腈(Nitrile)手套試驗開始至120分鐘累積
最高滲透量為5136.07 mg，最大滲透速率可達

到8.73 mg/cm2/min；天然乳膠(NRL)手套試驗
開始至120分鐘累積最高滲透量為4869.63 mg，
最大滲透速率可達到8.28 mg/cm2/min；丁基橡
膠(Butyl)手套試驗開始至120分鐘累積最高滲透
量為3490.56 mg，最大滲透速率可達到5.94mg/
cm2/min，繪製其時間與累積滲透質量及滲透速
率之關係圖，如圖2及圖3所示。其中氯丁橡膠
(Neoprene)手套為兩層設計，外層為氯丁橡膠
材質，內層為棉布材質，在1-溴丙烷滲透的過
程中，其間隔會被分離，手套中央因膨脹而留

滯1-溴丙烷溶液，因氯丁橡膠(Neoprene)手套於
第15分鐘破出後達到最大滲透速率，隨後因膨
脹現象降低滲透量而讓滲透速率逐漸降低，再

趨於平穩；其餘三種手套則為單層單一材質設

計，於破出發生後，逐漸維持穩定滲透速率。

表4　手套抗1-溴丙烷滲透試驗結果

手套材料 試驗次數
破出時間

(min)
延遲破出 
時間(min)

穩定滲透速率
(mg/cm2/min)

工業用氯丁橡膠
(Neoprene)

第一次 15 27.02 7.33

第二次 15 0.03 0.01

第三次 15 8.45 0.01

工業用丁腈
(Nitrile)

第一次 15 0.69 7.35

第二次 15 12.15 9.41

第三次 15 3.83 8.39

工業用天然乳膠
(Natural rubber latex)

第一次 15 2.51 8.33

第二次 15 7.60 8.12

第三次 15 12.78 9.77

工業用丁基橡膠
(Butyl)

第一次 15 4.38 7.20

第二次 15 4.80 6.62

第三次 15 10.46 6.92

銀盾
(Silver Shield®)

第一次 > 480 - -

第二次 > 480 - -

第三次 > 480 - -

- 同一種材質手套進行3次樣本測試
-  8小時滲透試驗結果，均無破出發生，因此無法計算累積滲透量及滲透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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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各測試手套累積滲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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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各測試手套滲透速率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空氣採樣結果發現，A廠空氣中1-
溴丙烷濃度雖高，但清洗作業由清洗機進行，

勞工僅須進出運送待清洗物品至清洗槽，不須

執行清洗動作，亦不須直接接觸溴丙烷，故其

個人暴露為三廠中最低。而B廠的個人暴露濃
度最高，推斷可能是該廠作業區為開放式，不

僅有清洗作業，烘乾及包裝作業皆在此進行，

作業人員停留的時間較長，且無論清洗或非清

洗作業勞工均處於同一環境，故兩者之1-溴丙
烷之暴露濃度均較於其他兩廠。C廠之作業環
境暴露濃度是三廠中最高的，高於其他兩廠二

至三倍多，推測該廠作業區空間較狹小，半密

閉且無獨立通風系統，讓環境濃度不斷累積而

增加。

另調查發現廠家之清洗機台因最初設計

之局部排氣裝置錯誤甚至無排氣裝置，導致於

清洗過程中1-溴丙烷逸散至作業環境之情形嚴

重，當作業勞工長期暴露於此環境，可能會造

成不良之健康影響。本研究調查三間廠家之空

氣採樣結果，作業環境空氣中1-溴丙烷濃度及
清洗作業勞工個人呼吸區1-溴丙烷濃度之第95
百分位(95 percentile)，高於ACGIH所訂定的TLV 
0.1 ppm，依AIHA的暴露分級規範，皆屬於第
四級以上，雇主應採取積極之作業環境改善，

以避免勞工發生1-溴丙烷之過量暴露危害。
本研究針對工業衛生上常使用於防護1-溴

丙烷之防護手套―氯丁橡膠(Neoprene)手套、
丁腈(Nitrile)手套、天然乳膠(NRL)手套及丁基
橡膠(Butyl)手套進行抗溴丙烷滲透測試，皆於
15分鐘內即發生破出，顯示所使用之手套均無
法有效保護手部皮膚對於1-溴丙烷的暴露，而
銀盾(SH®)手套於實驗過程中8小時均無發生破
出的現象。

本研究調查3家1-溴丙烷使用廠家之作業
環境空氣與個人暴露情形，結果發現作業環境

中1-溴丙烷濃度均高於目前國際上現有之容許
濃度標準，但因清洗過程，人員之操作方式、

是否直接及長時間接觸清洗物件，均會導致個

人暴露上有極大的差異。若勞工與1-溴丙烷清
洗機台處於同一作業環境，極可能長時間暴露

逸散之1-溴丙烷。文獻顯示，1-溴丙烷可透過
吸入或皮膚吸收等暴露進入人體，造成健康影

響，本研究之現場調查發現，部分勞工於作業

過程中僅佩戴平面活性碳口罩及乳膠手套作為

個人防護具，且防護手套並未每日更換，另由

勞工尿液中亦可發現1-溴丙烷之代謝物，顯示
勞工即便已佩戴個人防護具，仍可能因為防護

效力不足而暴露1-溴丙烷。本研究已透過實驗
分別測試工業衛生上常用5款之防護手套，其
溴丙烷防護效力，發現僅銀盾手套可8小時有
效防止1-溴丙烷滲透。若作業勞工需長時間接
觸1-溴丙烷，建議可佩戴銀盾手套，但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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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不超過8小時為原則，以降低1-溴丙烷之
皮膚暴露危害。建議未來研究亦可進一步探討

不同呼吸防護具對1-溴丙烷之防護效能，以提
供勞工有效之呼吸防護具，降低1-溴丙烷之吸
入暴露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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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Bromopropane (n-propyl bromide or 1-bromopropane, 1-BP), a replacement of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ODS), mainly used for metal, plastic, electronic and optical elements cleaning and 
degreasing, adhesive spray applications, dry-cleaning solvent spray and other applications. The animal 
studies and huma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neurotoxicity, hepatotoxicity, 
and reproductive and developmental toxicity of 1-BP. The ACGIH classified 1-BP as an A3 chemical, 
confirmed animal carcinogen. At present, our government does not announce the permissible exposure 
level of 1-BP. However, several confirmed occupational dise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t indicated that the occupational exposures of 1-BP cannot be ignored.

This project investigated the exposure profiles of three manufacturers which used 1-BP in their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Personal and area ai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exposure status of workers. The concentrations of area samples exceeded the recommended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 suggested by either US EPA, Cal OSHA or ACGIH.

Five most commonly used protective gloves - neoprene gloves glove, nitrile glove, natural latex 
glove, butyl rubber glove and Silver Shield® glove were tested for the protective efficiencies of 1-BP. 
Except for Silver Shield® glove, the other four gloves were broken through by1-BP within 15 minutes 
without effective protection. Silver Shield® glove was recommended to be used to provide workers 
the appropriate hand protection, but the total use time should not exceed eight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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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化學品涉及各個經濟領域，且可能對人類健康與環境造成影響，使化學品管理引起

各界的重視。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及歐盟

(European Union, EU)等，都已發展出一套化學品管理制度以掌握危害資訊；國內目前有環保

署、勞動部及消防署等分別針對管轄範圍內的化學品進行列管，但是各單位所列管危害物質不

盡相同，造成研擬危害預防對策的資訊不完整。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建立科學園區危害物質資

訊管理示範系統，提供事業單位自主申報危害物平台，同時俾利檢查機構掌握危害物質資訊流

布、擬定防災對策及進行風險管理。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危害物質管理機制，並與中部科學園區合作，透過專家會議及事業單位

座談會議，研擬出一套區域性危害物質地理圖資資料庫管理系統。研究結果完成中部科學園區

危害物質地理圖資與資料自主申報平台，共50家事業單位登錄化學品資料並進行專家現場查核

220場次，彙計總共申報超過7,800筆資料，統計超過2,000種以上的危害物質，其中有機溶劑使

用量最多的為甲苯、特定化學品使用最多的為四甲基銨、環保署列管毒化物中使用最多的為第

四類毒化物丙烯酸丁酯。本研究建置之系統化危害物質地理圖資資料庫，對政府管理單位具有

整合危害物質資源、應變資源等功能；對事業單位有研訂化學品分級管理、規劃危害控制措施

及緊急應變等功能，延伸應用亦相當廣泛。本系統將推廣至其他區域性組織或事業單位應用。

關鍵字： 危害物質、化學品資料庫、地理圖資、科學園區

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7 月 13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8 月 23 日接受。 
通訊作者：劉立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 
電子郵件信箱：liwen@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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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由於化學品普遍被各界使用，可能造成人

類健康與環境保護之不良影響，使得化學品的

危害管理已引起國際重視。為掌握化學品的資

訊，國際組織及各國管理單位發展出許多化學

品管理制度，然而，我們對於創新製程所使用

的危害物質，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化學品資訊，

用以完成基本的危害性評估；尤其高科技製程

研發階段、新製程使用的新危害物質，更屢見

危害資訊不足的問題。

目前國際間危害物質的管理上，歐盟

新化學品政策(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 REACH)是主要的焦
點，REACH在經過多年建置、評估、修正和
諮詢後，於2007年6月起正式實施。REACH建
置主要以危害物質的預防為原則，科學數據涵

蓋安全評估、風險評估與管理。要求製造/進
口商、下游使用者在製造、買賣及使用化學品

時，應降低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產生之衝擊，改

善化學品生產的安全與控制，進而規範對於生

產輸出企業之管理與合作的機制。若企業未於

相關規定的時間內提交化學品的註冊相關資

訊，該企業便無法在歐盟市場內製造或進口化

學品[1]。
除了REACH之外，各國、各地區對於危

害物質，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日本是最

早針對化學工業所使用的危害物質做管理的國

家，戰後的日本對於化學品對人體的傷害有深

刻的體認，因此對於化學品的生產與使用於早

期即進行管理與管制。隨著化學工業的發展，

在新的化學品不斷出現的情況下，產生了許多

自然條件下難以分解且具有高濃縮特性的化學

品，日本發現以往的管理理念無法因應化學工

業的發展，因此，原日本厚生省和通產省（現

為厚生勞動省和經濟產業省）聯合制定了管

理化學品審查和製造的法律《化學品審查規制

法》（簡稱化審法，Chemical Substance Control 
Law, CSCL）。同時也是全球第一部對新化學
品制定事前審查制度的法律。在化審法的規定

下，日本對於化學品生產前或進口前需要先進

行申報，製造商或進口商須事先向厚生勞動省

和經濟產業省提出申報，並提交該物質的生物

分解性、蓄積性和毒性數據，經由專家委員會

進行審查，經審核通過的化學品項目將授予許

可證，並且僅限使用於政府核准的用途[2]。
加拿大則是推行了化學品管理計畫

(Chemicals Management Plan, CMP)，此計畫主
要目的是保護加拿大人民及其環境避免遭受有

害化學品的影響。CMP的推行主要是進行化
學品的監查控制與研究，同時由政府主導該計

畫的執行，以確保化學品在製造與使用上不會

造成人體傷害。加拿大利用此計畫制定出一份

時常更新的化學品清單，此份清單將須要限制

或有風險的化學品分成數種類別，並進一步判

定對於人類及環境的影響，依據影響程度分成

高、中、低三種層級分別進行管理[3]。
美國針對各類化學品的管理，係依據

國家法律及其相關行政法規進行分工分別管

理，主要管理的機構分別為：職業安全衛生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 S H A )、食品和藥品管理局 ( F o o d  a n d 
Drug Adminis t ra t ion,  FDA)及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等。美國
OSHA最高指導原則為「提供勞工一個安全衛
生的工作環境」，主要針對工作場所的安全和

健康標準進行制定與管理，降低或減少因工作

造成的生病、受傷和死亡。除此之外，為了提

升化學品相關的安全及預防措施，美國OSHA
制定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制度，除了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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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學品危害分類，同時也針對災害預防有

更進一步的說明[4]。而化學品申報管理及污
染防治，則由美國EPA進行，技術評估及化學
檢測分析實驗分別由其研究與發展部門(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D)及各分區
化學品安全及污染預防部門(Office of Chemical 
Safety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OCSPP)之實驗
室來執行。美國FDA，主要負責對美國國內生
產及進口的食品、膳食補充劑、藥品、疫苗、

生物醫藥製劑、血液製劑、醫學設備、放射性

設備、獸藥和化妝品等進行監督管理。

中國大陸化學品管理相關部會有國務院、

公安部、工業資訊技術部、環保部、海關總

署及商業品檢工作安全等行政部門[5]，目前
化學法規在中國的發展還沒有涵蓋化學品的整

個生命週期，相關法規為化學品首次進口及

有毒化學品的進出口規定、新化學物質環境管

理辦法、新化學物質危害評估的準則、廢棄危

險化學品環境污染的預防和控制措施等。針對

新化學品，2010年中國於新法規範了申報、登
記與分類管理，並已初步建立專業團隊檢測、

評估和管理新化學物質的，未來將採用適當

智慧整合型測試方法(appropriate intelligent or 
integrated Testing Strategies，ITS)預測化學品毒
性與暴露參數。

近年台灣地區工業蓬勃發展，就台灣進、

出口產值而言，化學或其相關工業產品的進、

出口貨物價值占有相當程度的比重[5]，然而，
對於化學品危害認知並無更深刻的體認，因此

台灣相關災害事故頻傳，事故發生地點不外乎

危害物質運作工廠、儲存場所、在運輸過程中

發生事故等，事故發生人員則是以危害物質相

關工作人士為主。事故發生也以人為因素、製

程等問題，導致危害物質發生洩漏、火災甚至

爆炸等多種類型災害事故，遑論地震可能引起

的重大化學品災害。因此，台灣急需要針對化

學品進行有效的管理，惟台灣目前並無針對化

學品做系統化的整理，故本研究建立一套系統

化的危害物質管理方法，以便掌握危害物質之

流布，包含處置、使用、儲存危害物質的種

類、數量、物質安全資料與管理情形等資訊，

從而達到早期發現可能的危害及擬訂防災措

施，加上位處地震頻繁的區域，更凸顯化學品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科學園區危害物質地

理圖資資訊管理系統，藉由與中部科學園區合

作，使事業單位透過自主申報平台，申報所有

危害物質種類、數量、危害性與管理情形，進

行統計資料分析與統合，以掌握園區內危害物

質的管理現況，並配合勞動檢查方針與策略，

彙整事業單位定期自主申報之資料，以提供檢

查機構未來擬定預防對策或先驅研究方針；或

在發生地震等緊急狀況時，可快速提供緊急應

變單位所需之相關危害物質資訊，以協助進行

正確之緊急應變處理，降低災害損失及社會、

政經之衝擊。

研究方法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化學品相關法規與等

文獻資料，藉以了解各國在化學品的認知與使

用上差異，以及各國對於危害化學品的管制要

求與注意事項。同時藉由國內外化學品相關法

規與網路資料、專家諮詢會議及事業單位座談

會，了解建置化學品資料庫所需收集的資料或

需取得的量化資訊，期藉由統一格式，避免在

各部會進行化學品使用申請時，多次填寫相同

的表單，減少事業單位於申請各部會化學品使

用許可之時間，還可以與國際上相關化學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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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管理同步發展。

1. 危害物質申報標準

本研究定義之危害物質為：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分類之化學品[6]。事業單位依此為
標準進行化學品申報，使科學園區得確實掌握

危害物質之庫存量、使用量及使用頻率，才能

做好災害預防與緊急災害應變的規劃。

2. 危害物質申報平台

藉座談會諮詢中部科學園區各事業單位化

學品危害物質之使用現況，以瞭解建立申報平

台，與建置資料庫之可行作法，並蒐集事業單

位對建置資料庫之需求，期同時能符合事業單

位使用與園區管理單位應用之期待。再透過和

國外化學品資料庫進行對照，以補足資料庫在

建置時可能缺漏之部分。本研究之自主申報平

台內容為：

(1) 危害物質相關清單
(2) 危害物質區域分布狀況
(3) 緊急應變相關資料

3. 系統功能架構與規劃

本研究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相關研究成果，整合事業單位自主申報及

業務單位快速檢索成果，結合地理圖資資料庫

及應用性檢視等，規劃出本研究的危害物資料

庫系統架構，其功能列舉如圖1。除資訊安全
的管控外，本系統涵蓋危害物自主申報管理、

危害物分布、應變資源管理、平台資訊管理四

大系統。

圖1　危害物資料庫系統功能架構

4. 專家會議

於103-104年自主申報平台及化學品資料
庫建置過程，本研究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

修訂，從中調整自主申報平台與資料庫之實用

程度以提供業界參考，提升事業單位對於使用

之危害物質的掌控與危害注意事項，降低化學

品危害事故發生之可能性，避免因疏忽而造成

無可挽回之傷害。

5. 事業單位座談會

除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修訂外，本研

究也舉辦事業單位座談會，邀請中部科學園區

內之事業單位進行討論與修訂自主申報平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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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建置後再經由園區內事業單位之建議

進行微調，以提升事業單位對於申報平台使用

之意願，本研究亦調查50家事業單位使用申報
平台的滿意度。

研究結果

1. 申報系統平台

經諮詢事業單位意見，系統平台危害物質

資料之申報機制方式為事業單位上網申報可自

行管理的化學品資料檔，上傳同樣的檔案資料

即完成登錄，步驟說明如下：

(1) 填寫【化學品申報表(Excel)】
事業單位需使用制式Excel表單進行資料建
檔，目前訂定之化學品申報表(Excel)，需
填寫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物質成分、使用/
儲存狀況、危害分類等。

(2) 申報【化學品申報表(Excel)】
完成化學品申報表(Excel)資料建檔後，需
先登入申報系統平台，將化學品申報表

(Excel)進行上傳，即可完成申報作業。為
求資料正確性，事業單位定期或化學品有

大量變更時，進行資料更新，同時事業單

位可應用申報表進行廠內多功能之化學品

管理，包括分級管理、個人防護、環境測

定、健康管理、教育訓練等。

2. 危害物質與地理圖資資料庫 

為提升化學品申報資訊完整性，並減輕事

業單位申報作業負擔，將匯入常見化學品基本

資料於所建立之物質資料庫，目前規劃優先以

CNS15030國家標準規範之物質資料為基礎，
再透過機關行政協商，介接其他化學品資料

庫，取得其他化學品相關資訊（例如：物質基

本資料、安全資料表等…），以充實資料庫內

容。

(1) 化學品基本資訊
欄位包含：CAS.NO、中文/英文名稱、化
學式、危害標示等。

(2) 安全資料表
申報作業中，化學品之安全資料，由事業

單位自行上傳安全資料表，以建立完整的

申報機制，並透過取得之安全資料表，做

為輔助參考之用。

(3) 平台CCB簡易工具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 ion,  ILO)藉由國際職業衛生
協會(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Hygiene 
Association, IOHA)等單位草擬了一套國際
化學品控制工具箱(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trol Toolkit, CCTK)，是依據英國健康
安全署(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研擬的COSHH 需知(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essentials)[7]。此工具
箱主要在保護勞工，對於不同暴露形態及

其風險，在控制上採用了化學品分級控制

(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CCB)的作法，
即目前化學品分級管理的做法。

本研究已完成CCB管理的部分功能，
針對某項作業之某種化學品，輸入分類、

逸散狀況、使用量後即可取得初步化學品

管理方法，亦可列印出健康危害化學品分

級管理執行紀錄表。若需詳細的暴露控制

方法，建議事業單位參閱化學品分級管理

運用指引。

3. 平台應變器材申報 

配合毒性化學品登記申報之緊急防災應變

器材內容，並依據毒管法之精神，各公司應準

備防護、應變與清理相關資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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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護：
依安全資料表內容，準備適當等級之防護

衣及相關防護器具，如安全鞋、安全手

套、安全眼鏡或防護面罩等防護器材。 
(2) 應變：

依使用之化學品實際應變過程所需之應變

器材進行準備與維護管理，其器材應視物

質種類、包裝容器、實質運作內容與方式

進行調整，發生火災或洩漏時，審慎評估

災害狀況，依所置備之應變設備進行正確

之應變。

(3) 清理：
依使用之化學品實際清理之需求準備相關

清理資材，如消防砂、吸液棉、吸油棉等

相關清理資材。

4. 危害物質地理圖資資料平台建置成果 

本研究為瞭解科學園區內事業單位對於處

置、使用、儲存危害物質的種類、數量、物質

安全資料與管理情形等資訊，建立區域危害資

訊流布管理系統，透過事業單位由自主申報平

台，自主申報所有危害物質種類、數量、危害

性與管理情形。彙整事業單位定期自主申報之

資料，可提供各檢查機構未來擬定預防對策或

先驅研究方針；或緊急狀況時，可快速提供緊

急應變單位所需之相關危害物質資訊，以協助

進行正確之緊急應變處理，降低災害損失及社

會、政經之衝擊。

有關自主申報平台成果如下：

(1) 可分析該科學園區全區、指定區域或地點
之危害物質種類、數量、地理分佈情形、

使用用途、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器材清

單資訊。

(2) 各化學品分布、各樓層分布，可快速檢索
單一危害物質之分佈情形。

(3) 各化學品可快速檢索單一事業單位之危害
物質使用管理情形。

(4) 協助事業單位管理化學品。
(5) 協助事業單位能同時符合相關法規要求。
(6) 於緊急狀況時能迅速提供區域背景資料、

可支援器材清單，並結合地理資訊提供緊

急應變處理權責單位參考。

本研究103年調查50家現場查核事業單位
有關危害物質登錄方便性滿意度（尚可以上)，
共回覆49家，危害物質資料上傳方便性滿意度
為69%，圖資上傳方便性滿意度為61%。104年
依事業單位建議修正危害物質與地理圖資自主

申報系統後，增加平台系統方便性，50家事業
單位回覆滿意度也大幅提升，資料上傳與圖資

上傳方便性滿意度均超過90%。
本研究統計事業單位上傳化學品資料（純

物質），有機溶劑、特定化學品及毒化物分別

申報378筆、86筆、131筆，三類化學品總量排
名如圖2至圖7，分別為有機溶劑、特定化學品
及毒化物的最大使用量或儲存量超過1噸以上
的危害物質，管理單位可依之研擬防災重點。 

圖2　有機溶劑最大使用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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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特化物最大使用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圖4　毒化物最大使用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圖5　有機溶劑最大儲存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圖6　特化物最大儲存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圖7　毒化物最大儲存量超過1噸以上之物質

目前園區申報化學品共申報7,800筆，其中
混合物最多，每日最大儲存量（~百噸）前三
名為氮氣+氫氣、二氧化矽+氫氧化鉀、甲烷+
二氧化碳+乙烷，每月最大使用量（~千噸）前
三名為氮氣+氫氣、二乙二醇丁醚+乙醇胺、二
氧化矽+氫氧化鉀，事業單位大部分皆有針對
相關化學品進行風險管理措施。對於申報之危

害物質資料，主管機關及事業單位針對危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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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地理圖資資料庫之應用如下：

主管機關應用危害物質資料平台的可能的

應用功能包括：

(1) 整合危害物質資源與各部會申報資料轉
換、危害預防資源、應變資源。

(2) 防災能量評估、災害擴散模擬、緊急應變
規劃、毒災聯防組織規劃。

(3) 環境影響評估。
(4) 社區健康風險評估。
(5) 確認事業單位執行風險評估的適宜性。
(6) 建立健康效應模式，確認工作人員健康風

險評估適宜性。

(7) 建立預防技術、預防指引。
(8) 進行預防性管理與宣導、教育訓練、應變

演練等。

(9) 突發案例預防措施。
(10) 規劃先驅預防研究。

如英國H I D ( H a z a r d o u s  I n s t a l l a t i o n s 
Directorate)以化學工業和專門工業(Specialist 
Industries)為主的檢查手冊，幫助檢查員針對高
危險作業能進行有效檢查，此檢查手冊為原則

性的指引，讓檢查員執行檢查作業時有書面程

序可以參考，且不因為單位的不同或檢查員級

別或經驗影響檢查程序一致性[8]。針對事業單
位的危害鑑別，檢查單位掌控危害資訊後可研

定檢查標準，找出最佳模式，或訂出檢查優先

順序。針對新化學品則邀集專家學者共同研擬

該化學品之危害預防指引，或針對既有化學品

新報導之職業病案例進行宣導與輔導。又如英

國檢查單位對於重大危害控制(Control of Major 
Accident Hazards, COMAH)設施優先評估表計
算得分（危害點數×暴露族群+加權點數±調
整點數），參考得分高低安排檢查順序及研擬

檢查計畫[8]。本研究建立之危害物質地理圖資
資料有進一步之化學品分布狀況，即可提供園

區主管機關進行危害分級做為擬訂檢查計畫之

參考。

事業單位應用已建置之危害物質資料平台

可能的應用功能如下：

(1) 研訂化學品管理策略，研議取代方案降低
化學品風險。

(2) 化學品清單標示：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連結相關網頁可
取得該化學品的安全資料表（參考版）。

(3) 分級管理：
透過化學品資料及國內CCB軟體，可將廠
內化學品進行分類管理。

(4) 教育訓練：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標示有害作業
如有機、鉛、四烷基鉛及特化的作業主管

需受訓。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物質的在

職作業人員每三年至少受三小時訓練。

(5) 危害控制措施：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如需依特化之
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

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有

效之控制設備。例如一百公升以上之特定

化學管理設備，設置適當之自動警報裝

置。

(6) 環境測定：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標示該物質作
業場所需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期限，例如

正己烷，可標示出其作業環境需半年測定

一次。

(7) 緊急應變演練：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可標示規劃之
特定化學品（丙類第一種物質、丁類物

質）洩漏緊急應變演練。

(8) 健康管理：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標示製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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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使用危險物質屬於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者需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如有操作三氯

乙烯、砷、苯、鉻酸等的工作人員。

(9) 個人防護衣物：
透過化學品申報表(Excel)，標示各危害物
質須置備之防護衣物。

(10) 其他：
減毒、減廢、再利用、降低廢棄物處理成

本。

政府單位應用本研究建置之危害物質資

料平台可有效預防化學品引起之職業傷病與

災害。事業單位則應用。事業單位則應用臺

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aiwan Occupational 
Safe ty  and  Hea l th  Management  Sys tem, 
TOSHMS)管理系統的大架構、藉自主網路申
報平台進行有效源頭管理、CCB 管理、環境監
測、高風險化學品管控、職業病防治等，達到

法規要求，注意細節的危害控制，確實保障工

作人員的安全與健康。面對職安衛、環保、節

能減碳、經濟與社會的複雜挑戰，產、官、學

三方有待進一步交流、集思廣益、靈活應用與

檢討改善。透過產、官、學三方集思研議可行

之廠內化學品管理實務，最終目標為有效保護

工作人員、社區大眾與環境的安全與健康。

5. 現場查核 

本研究於103-104年共執行現場查核220場
次，自主申報化學品申報表資料之缺失包括化

學中文名的統一、部分欄位空白、儲存量/使用
量可能不是近期最新資料等問題，現場查核問

題共347項，可分為五大類，統計整理如圖8，
相關問題敘述如下：

(1) 化學品登錄資訊不完整：
此項目包含化學品登錄項目缺失、登入數

量高低估情形嚴重、缺少上傳安全資料表

或圖資資料等問題。

(2) 化學品現場比對不符問題：
事業單位使用之化學品，應與圖資標示儲

存位置及運作位置相符。

(3) 現場危害資訊不足
化學品儲存/使用現場危害標示應於明顯處
或安全資料表資料提供資訊不足。

(4) 緊急應變資料登錄缺失：
此項目包含緊急應變登錄項目缺失、緊急

應變計畫或訓練待加強及器材數量高估或

低估等問題。

(5) 化學品管理問題：
事業單位的化學品管理，可能因為人員調

動、教育訓練不足等，造成化學品資料無

法有效管理。

圖8　現場查核問題種類統計圖(n=347)

結論

本研究於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建立一套危

害物質自主申報平台與危害物質地理圖資資料

庫，可掌握維護物質流布資訊，系統係採用結構

化方式設計，期能符合未來各行政主管機關申報

資料要求，以因應未來資料跨平台整合與延伸應

用，對政府單位的應用面甚廣，以達清楚掌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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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資訊才能確實掌控化學品危害的目標。

對事業單位應用本研究成果建置之危害物

質資料庫，能因應法規規定進行源頭管理，並

完成危害預防之置備危害物質清單、CCB管理
資料、環境監測、高風險化學品管控、職業病

防治等工作所需資訊，達到符合法規要求為原

則下，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與健康。

本研究至104年已依事業單位建議修正危
害物質資料庫與地理圖資，事業單位上傳資料

滿意度也超過9成，系統平台主要特色如下： 
1. 危害物質資料圖資及應變器材清單主要以

Excel檔案上傳，每年更新覆蓋舊資料，無
須線上編輯，產官雙方均可便利應用。

2. 畫面有說明視窗，方便登錄者了解上傳資

料圖資之相關要求。

3. 輸入畫面簡易清晰，可由畫面點選化學

品。

4. 使用端：未更新申報者，有主動提醒功

能。

5. 使用端：申報資料有異常資料之提醒功

能。

6. 管理端：可即時查詢已申報之家數。

本研究期間（103-104年）完成50家事業
單位申報資料及220場次的現場查核。並辦理
科學園區危害物質管理方法座談會與成果展示

會，使與會人員瞭解本研究成果包括自主申報

平台、危害物質及地理圖資資料庫、現場查核

缺失檢討等，資料平台可以提供各檢查機構快

速檢索出高危害物質之流布情形，即善用電子

數位科技環境，

使事業單位妥善建立處置、使用、儲存危

害物質的種類、數量、物質安全資料與管理等

基礎資料，據以擬定化學品防災對策；緊急狀

況時，也可快速提供緊急應變單位所需之相關

危害物質資訊。

本研究中部科學園區總共申報超過7,800
筆，彙整超過2,000種以上之危害物質，其中有
機溶劑使用量最多的為甲苯，特定化學物質使

用最多的為四甲基銨，環保署列管毒化物中使

用最多的為第四類毒化物丙烯酸丁酯。

建議

經濟部、環保署、職安署及本研究之化學

品申報共通項目包括中英文名稱、CAS No.、生
產量、使用量、儲存量、含量/濃度與儲存場所
位置。因所屬法規仍有不同申報的項目，建議

不同部會進行跨部會協調會議，統整化學品申

報模式，採雙贏方式有效管控化學品的危害。

考量未來各行政主管機關申報資料要求，

本研究成果（自主申報平台）資料庫係結構化

方式設計，可因應未來資料跨平台整合與延伸

應用，納入危害物質必要之安全、衛生、健康

相關申報項目，從勞工健康申報，到跨平台資

訊整合，甚至開發雲端中控台與智慧管理進行

本研究成果的後續研究。

針對較具規模之事業單位，如同時有多個

廠場需進行內部統一管理物質申報資料之事業

單位，應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討論及規劃，將本研究成果之整體系統平

台架構進行導入，俾利大型事業單位進行平台

式管理。增加國內化學品登錄號碼、REACH化
學品登錄碼之欄位，俾利統計分析。

專家建議本平台資料庫延伸應用包括實際

執行原物料之儲存與廢棄化學品回收時，建議

考慮運用新技術，進行預防職災的人、事、物

的監視與管理。列舉如下：

1. 氧化性與還原性有害物原物料的儲存與管

理。

2. 廢棄化學品回收管理：紀錄廢液貯存時

間、來源、數量及流向、主動提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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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預防不相容廢液混合、主動回傳廢液

桶資訊，進行貯存區域定位、可偵測區域

環境條件，防止廢液外洩等。

3. 外包高風險作業人員：清理物件之包裝、

防震泡綿、外勞宿舍的桌面、地面等外包

商建方維護（如：清理機台）。

4. 原物料加料防呆技術與設備的研發：加料

區之標示與警示燈。

5. 廠區化學品儲存區配置圖中，建議未來加

入比例尺及相關消防救災設施。

6. 事業單位圖資增加收集事業單位的疏散路

線資料。 
目前系統規劃之資料格式使用Excel為儲存

格式工具，事業單位可做資料永續保存格式；

平台部分會保留事業單位申報之物質清單資料

檔(Excel)於系統中，未來建議依檔案大小及申
報頻率規劃資料備份方式及年限。

本研究專家進行現場查核發現相關職安衛

缺失，如有機溶劑儲存空間通風不良、粉塵作

業之危害暴露評估、針對衛生/健康（健檢異
常、抱怨）評估健康危害預防措施、需進一步

確認氟暴露危害、人因危害未依新法規進行相

關危害評估等，建議未來可納入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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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hemicals involved in various economic sectors, with the possibl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s receiving greater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EPA), and European Union(EU) have developed chemical 

systems to manage chemical hazards. Although currently in Taiwan,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Ministry of Labor and the Fire Agency have managed the chemical 

hazard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 jurisdiction, however, the regulated hazardous substances for 

each Government agency are not the same, which leads to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plann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herefor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develop a demonstration database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a Science Park. This system is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reporting hazards from factories. Based on complete chemical databases, this 

system can be used to develop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occupational 

inspection agencies.  

In this stud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ferences of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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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viewed. A reg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of chemical hazardous material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CTSP) through collecting opinions from meetings 

of experts and factory representatives. A hazardous chemicals reporting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there 

were 50 plants uploaded their chemical database and 220 on-site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by 

experts. A total of more than 7,800 chemical data and more than 2,000 kinds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database. Wherein, the most-used organic solvent was toluene; the most-

used specific chemical was tetramethyl ammonium; the most-used class IV toxic material was butyl 

acrylate.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atic chemical database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hazardous material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for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units, include integrating 

hazardous material resources, disaster preventi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etc. For the factories, the functions include to set up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o make hazards control measure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etc. There is also a wide range of 

the extended applications which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of raw materials feeding, chemical storage, 

and waste chemical recover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will be promoted to 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factories.

Keywords:   Hazardous Material, Chemical Databas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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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酒廠之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許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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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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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碩士班

摘要

針對某酒廠事業單位實施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找出潛在風險作業進行危害說明與控制，

以確保同仁之作業安全與健康，追求企業本身營運的永續發展。某酒廠五個單位進行作業之危

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在「作業清查表」之例行性及非例行性活動，依其作業流程鑑別可能發生

之危害，填入「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並註明現有之防護措施。風險等級共分為5級，Class 

1及2為「不可接受風險」；Class 3及4為「暫時接受風險」；Class 5為「可接受風險」，依風

險矩陣進行等級評分基準。依風險評估結果，排序廠內潛在風險作業產生之危害並找出控制之

方法與緊急處理措施。

由風險矩陣評分之結果得到該酒廠作業活動之「可接受風險」為58.1%；「暫時接受風

險」為41.9%，無「不可接受風險」。潛在風險作業之前三項危害為「夾、捲、壓傷」、「衝

撞，被撞，碰撞」、「跌倒，滑倒」，針對評估之危害，再進行危害原理、發生可能點、預防

及相關安全裝備等進行安全手冊之建置，確保員工作業的安全與保障。本研究針對單一年度酒

廠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之資料進行分析，可續辦理多年期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並結合職業

災害統計數據，建立更完整的評估資料，以提升酒廠安全衛生的永續目標。

關鍵字： 酒廠、危害鑑別、風險評估、永續發展

民國 106 年 6 月 28日投稿，民國 106 年 8 月 7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8 月 9 日接受。 
通訊作者：藍崇翰，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碩士班，71703台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89號， 
電子郵件信箱： hang@mail.hwa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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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勞動檢查法規定，對於事業單位之工作

場所應實施安全評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驗證規範明列危害鑑別、風險
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等[1,2]，另為推行風險管
理，防範意外事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

為勞動部）已於96年底公布臺灣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TOSHMS(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一系列標準，
主要即為建立以風險為基準的管理制度。臺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指引之要求
提及組織建立、實施及維持一個或多個程序以

持續鑑別危害、評估風險及決定必要的控制方

法，進行適當的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協助事

業單位建置良好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有

效控制危害及風險，預防與削減災害，並提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進而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的[3,4]。目前國內針對酒廠之危害鑑別及風
險評估，僅限於工廠的實務運作，相關系統

性的文獻報告並未公開發表可供參考審閱。因

此本研究探討其潛在之風險作業，針對作業活

動、設備、環境、原料等，可能對勞工會造成

傷害之潛在危害因子加以鑑別，並評定其危害

風險之大小，供擬定改善及防範措施之依據，

建置相關評估手冊，以確保同仁之作業安全與

健康，追求企業本身營運的永續發展，並可提

供做為其他酒類製造同業參考應用。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針對某酒廠五個單位進行危害鑑別

與風險評估。以「作業清查表」，內容應包括

例行性及非例行性活動，並依作業項目列出所

需之作業條件，包括作業環境、設備/工具、
原物料之描述，並依對應的作業條件、鑑別可

能之危害特性。再依危害特性填入「危害鑑別

與風險評估表」，並註明現有之防護措施。風

險等級共分為5級，Class 1及2為「不可接受風
險」；Class 3及4為「暫時接受風險」；Class5
為「可接受風險」，依風險矩陣進行等級評分

基準[5]。圖1為本文之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管理
程序流程圖。

圖1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管理程序流程圖

（表1）

（表2）

（表8）

（表1）
（表2）

（表8）

1、2、8

1. 作業清查表建置（表1）

各部門先建立「作業清查表（表1）」，
內容應包括例行性及非例行性活動，並依作業

項目列出所需之作業條件，包括作業環境、設

備/工具、原物料之描述，並依對應的作業條
件、鑑別可能之危害特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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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作業清查表[7]

部門：●●廠－製造管理課 填表日期：1050502

項次

部門代號

+課別+流
程碼

作業流程/名稱
工作性質 作業條件 其他說明事項

(非)例行 環境 設備/工具 物料/化學品 危害特性 作業資格條件

1 020-01-10 釀酒班蒸煮作業 例行性 蒸煮區
蒸飯鍋

輸送帶
高粱

物理性

人因性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訓練測驗

合格

2 020-01-11 釀酒班蒸煮涼糟作業 例行性 蒸煮區 涼糟機 高粱飯 物理性

3 020-01-12 釀酒班蒸煮酒糟輸送帶作業 例行性 蒸煮區 輸送帶 高粱飯
物理性

人因性

4 020-01-20 釀酒班蒸酒作業 例行性 蒸酒區
蒸酒鍋

輸送帶
高粱酒

物理性

化學性

人因工程

5 020-01-23 釀酒班蒸酒涼糟作業 例行性 蒸酒區 涼糟機 高粱飯 物理性

6 020-01-24 釀酒班蒸酒酒糟輸送帶作業 例行性 蒸酒區 輸送帶 高粱飯 物理性

7 020-01-30 釀酒班酒尾蒸餾作業 例行性 蒸酒區 蒸餾機 高粱酒 物理性

8 020-01-40 釀酒班榖殼作業 例行性 榖殼區 穀殼蒸煮機 榖殼 物理性

9 020-01-71 釀酒班堆高機糟車搬運作業 例行性 廠區
堆高機

輸送帶
高粱飯

物理性

人因性
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測驗合格

10 020-01-72 釀酒班堆高機翻糟搬運作業 例行性 廠區
堆高機

翻糟機
高粱飯 物理性 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測驗合格

表單編號 1802104001 版本 A 保存年限 3年

「作業清查表」（表1）填表說明：
(1) 各部門依所屬之設備、活動、服務等種類

予以製作作業清查表，進行危害鑑別、風

險評估[8]，範圍包括：
A. 例行性及非例行性作業。
B. 所有人員進入工作場所之活動(包括承
攬商與訪客)。

C. 由組織或其他單位在工作場所中所提供
之設施。

(2) 風險評估編號：部門代號+課別+流程碼。
(3) 作業流程/名稱：各部門依作業屬性分類。
(4) （非）例行性：指該作業之工作性質分為

例行性(routine)與非例行(non-routine)性二
類。

A. 例行性：計畫性之例行性工作。如蒸煮
作業、蒸酒作業、設備操作、設備運作

及歲修等。

B. 非例行性：非計畫性之例行性工作。如
緊急維修、夜間及假日維修、異常狀況

排除等。

(5) 作業條件：係指考量該作業流程、職務所
需之作業條件。

A. 環境：如控制室、廠房內、作業場所…
等。

B. 設備/工具：如機器、電腦、個人防護
工具…等。

C. 物料/化學品：執行該工作時，所須接
觸之物料/化學品。

D. 危害特性：在使用原物料、工具、機
械、設備作業環境時，會造成潛在危

害。（其產生因子，如原物料、缺氧、

化學物質、產品裝運、工具、機器、

搬運設備、噪音、照明、溫度、振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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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說明事項：例如說明執行該業務所須
之作業資格條件，如法規所規範證照：

A. 各單位SOP規範需經單位訓練合格，始
得作業且有列冊管理者。則填入「訓練

測驗合格」。

B. 無須說明者，則填入「NA」。

2.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建置（表2）

依作業清查表之危害特性，每一項危害特

性，依「事故代碼表」之分類項目填寫代碼，

並在那一項作業中，將可能發生什麼狀況，產

生何種危害，填入「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

（表2）」內，並註明現有之防護措施[9]。

表2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7]

部門：●●廠-製造管理課－生一、四班(蒸煮作業) 填表日期：1050505

項

次

風險評估

編號

作業流程/
名稱

步驟/節點 可能發生原因 後果影響
事故

代碼
保護/管控措施

改善

建議

風險評估 風險

等級頻率 機率 嚴重度

1
020-01-

10-01-01
蒸煮作業 搬運高粱包工作姿勢用力不當 扭傷 ER4 腰部防護具 8 5 D 4

2
高粱物料

浸泡
高粱包滑落倒塌 壓傷 PH7 物料不可堆積過高 8 5 D 4

3 鐮刀使用不當（趕速度） 割傷 PH8 帶手套工作 8 5 D 4

4
高粱浸泡池菱形網走道破損通行時

踏穿
踩踏 PH9 自動檢查、教育訓練 8 8 C 3

5 下料入鍋作業高度空間不足 撞傷頭 ER2 防撞護墊、教育訓練 8 3 D 4

6 高粱入鍋 蒸飯鍋架上作業不慎 墜落 PH4
欄杆、警語標示、教育

訓練
8 2 C 5

7 水閘開關故障以塑膠袋塞住下料管 割傷 PH8 帶手套工作、教育訓練 8 3 C 4

8 蓋鍋蓋時防滑圈過低鍋體濕滑 墜落 PH4
防滑踏板、危害告知、

教育訓練
8 2 C 5

9 蓋鍋蒸飯 鍋蓋卡榫未卡好而掉落 物體掉落 PH1
蒸飯安全作業標準、教

育訓練
8 3 D 4

10 鍋體太熱而碰觸 燙傷 PH11
蒸飯安全作業標準、教

育訓練
8 3 D 4

11 安全閥阻塞使內部蒸氣外洩 燙傷 PH11
蒸飯安全作業標準、教

育訓練、警示牌
8 3 C 4

12 蓋鍋蓋時工作姿勢用力不當 背拉傷 ER4 防護腰帶、暖身 8 8 D 4

表單編號 1802104002 版本 A 保存年限 3年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表2）填作說明：
(1) 項次：以流水碼依序編列。
(2) 風險評估編號：部門代號+課別+流程碼+

步驟/節點+危害。
(3) 作業流程/名稱：如作業清查表所示。
(4) 步驟/節點： 

A. 依據SOP規範將其操作步驟逐一列出，
找出並整合出「關鍵性步驟」。針對

「關鍵性步驟」，進行一系列之危害鑑

別與風險評估。

B. 針對作業流程/名稱將其區分數個單元
（步驟/節點），針對每個步驟/節點分
別討論其數個「可能發生原因」。

(5) 可能發生原因：為使風險評估能有效展
開，每一個步驟及節點，可能有數個「可

能發生原因」，應針對各項原因，分項填

寫。評估時，應考慮各步驟/節點可能產
生之偏離，而填寫時務必明確寫出「真

因」，說明清楚因「某動作不執行」或

「某設備元件異常」，造成之可能發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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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6) 後果影響：針對發生原因，產生之後果影
響之說明。如一個「可能發生原因」，有

數個後果，應填寫在同一欄位，不需分項

填寫（亦即一項「可能發生原因」，有一

個或數個對應之「事故代碼」）。

(7) 事故代碼：依危害特性：分四大類，說明
如下（詳如危害事故分類表，表3）[8]：
A. 化學性(CH)：化學物質本質或潛在可
能產生煙霧(mist)、蒸氣、氣體、液
體、黏液等具有刺激性、腐蝕性、毒

性、自燃性、引火性等對人體或設備產

生安全衛生危害者。

B. 物理性及機械性危害(PH)：舉凡噪音、
振動、溫度、壓力、墜落、撞擊、機具

切、割、夾、捲、電氣火災等可能傷害

人體者。

C. 人因工學性危害(ER)：包括搬舉重物、
疲勞、作息週期、精神性等危害人體健

康者。

D. 生物性危害(BI)：如病媒滋生、食物中
毒、傳染性疾病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

者。

E. 其他安全衛生危害(OT)。

表3　危害事故分類表

物理性(Physical)：
代碼 分類項目 代碼 分類項目

PH1 物體飛落，掉落 PH13 照明不足

PH2 倒塌，崩塌 PH14 通風不良，缺氧，窒息

PH3 物體破裂 PH15 粉塵暴露

PH4 墜落，滾落 PH16 游離輻射暴露

PH5 跌倒，滑倒 PH17 非醫用游離輻射暴露

PH6 衝撞，被撞，碰撞 PH18 振動

PH7 夾，捲，壓傷 PH19 漏電，感電（含靜電，火花）

PH8 切，割，刺，擦傷 PH20 壓降，停電

PH9 踩踏 PH21 漏水

PH10 溺斃 PH22 爆炸(塵爆)
PH11 與高、低溫接觸（凍傷、灼／燙傷） PH23 異常氣壓

PH12 噪音過高 PH24 異物入眼

化學性(Chemical)：
代碼 分類項目 代碼 分類項目

CH1 火災 CH6 異味

CH2 爆炸 CH7 冒煙

CH3 與有害物接觸 CH8 缺氧，窒息

CH4 化學品洩漏（含廢液） CH9 化學品灼／濺傷

CH5 毒氣（氣體）洩漏

生物性(Biological)：
代碼 分類項目 代碼 分類項目

BI1 病媒滋生 BI3 病菌傳染

BI2 食物中毒 BI4 發霉腐敗

人因性(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代碼 分類項目 代碼 分類項目

ER1 設計不良導致人為失誤 ER4 不適宜之工作姿勢造成傷害

ER2 操作高度、空間不適造 ER5 重複性操作造成傷害

ER3 人工搬運超過荷重造成 ER6 人為不當動作

其他(Others)：
代碼 分類項目 代碼 分類項目

OT1 交通事故 OT4 影響環境

OT2 工作壓力 OT5 未歸類者

OT3 設備、設施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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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護措施：係指軟體保護及硬體保護措
施，撰寫需同時考量軟、硬體措施，並詳

盡填寫。如：

A. 硬體措施：係指工程控制，如：警示、
警報、偵測（環境、火警、洩漏、液

位、溫度、壓力…）、個人防護工具

（防護手套、護目鏡…）、局部系統、

防墜器、接地…等。

B. 軟體措施：教育訓練、各類合格證、健
康檢查、緊急應變、工作安全許可、各

種SOP、日常巡檢、自動檢查…等。
(9) 改善建議：針對現階段保護措施不足，需

再提出之建議項目。如：硬體設備改善、

SOP修正、加強教育訓練…等。

(10) 風險評估：
A. 各項評估應獨立考量單項評估種類，不
應綜合其他因子。

B. 各項評分依據由左至右思考，選擇最適
當之欄位，除第一項「作業暴露頻率」

外，第二項「發生機率」及第三項「嚴

重度」，應選擇得分最高者。

C. 作業暴露頻率：建置作業暴露頻率評估
表（表4）

D. 發生機率：建置作業發生機率評估表
（表5）

E. 嚴重度：建置作業嚴重度評估表（表6）

表4　作業暴露頻率評估表[7]

作業狀況 操作/活動次數 暴露於作業環境時間 評分

持續作業（暴露） 連續操作作業。 連續暴露在此環境下，至少6小時/日以上。 10

經常作業 平均每日1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至少4小時/日以上。 8

偶而作業 平均每月1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至少2小時/日以上。 6

不常作業 平均每季1次以上。 暴露在此環境下，至少1小時/日以上。 4

非常少有 每年1次以上或最多每年1次。 暴露在此環境下，至少2小時/週以上。 2

註：作業暴露頻率係指從事該作業/活動之次數或暴露於此作業環境之時間。判定時請依該作業性質選擇，如進行輻射偵測作業時有可能造成輻射劑量累
積而影響身體健康，故選擇以「暴露於作業環境時間」欄位進行判定；工場巡視活動以「操作/作業次數」欄位判定；無法以上述二欄位判定者，如
SARS預防作業則以「作業狀況」欄位判定。

表5　作業發生機率評估表[7]

發生機率 發生事實 保護措施完整性 評分

經常 本廠曾經發生此類意外/事實平均3次/年以上（含）。 需防護措施，但未設置或無法防護。 10

相當可能 本廠曾經發生此類意外/事實平均1~2次/年。 雖有設置保護措施，但未定期預防保養(PM)或效果不佳。 8

可能，但不經常
1. 三年內發生超過1次（含），但少於1次/年。
2. 本廠曾發生過此類虛驚事故。 有設置一項硬體防護設施及軟體保護措施，且保持堪用狀態。 5

可能性小，純屬意外
1. 五年內發生超過1次（含），但少於1次/年。
2. 同業間曾經發生過或本廠無記錄但潛在可能發生。 有設置二項硬體防護設施及軟體保護措施，且保持堪用狀態。 3

幾乎不可能 本廠及友廠未曾發生。 設置多重防護設施，且軟硬體保護成效極佳。 2

註：發生機率係指該項事故/災害發生之可能性。判定時請依該作業性質自三者（發生機率、發生事實、保護措施完整性）之一選其最嚴重類別，再由該類
別依發生程度分五級作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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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作業嚴重度評估表[7]

嚴重度
評分

人員安全 人員健康 生產/設備/財產損失（NT）

A 造成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受傷、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訂公告之災害。

1.暴露於無法復原之職業病或致癌的環境中。
2.與有害物接觸6～8（含）小時。
3.暴露噪音區之音量≧90dBA。

1.設備停工一週以上。
2.損失1000萬元以上。

B 造成永久失能及永久部份失能。
1.長期可能造成必要的醫療，但可能在醫療後恢復機能。
2.與有害物接觸4～6（含）小時。
3.暴露噪音區之音量≧85dBA<90dBA。

1.設備停工三日以上未滿一週。
2.損失500萬元以上未滿1000萬元。

C 1.須外送就醫，且造成工時損失之災害。
2.暫時全失能。

1.可能造成感官明顯不舒服或員工曾反應或抱怨。
2.與有害物接觸2～4（含）小時。
3.暴露噪音區之音量≧80dBA<85dBA。

1.設備停工一日以上未滿三日。
2.損失100萬元以上未滿500萬元。

D 輕度傷害：未造成人員受傷或僅至護理室處理。
1.可能造成感官輕微不舒服。
2.與有害物接觸2（含）小時內。

1.設備停工未滿一日。
2.損失未滿100萬元。

E 無明顯危（傷）害。 不會造成感官不適。 無明顯損失。

註：考量事故發生後之嚴重度，選擇一個最合適者，區分為人員安全、人員健康與生產/設備/財產損失(NT)。

(11) 風險等級＝（作業暴露頻率×發生機率）
與風險矩陣做對照分析。Risk（風險）＝
S×F×P 安全衛生危害鑑別考量下列因
子： 
S：嚴重度(Severity)
F：曝露頻率(Frequency of exposure) 
P：損失發生機率(Probability of loss)
A. 風險等級共分為5級，Class1、Class2為

「不可接受風險」；Class3 、Class4為「暫時
接受風險」；Class5為「可接受風險」。

B. 風險矩陣：建置作業風險矩陣評估表
(表7)

表7　作業風險矩陣評估表

風險可能性
後果嚴重性

A B C D E

60~100（一） 1 2 3 4 5

40~59（二） 1 2 3 4 5

30~39（三） 2 3 4 4 5

20~29（四） 3 4 4 4 5

4~19（五） 4 5 5 5 5

表8　不可接受風險控制計畫一覽表

部門： 填表日期：

項次
風險評估
編號

風險
等級

考量因素（v，可複選） 因應對策 改善計畫

法規符合性
利害相關者
關注程度

控制
程度

技術
取得

投資
金額

對作業或業務
之影響

消除 取代
工程控制
措施

標示警告或
管控措施

個人防護具
管理方案或作業
管制或教育訓練
或其他方式

表單編號 1802104003 版本 A 保存年限 3年

　　　製表：　　　　部門主管：　　　　　　　　　工安課：　　　　　　　　工安處：　　　　　　　　　管理代表：

3. 風險控制計畫一覽表（表8）

風險等級屬於Class1、Class2「不可接受風險」者，各部門依風險評估結果檢討並考量法規符
合性、利害相關者關注程度、控制程度、技術取得、投資金額及對作業或業務之影響等因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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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劃之結果展開因應對策，包含安全衛生管

理方案、作業管制、緊急應變措施、教育訓練

或配戴防護具。結果填寫於表8「不可接受風
險控制計畫一覽表」。

結果與討論

1.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結果

表9　某酒廠之製程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結果

105年度危害鑑別風險評估統計資料表

單位
作業清查表
（表1）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表2） 不可接受風險控
制計畫一覽表
（表8）可接受風險 暫時接受風險

●●廠 37 156 255 0

●●廠 36 214 215 0

物料組 16 99 33 0

技術組 52 184 35 0

行政組 59 123 21 0

總計 200 776 (58.1%) 559 (41.9%) 0

由風險矩陣評分之結果，可以明白呈

現某酒廠之製程風險Class 5「可接受風險」
為58.1%；Class 3及4「暫時接受風險」為
41.9%，並無「不可接受風險」之製程作業。

2. 暫時接受風險統計資料

為降低人員作業之潛在危害，確保作業安

全無虞，故將暫時接受風險加以統計排序，發

現潛在危害之前十項依序如下：「夾，捲，壓

傷」80項，佔14%、「衝撞，被撞，碰撞」76
項，佔14%、「跌倒，滑倒」55項，佔10%、
「與高、低溫接觸」45項，佔8%、「交通事
故」41項，佔7%、「切，割，刺，擦傷」37
項，佔7%、「噪音」32項，佔6%、「墜落，
滾落」29項，佔5%、「漏電，感電」26項，佔
5%、「物體飛落」21項，佔4%，故針對這10
項潛在危害找出控制之方法與緊急處理措施，

暫時接受風險統計資料表（表10）及圓形圖
（圖2）如下： 

表10　某酒廠製程作業之暫時接受風險統計資料表

105年度暫時接受風險統計資料表

危害
類別

　危害

單位

物理性 化學性 生物性 人因性 其他

總
計

物
體
飛
落

倒
塌
、
崩
塌

物
體
破
裂

墜
落
、
滾
落

跌
倒
、
滑
倒

衝
撞
、
被
撞
、
破
撞

夾
、
捲
、
壓
傷

切
、
割
、
刺
、
擦
傷

踩
踏

與
高
、
低
溫
接
觸

噪
音
過
高

缺
氧
、
窒
息

粉
塵
暴
露

漏
電
、
感
電

爆
炸
︵
塵
爆
︶

溺
水

異
物
入
眼

火
災
爆
炸

與
有
害
物
接
觸

異
味

化
學
品
灼
傷

病
媒
孳
生

病
菌
傳
染

不
適
宜
工
作
姿
勢
造
成
傷
害

操
作
高
度
、
空
間
不
適

人
工
搬
運
超
過
荷
重

重
複
性
操
作
造
成
傷
害

人
為
不
當
動
作

交
通
事
故

工
作
壓
力

未
歸
類
者

●●廠 14 3 19 27 39 39 13 2 21 13 3 12 20 2 4 4 1 3 1 2 1 2 1 9 255

●●廠 4 2 2 10 20 20 32 21 2 21 6 3 1 1 9 2 6 3 1 2 4 15 6 1 21 215

物料組 2 3 2 2 1 2 13 5 3 33

技術組 1 3 15 6 2 5 2 1 35

行政組 3 2 1 1 1 3 1 6 1 2 21

總計 21 8 2 29 55 76 80 37 4 45 32 6 12 26 1 2 13 7 7 8 3 2 2 1 7 5 15 7 1 41 1 3 559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12月　第25卷第4期　第274-286頁

282

圖2　某酒廠製程作業之暫時接受風險統計排序圖示

3.  潛在風險作業之危害預防—以夾、捲，

壓傷安全指引建置為例

針對潛在作業危害發生進行安全檢視及

教育訓練教材研擬，依照三項作業分別為1.基
本原理、2.潛在發生可能點及3.預防、相關安
全裝備說明及緊急處理措施，進行安全指引之

內容建置，以最具潛在風險之夾、捲、壓傷作

業為例，建置圖卡或手冊以圖示解說如下（圖

3，圖4，圖5）：

圖3　 具潛在風險之夾、捲、壓傷作業建置
圖示解說1.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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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具潛在風險之夾、捲、壓傷作業建置
圖示解說2.潛在發生可能點

圖5　 具潛在風險之夾、捲、壓傷作業建置
圖示解說3.預防、相關安全裝備說明及
緊急處理措施

結論與建議

1. 風險評估的主要依據

(1) 法規要求：職業安全衛生法[10]第23條及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11]第31條第一
款：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計畫內容應

包括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

控制。另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參

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指引，建置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

(2)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驗
證規範4.3.1：

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一個或多個

程序以持續鑑別危害、評估風險及決定必

要的控制方法。

適當的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可協助

事業單位建置良好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有效控制危害及風險，預防與削減災

害，並提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進而

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2. 潛在風險作業安全手冊建置

研究依據某酒廠105年度之危害鑑別風
險評估之結果，找出作業中潛在之危害，依

危害之百分比排序，以前十項「夾、捲、壓

傷」、「衝撞，被撞，碰撞」、 「跌倒，滑
倒」、「與高、低溫接觸」、「交通事故」、

「切，割，刺，擦傷」、「噪音」、「墜落，

滾落」、「漏電，感電」及「物體飛落」為主

軸，進行危害原理、發生可能點及預防與緊急

處理措施進行說明，製作成潛在風險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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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除可作為該酒廠內部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之教材外，亦可供酒類製造同業所使用。

3. 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持續改善

本研究僅針對單一年度某酒廠危害鑑別及

風險評估之資料進行分析，因風險評估之結果

除取決於選用之風險評估工具外亦與評估人員

的背景與素質有相當大的關係，相同之製程由

不同人員來進行評估相信所得到之結果也會有

所差異，故未來如持續辦理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作業並結合廠內職業災害統計資料，將可提

風險評估之準確性，建立更完整的風險評估資

料，並據以進行改善安全衛生控制措施，以提

升該酒廠安全衛生水準為永續目標。

4. 火災爆炸之風險防範相關注意事項

火災爆炸之風險雖在本場域發生之頻率

低，但其潛在嚴重度極高，國內外也曾發生數

起酒廠大型火災之事故（有些和地震有連帶關

係），例如88年9月21日南投酒廠因921地震傳
出災情，造成廠房爆炸起火[12]；89年3月9日埔
里酒廠大火損失上億元[13]；93年5月15日金門
酒廠大火損失10億元[14]；99年8月22日中國江
蘇贛榆縣酒精廠爆炸事件[15]。本研究選定場域
規模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中之第一類事業

單位且人數在二百人以上，依法應建置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高粱酒廠[16]，其釀造過程，
分為製麴、釀酒及包裝三大部分[17]，因高粱酒
屬高酒精濃度之酒品，故常見之災害類型為火

災爆炸。針對防火防爆部份之作為可進行劃定

防爆區劃，區分為ZONE0－爆炸性氣體環境連
續性或長期存在之場所、ZONE1－爆炸性氣體
環境在正常操作下可能存在之場所、ZONE2－
爆炸性氣體環境在正常操作下不太可能發生，

只有偶爾發生且只存在短期間之場所等三種危

險區域等級，依防爆區劃規定設置防爆電器，

並制定動火作業管制標準，確保廠區動火作業

安全。目前國內有關酒廠之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相關的文獻並不多，本研究針對酒廠潛在風

險作業，包含作業活動、設備、環境、原料

等，可能造成之潛在危害因子進行鑑別及風險

評估，並建置相關作業手冊，以提升作業安全

與營運的永續發展，並期望提供做為其他酒類

製造同業或相關製造業等之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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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istillery company was applied for this study through the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to verify potential risk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health for workers and pursui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were carried out for five 
departments of the distillery.  The assessing schedules include routine and non-routine activities.  The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Forms were recorded with indicating the existing protective 
measures to identify the hazards.  The risk level is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the Class 1 and 2 are 
"unacceptable risks", the Class 3 and 4 are "temporarily accepting risks" and the Class 5 is "acceptable 
risk".  According to the risk matrix rating score results, the potential risk from the factory operating 
hazards was sorted and the control methods for emergency procedures were deployed.

The "acceptable risk" of the distillery operating activity was 58.1% from t the risk matrix score 
results and the "temporarily accepted risk" was 41.9%. No "unacceptable risk" was found. The first 
three potential hazard risk operations orders are "folder, roll, crush", "collision ", and "fall, slipping".  
The hazard principle, possible occurrence places, and the preventive and emergency treatments 
were conducted, so the employees could understand the hazards during operations to ensure their 
safety and health.  There is only one year investigation for the distillery’s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A complete 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if more data could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improv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ssues, it needs to enhance the 
safety and hygiene standards for the distillery as a sustainabl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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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彙整探討英國、國際電工委員會、日本及新加坡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

能力驗證制度，以研擬國內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可行方案。為達成研究目

的，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法。主要研究步驟包括：1.確定研究目標；2.決定蒐集資料的方法；

3.綜合分析各國制度；4.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5.研擬我國可行方案。本研究結果呈現英國、

國際電工委員會、日本及新加坡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以及研究者建議業

界可參考日本安全基礎評估員驗證標準(NECA0902)、政府可修訂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工業配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或《室內配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以建立本土

的驗證制度。

關鍵字： 人員能力驗證、爆炸性環境、電氣人員

民國 106 年 3 月 5日投稿，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7 月 13 日接受。 
通訊作者：吳聰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50074 彰化市師大路2號， 
電子郵件信箱：tcwu@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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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危險場所標準要求使用特殊的設備以避免

引燃危險氣體。然而，如果該特殊的設備未能

正確安裝，該設備無法提供防爆的完整性，也

因此造成設備不安全。運用適任的人員可確保

設備正確地被使用及防爆的完整性，使設備的

壽命得以維持。適任的人員能夠辨識可能變成

引燃火源的缺失[1]。
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對於防爆電氣

作業主管或作業人員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

未建立相關的規範或制度。因此，防爆電氣作

業相關人員的能力是否足以安全地完成任務及

工作，是值得關注的議題。蘇文源與張榮君研

究指出，我國產業從事防爆電氣設計、施工、

操作及保養人員的知識及技能不足，急需政府

或相關機構提供教育或訓練的協助[2]。此外，
賴加勳分析國內防爆電氣驗證現況後，乃建議

我國應建立防爆電氣人員驗證制度，對於驗證

合格人員發給證書[3]。
防爆電氣乃為一項複雜及專門之知識與

技能，其不同於一般之電氣裝設，若以一般

之電氣規劃或安裝檢查維護進行，常出現不適

當或無法發揮其防爆效能之情形。因此為提

升防爆電氣規劃、施工、維護、檢查及管理等

人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在國外，如國際電工

委員會、英國、日本及新加坡等皆陸續推動有

關防爆電氣專業人員之能力驗證相關制度。另

根據以往現場訪視調查國內防爆電氣之規劃、

安裝、維護與檢查等，亦常出現不適當或無法

發揮其防爆效能之情形，並且國內目前欠缺防

爆電氣相關驗證制度，因此有必要引進國外防

爆電氣設備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本研

究乃分析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 
Commission, IEC)、英國、日本及新加坡有關

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並研擬

國內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

可行方案，以提供國內推動防爆電氣專業人員

之能力驗證之參採[4]。

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文件（獻）

分析法（或稱為內容分析法），即透過文件或

文獻以獲得資料。該文件包括IEC標準、各國
相關法律、命令、標準、官方出版品及報告等

文獻。主要研究步驟如下：

1. 確定研究目標

審視國際防爆電氣人員能力驗證趨勢，描

述我國現行的實務及發現重要的問題，擬定研

究目標及具體研究目的。

2. 決定蒐集資料的方法

藉由網際網路等方法取得IEC、英國、日
本、新加坡及台灣等國家文件，界定法規或標

準等之類別，記錄文件之主題或項目等，並考

慮文化脈絡，進行量 化及質化資料。

3. 綜合分析各國制度

綜合分析IEC、英國、日本、新加坡及台
灣等國家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

制度，分析各國能力驗證之組織結構、相關法

規、執行現況及驗證機構資源。

4.  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

邀請國內產、官、學、研等各界專家學者

參與座談會，以確認IEC、英國、日本、新加
坡及台灣等國家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

力驗證制度，並討論我 國未來可行方向。



289

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分析

5. 研擬我國可行方案

根據IEC、英國、日本、新加坡及台灣等
國家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

之分析結果，並參酌專家學者座談會結論與建

議，提供我國可行方案。

結果與討論

1.  英國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

證制度

首先，在英國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之

執行現況方面，英國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

之組織結構主要包括二個架構。第一個架構是

驗證機構之認證，目前UKAS認證一間機構：
JT Limited，其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方案
CompEx；第二個架構是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
驗證方案為IECEx CoPC，目前有兩間機構：
SGS Baseefa及SIRA。

JT Limited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方案
的驗證程序[5]陳述如後。目前防爆能力驗證
方案(CompEx Scheme)是全球著名的能力方案
(competency scheme)，提供主要的石油、瓦斯
及化學產業選擇，以保護其員工及資產。根據

該驗證的程序(JTL919 – CompEx Certification 
Process)，電氣技術從業人員的驗證程序如圖1
所示。

圖1　電氣技術從業人員的驗證程序
　　  資料來源：CompEx[5]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12月　第25卷第4期　第287-297頁

290

該驗證程序顯示，有資格的從業人員(合
乎資格或公司支持信函所證明的電氣技術執行

人員)完成應詴者註冊表格並送至CompEx能力
確認(CCV)中心之後，進入效標評估（通過與
否）。若通過且屬於新的應詴者或在初始驗證

日期之後超過5年者，進行5天的完全課程(full 
course)；假如需要，可直接考詴及核心能力測
驗評估。若通過且屬於在上次驗證日期之後未

滿5年者，進行名義上2天的複習課程(refresher 
course)。若未通過，申請被拒絕－－應詴者不
適合註冊，無法進行CompEx核心能力評估。

2.   國際電工委員會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

人員能力驗證制度

其次，在國際電工委員會爆炸性環境人員

能力驗證之執行現況方面。

(1) IECEx爆炸性環境防爆人員能力驗證方
案—程序規則(IECEx 05)[6]

根據《IECEx爆炸性環境防爆人員能
力驗證方案—程序規則》(IECEx Scheme 
for Certification of Personnel Competence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 Rules of 
Procedure)(IECEx 05)，IECEx防爆人員能
力驗證方案之目標，是為有關危險區域設

備之工作，提供其必需之跨產業能力。此

能力可供任何產業或企業之防爆相關部門

運用。

本驗證方案僅作為確認工作中運用爆

炸性環境（或爆炸性環境相關）設備之人

員能力。防爆能力可應用於有關個人特殊

工作內容之層面，包括（但不限於）管理

意識、區域分類、安裝方法設計、設備選

用、安裝、檢查、維護、修理/大修等。
方案並未詳述任何訓練規定，且證書之核

發依據，為防爆驗證機構執行之評鑑。人

員接受危險區域工作能力評估前，該人員

需提供非危險區域相似工作內容之資格證

明或貿易證書(trade credentials)，並進行查
證，此項目將包括該人員有效申請驗證之

國家當中，任何有關證書或許可證等之法

律規定。

(2) 申請取得防爆人員能力證書之指南與導引
(IECEx 05A)[7]

IECEx防爆人員能力驗證方案，提供
人員取得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
之方法，令國際防爆社群足以確信該人員

可遵守IECEx防爆人員能力驗證方案之技
術及品質系統要求，維持執行工作內容或

提供服務之能力。

防爆人員能力證書受到所有IECEx參
加國之認可，等同參加國之國家級驗證。

該指南說明個人向參加國之IECEx防爆驗
證機構，申請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
時所需資訊，並概述人員取得與維持驗證

之程序。該指南亦說明個人向參加國之

IECEx防爆驗證機構，申請防爆人員能力
證書(CoPC)時所需資訊，並概述人員取得
與維持驗證之程序。

就該指南內容而言，「爆炸性環境」

為可能存在爆炸風險之區域。處於爆炸性

環境之電氣設備，除非以特殊方式組裝、

安裝、及維護，否則此種電氣設備恐發出

足以引燃氣體之能量與溫度，往往導致毀

滅性後果。運用於此種「爆炸性環境」之

電氣設備與電氣系統之特殊設計功能，稱

為防爆。防爆屬於風險管理策略之涵蓋項

目，以確保工作環境之健康安全。

(3) IECEx核准防爆驗證機構(ExCB)核發與維
持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之評鑑
程序(IECEx OD 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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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詳列由IECEx體系防爆管理委
員會制定之評鑑程序，以確保候選防爆驗

證機構可接受完整評鑑。本檔程序之主要

目的，為使國際足以確信防爆驗證機構對

於有意取得IECEx證書者，確實具備對其
執行評鑑並維持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
之能力。

評鑑內容涵蓋防爆驗證機構人員之能

力、經歷、熟悉度，以及爆炸性環境相關

標準、品質管理系統、IECEx體系、ISO/
IEC 17024相關規範、IECEx作業文件之組
織架構。評鑑程序亦著重於由IECEx評鑑
團隊確保評鑑作法之一致性，並進而建立

對方案（即IECEx爆炸性環境防爆人員能
力驗證方案）之信心。

(4) 申請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之文
件與資訊規定(IECEx OD 502)[9]

IECEx作業文件(OD 502)詳述人員申
請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之資訊與文件
規定。爆炸性環境之工作人員，務必具備

所需能力。若人員在其工作相關方面之能

力不足，將提高爆炸性環境發生意外之可

能性。許多法律文件（立法）已列出此種

能力需求，但往往未明確界定。

能力需視知識、技能、經歷、訓練而

定。衡量能力並非易事，需有具體評鑑方

法。能力需妥善維持，因此有必要定期監

測通過認證人員之表現。有時可能需額外

提供其他文件至防爆驗證機構。

(5) 防爆驗證機構核發與維持IECEx防爆人員
能力證書之程序(IECEx OD 503)[10]

針對已獲IECEx防爆管理委員會核
准核發IECEx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之
IECEx防爆驗證機構(ExCB)，本文件作為

補充該防爆驗證機構使用之操作手冊與程

序。

本作業文件之目的，為針對已獲

IECEx防爆管理委員會核准核發IECEx防
爆人員能力證書之各防爆驗證機構，確保

各機構將以一致、協調之作法，處理個人

或機構提名個人之申請事宜。本IECEx作
業文件說明核發與維持IECEx防爆人員能
力證書(CoPC)之程序。

(6) 能力單元評鑑成果說明書(IECEx OD 504)
[11]

本作業文件OD 504詳細說明爆炸性
環境電氣設備工作人員依IEC國際標準之
能力規定。本文件目的為支援要求能力之

驗證，例如維修設施之修理與大修，並在

能力驗證之維持具有益處之各種爆炸性環

境層面當中，本文件可視為此種環境工作

人員之人員驗證。

IECEx作業文件之目的，係詳細說明
危險區域電氣設備相關工作之一般性跨產

業能力要求。相關職能領域中，任何與防

爆有關之行業別或企業，皆可運用此能力

要求。

評鑑爆炸性環境與防爆設備相關工作

執行能力之申請時，應遵照本文件所列評

鑑程序、體系、及方法。

電氣人員及操作危險區域設備之其他

人員，其相關技能多有變化，對此方面之

關注，造就相關技能標準於基礎知識之發

展、及於進入爆炸性環境場所及/或操作
爆炸性環境電氣設備人員能力之發展。雖

有開辦訓練，但訓練內容往往侷限技術層

面，且普遍不具有提供此種特定能力評鑑

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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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

證制度

再者，在日本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之

執行現況方面。

(1) 資格驗證制度[12]
因應國際安全規格下之機械安全規

定，由日本認證株式會社、一般社團法人

日本電氣制御機器工業會、安全技術應用

研究會、TÜ V Rheinland Japan株式會社合
作營運之資格制度。

持有安全評估員資格之「主安全評估

員」(SLA)、「安全評估員」(SA)及「副
安全評估員」(SSA)，在該資格之測驗、
講習範圍上，對於設計技術人員或生產技

術管理人員之機械安全相關教育科目，為

具有充分知識之人員，另外並明確記載

「安全基礎評估員」(SBA)資格為有效的
機械使用人員領班、作業主任、各種安全

負責人員的機械安全教育。

(2) 安全基礎評估員
此一資格制度包括機械使用安全領域

資格、及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資格兩項

資格。機械使用安全領域(SBA)係針對機
械使用人員，說明機械使用安全領域相關

事宜；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SBA-Ex)係
針對操作防爆電氣機器之維修相關人員，

說明資格制度[13]。
安全基礎評估員主要是以機械使用人

員為對象之資格制度。分為機械使用安全

領域、以及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等2個
領域：

A. 機械使用安全領域(SBA)，以安全巡視
找出不周延的安全計劃，防範無效化、 
危險的改造。

B. 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SBA-Ex)，選
擇適切的防爆電氣機器，以正確的知識

進行維護。

根據厚勞省通令記載，「安全基礎評

估員」為機械使用人員領班、作業主任、

各種安全負責人員有效之機械安全教育。

此外，「安全基礎評估員（防爆電氣機

器安全領域）」最適合教育在爆炸性環境

下，確保安全使用機械及設備之人才。

有關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事宜，係

操作可燃性氣體、引火性液體之工廠發生

爆炸火災的事故增加。原因據稱是設備長

年劣化、老經驗的工作人員減少。學得安

全操作防爆電氣機器知識，屬於SBA-Ex
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

此外，根據日本驗證株式會社安全

基礎評估員－防爆電氣機器安全資格制度

（SBA-Ex資格）[14]，參加為期一天的
講習會（大約6小時，內容包括、專題講
座、制度簡介、防爆原理、耐壓防爆結構

電氣設備檢查、安全增防爆構造電氣設備

檢查、內壓防爆構造電氣設備檢查、本質

安全防爆構造電氣設備檢查、防爆電氣機

器配線、防爆電氣設備點檢項目、防爆關

連用語集等），並經第三方機構（由專家

學者所組成的SBA-Ex驗證委員會）驗收
通過後，發給資格證明。

此一規定乃適用於IEC60079-17防爆
電氣設備對應的負責人維護的要求，顯示

基礎知識（設備防爆電器維修和檢查）的

安全性。取得該資格的好處，可以從事防

爆電氣設備的設備管理、安全管理、安全

巡檢、製造、檢點及維護。具有合格人員

將能進行危險區域的判定及防爆電氣設備

的應用、防爆電氣設備的檢查及維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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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電氣設備的安裝及配線等工作。

日本電氣制御機器工業會(NECA)訂
有安全基礎評估員驗證標準(NECA 0902)
[15]，以供驗證參考。

4.  新加坡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

驗證制度

在新加坡，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至少

包括ATTS推動CompEx，以及SGS推動IECEx 
CoPC。前者屬於英國的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
證制度，而後者屬於IECEx的爆炸性環境人員
能力驗證制度，前面章節已經說明，在此不再

贅敘。

基於前述各國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

員能力驗證制度，就驗證機構、申請人或應詴

者、及相關法規加以比較，並摘要整理於表1。

表1　各國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之比較摘要

各國
比較項目

英國 CompEx IECEx CoPC 日本 SBA-Ex 新加坡(CompEx/ CoPC)

驗證機構

認證機構 UKAS － JAB/NECA SAC

證書有效期限 4 年 5 年 未明訂有效期限 4 年/5 年

參考標準

IEC 60079-10
IEC 60079-14
IEC 60079-17

IEC 60079-10
IEC 60079-14
IEC 60079-17
IEC 60079-19

IEC 60079-17
NECA 0902

IEC 60079-10
IEC 60079-14
IEC 60079-17

(IEC 60079-19)

驗證範圍 Ex F, Ex01-Ex10, (Ex11, Ex12) Unit Ex 000- Unit Ex 010 防爆電氣維護及檢查
Ex F, Ex01-Ex10, (Ex11, Ex12)/

Unit Ex 000- Unit Ex 010

申請人/應試者

申請資格 合格電氣技術人員

Unit Ex 000- Unit Ex 001：不限學
歷及經驗；Unit Ex 002- Unit Ex 
010：大學以上相關學位及 3年以
上相關經驗

未明訂申請資格

合格電氣技術人員/Unit Ex 000-
Unit Ex 001：不限學 歷 ； Unit  
Ex 002- Unit Ex010：大學以上相
關學位

訓練課程 依工作環境而定 依能力單元而定 一天講習會 依工作環境而定/依能力單元而定

正式訓練要求 無 無 無 無

測驗或考試 實務測驗及理論考試 實務測驗及理論考試 學科考試 實務測驗及理論考試

證書有效期限 5 年 3 年 未明訂有效期限 5 年/3 年

相關法規 工作安全衛生法 IECE 規則及作 業文件 �働安全衛生法 工作場所安全衛 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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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彙整探討英國、國際電工委員

會、日本及新加坡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

能力驗證制度，以研擬國內有關爆炸性環境之

專業人員能力驗證制度可行方案。為達成研究

目的，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法，即透過文件或

文獻以獲得資料，並進行分析。茲將本研究之

結論及建議臚列於後。

1. 結論

(1) 英國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
制度

英國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之組

織結構主要包括二個架構。第一個架構

是驗證機構之認證，目前UKAS認證一
間機構：JT Limited，其爆炸性環境人員
能力驗證方案為CompEx；第二個架構是
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方案為IECEx 
CoPC，目前有兩間機構：SGS Baseefa及
SIRA。

(2) 國際電工委員會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
員能力驗證制度

國際電工委員會爆炸性環境人員能

力驗證之執行現況，IECEx體系之施行，
由IECEx規則負責管理。其執行現況主要
包括：IECEx爆炸性環境防爆人員能力驗
證方案—程序規則、申請取得防爆人員能

力證書之指南與導引、IECEx核准防爆驗
證機構(ExCB)核發與維持IECEx防爆人員
能力證書(CoPC)之評鑑程序、申請IECEx
防爆人員能力證書(CoPC)之文件與資訊規
定、防爆驗證機構核發與維持IECEx防爆
人員能力證書之程序、能力單元評鑑成果

說明書等。

(3) 日本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驗證
制度

A. 日本驗證株式會社(JC)、日本電氣制御
機器工業會(NECA)、安全技術應用研
究會、及TÜ V Rheinland Japan株式會
社合作運作日本之安全基礎評估員驗證

制度。

B. 日本電氣制御機器工業會(NECA)訂
有安全基礎評估員驗證標準 ( N E C A 
0902)，以供驗證參考。

C. 為確保機械安全，對安全評估員及安全
基礎評估員進行驗證。其中安全基礎評

估員即是防爆電氣機器安全領域。該領

域之安全基礎評估員依據NECA 0902標
準進行驗證。

D. 新加坡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能力
驗證制度

a. 新加坡爆炸性環境人員能力驗證類
似英國。

b. 目前至少包括ATTS所推動的爆炸性
環境人員能力驗證方案(CompEx)，
以及SGS所推動的爆炸性環境人員
能力驗證方案(IECEx CoPC)。

2. 建議

基於前述各國有關爆炸性環境之專業人員

能力驗證制度的比較結果、專家學者座談會重

要結論，以及我國的文化脈絡，茲提供以下建

議方案以供我國未來發展之參考。

(1) 參採日本之安全基礎評估員－防爆電氣機
器安全資格(SBA-Ex)驗證制度

可參考日本之驗證制度，由防爆電氣

相關團體共同建立自發性驗證標準，防爆

電氣人員驗證委員會評定驗證資格，防爆

電氣人員檢定機構對申請人實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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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訂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可修訂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增訂特殊作業人員（防爆電氣作

業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定。在該

規則中增訂防爆電氣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課程、時數及講師資格。

(3) 修訂我國《工業配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
範》或《室內配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

可修訂我國《工業配線技術士技能檢

定規範》及《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技
術士技能檢定規範》之工作項目，增加防

爆電氣之相關作業，例如防爆電氣設備安

裝、配線、維護及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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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synthesizing and analyzing the systems, holding an experts conference, drafting a feasible 

program.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systems for Certification of Personnel Competencies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in the mentioned-above countries, and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ndustries could refer to NECA0902 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ame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establish the lo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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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FDS與ALOHA軟體評估石化工廠火災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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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國內工業界及消防界大多採用ALOHA模擬軟體進行初步緊急應變範圍之評估。本研

究利用實場模式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模擬軟體與簡易擴散模式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模擬軟體這兩套模擬軟體進行比較及分析。並針對石化工廠發生火災時，

其設定相同條件下，對於火災模擬結果之差異性。本研究結果發現，ALOHA軟體評估之輻射熱

影響範圍顯得過於粗糙，其結果也明顯高估實際狀況之後果，將可能導致搶救人員於執行任務時

而判斷錯誤。而FDS軟體較能準確地預估其輻射熱影響。且當有外在環境之影響時，如風速、障

礙物等條件下，FDS之模擬評估顯得重要許多，其效果也優於ALOHA模擬軟體。此外，FDS這

套模擬軟體以法定撒水密度模擬時，確實能有效地降低輻射熱；且相同的儲槽下，不同的內容物

之燃燒，確實會產生非常明顯不同輻射熱之影響。綜觀以上，障礙物及水幕等減少輻射熱等效應

評估，均是ALHOA軟體所無法模擬的。建議對於評估工業火災時，應明確考慮使用FDS模擬軟

體來執行，以擬定有效之緊急應變計畫，能快速有效地控制火勢，亦能降低人員傷亡及莫大的財

產損失。

關鍵字：輻射熱、儲槽、安全距離、水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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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現今國內工業界的廠房建置規模越來越

大，且使用的化學物質越來越多樣化。工業

火災爆炸事件層出不窮，不外乎是人為操作不

當、設備問題、製程上的疏忽以及外在熱源

等問題因素而引發火災，其任何一個輕微的疏

失，都可能波及鄰近區域而引發連鎖效應。根

據國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96至98年間監控
國內之工廠、實驗室、槽車交通等化學品事故

數總計1,582件，其中以工廠事故531件最多、
交通事故130件次之[1]，亦即是化學品之管理
也著實重要。

1984年11月9日，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
由於液化石油氣洩漏引起火災，災害原因為兩

顆球型儲槽因高溫高壓發生破裂現象，使得液

化石油氣大量洩漏，而高溫火焰延燒周遭塔

槽，相繼造成多個儲槽破裂爆炸，死亡人數達

500人，受傷700人，另有9,000人失蹤，此事件
成了國際上最嚴重之工業災害事故[2]。石化工
廠難免因各種意外事件而引起燃燒，由文獻可

知儲槽火災對石化工廠來說為最嚴重的火災，

且若工廠所使用之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等

引起火災，並非像都市火災單純使用水進行

滅火，往往需使用特殊滅火藥劑、泡沫才能遏

止，故嚴重性不容小覷。

目前各工業區、消防界大多數採用美國 
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 PA )與海洋大氣署 ( N a t i o n a l  O c e a n i c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共同發
展的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模擬軟體[3,4]。此軟體可模擬火
災或化學物品洩漏時，如何進行初步緊急應變

之災區劃分與消防人員之最適性位置評估。國

內消防界大多採用歐式消防衣於火場之防護，

其依據EN366之輻射熱承載值規定應為40 kW/
m2[5]，而研究指出，當超過6 kW/m2

時，防護

衣將會開始產生質變[6]。ALOHA是一套簡易
操作之模擬軟體，但往往進行模擬時並未考慮

障礙物的阻擋，其消防人員於救災位置之準確

性令人質疑。

日新月異科技的進步及電腦性能硬軟體

之提升，電腦軟體應用範圍廣泛，且電腦軟體

之模擬分析技術於消防領域已逐漸成為建築防

火工程設計及還原火災現場模擬之運用。J.X. 
Wen,K.Kang,T.Donchev & J.M. Karwatzki等人，
將(Weckman & Strong)所做的甲醇實驗以FDS軟
體模擬進行比對，其實驗值與模擬結果相當接

近[7]。Chien Chih-Liang等人將SF6釋放於空間
中，並比較實驗數據及FDS(CFD model)模擬結
果，其結果得知FDS(CFD model)可準確的預知
並符合實驗數據[8]。

本研究利用火災動態模擬軟體（F i r e 
Dynamics Simulation，簡稱FDS）[9]從電腦螢
幕可清楚了解火災發生過程、火場影像以及

各類濃度之相關資訊。FDS模擬軟體是由美國
國家標準測試局防火實驗室(NIST/BFRL)所發
展。其FDS模擬軟體將建築物空間切割為多格
細小之格點，利用數值法求得各守衡方程式之

解，Smoke view將FDS所計算之模擬結果，以
2D或3D動畫效果呈現。由於進行火災模擬時
因軟體限制、內部計算設定較複雜以及空間較

大者其總格點數目相對地更多等因素，使得所

需之電腦數目也須增加。本研究已發展出可將

10台電腦進行平行運算，雖然可提升精準性，
但礙於模擬時間之效率，目前使用3台電腦進
行平行運算。

現今國內外搶救人員於火場之安全距離沒

有判斷基準，且石化工廠大多儲放不同種類之

燃料，其燃燒特性大都有顯著的不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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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FDS模擬軟體及ALOHA模擬軟體這兩套模
擬軟體進行比較與分析外，其針對消防人員穿

著歐式消防衣於火場及建築物間有效安全距離

之評估。探討這兩套模擬軟體於同樣條件下，

其火災模擬結果之差異性。

研究方法

1. 使用工具

(1)  FDS空間建置及設定
本研究使用FDS的5 .3版本作為研究工

具。軟體的程式設計原理是根據物種守恆

(conservation of species)、動量守恆(conservation 
of momentum)、能量守恆(conservation of 
energy)以及質量守恆(conservation of mass)等四
種守衡關係而發展出來。

此模擬軟體設定石化工廠長為100m（X
軸），寬為120m（Y軸），高度最高為36公尺
（Z軸），總切割格數為3,791,520格，平面配
置圖建置模型如圖1。

圖1　石化工廠平面配置圖

將以上模型建置完成後，於石化工廠之

某儲槽區設置火源，其防液堤面積長為13m
（X軸），寬為15m（Y軸）。並於火源四周
設置輻射熱之探測點。探測點設置於火源四

周分別以X軸1~10m及24~34m、Y軸1~10m及
22~32m，前後左右每隔1m設置一輻射熱探測

點，設定高度為1.8m，共960個探測點，如圖2
之綠色圓點。

圖2　輻射熱之探測點位置

為探討火災時有無裝置水幕之冷卻效果，

本研究於距離防液堤1公尺處（Y軸23m處，X
軸1~32m）設置水幕，左右每隔5m設置一顆撒
水頭，共6顆撒水頭，總流量為900 l/min，設定
高度為2m。
(2)  ALOHA擴散模式模擬軟體之設定

本研究使用ALOHA模擬軟體版本為5.4.3
版。ALOHA為巴斯奎—吉佛模式，亦是高斯
模式的簡化，將本次研究參數填入公式換算即

可得知結果，公式如下所示：

此軟體用來探討當火災發生時產生輻射熱

之狀況及火災爆炸等影響範圍。模擬步驟為開

啟ALOHA軟體程式後，首先，選擇該分析地
點為台灣台南地區、選擇建築類型為多建築物

以及分析日期及時間，並輸入下列洩漏的物質

分別為正庚烷及甲醇、風速為3.2 m/s、風向為
NE（東北風）、火災類型為油池火災、防液堤
高度為1.3 m等參數即可進行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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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因素設定
石化工廠場內大多存放大型儲槽，若發生

火災，其外在環境也會有相對的影響，為評估

外在環境影響以及符合實際狀況，本研究對象

為台南地區的石化工廠。根據中央氣象局歷年

統計與環保署測站資料之台南地區自1981年至
2010年歷年資料結果顯示，平均風速為3.2 m/s，
以及2013年的風向大多落於20~30度之間，因
此，本研究採用東北風做為模擬參數。

2. 模擬情境列表

由於FDS及ALOHA這兩套電腦模擬軟體
的設定方式不同，本研究將這兩套模擬軟體所

需之設定參數進行整合後，並針對下表1之六
種火災模擬情境進行比較及分析。

表1　火災情境列表
使用軟體 FDS ALOHA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情境五 情境六

燃料 正庚烷 甲醇 正庚烷 甲醇 正庚烷 甲醇

火災類型
油池
火災

油池
火災

油池
火災

油池
火災

油池
火災

油池
火災

熱釋放率(MW) 913.52 68.95 913.52 68.95 有 無

有無撒水設備 無 無 無 有 - -

水幕設置距離 無 無 無 無 - -

風速(m/s) 3.2 3.2 3.2 3.2 3.2 3.2

風向 東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防液堤面積(m2) 203 203 203 203 203 203

防液堤高度(m) 1.3 1.3 1.3 1.3 1.3 1.3

輻射熱設置參數(m) 1.8 1.8 1.8 1.8 - -

結果與討論

1. 不同燃料下之FDS火災情境模擬

(1)  正庚烷儲槽火災之模擬結果（情境一）
由圖3模擬結果可知，正庚烷儲槽火災於

火源四周外之輻射熱影響範圍係以輻射熱之等

高線圖表示，於圖3上以不同顏色之曲線來表

示。圖3之Y軸26m處輻射熱值高達90 kW/m2
，

而由等高線圖顯示，最外圍10m處輻射熱亦有
20 kW/m2

。其安全距離之判定，滅火人員穿著

歐規消防衣執行任務時，應站在離火源外輻射

熱5 kW/m2
以下之距離，且依據NFPA80A規定

建築物間應承受12.5 kW/m2
以下。以上輻射值

皆已超過承受值，建議使用遠距離砲塔或以水

幕進行冷卻。

圖3　正庚烷儲槽火災之輻射熱範圍

(2)  甲醇儲槽火災之模擬結果（情境二）
甲醇儲槽火災因燃燒熱釋放率比前兩者較

小，由模擬結果可知，於火源四周外1m處皆低
於5 kW/m2

，其人員安全距值為圖4之Y軸25m 
所示。

圖4　甲醇儲槽火災之輻射熱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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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模擬結果得知，不同燃料燃燒時，

確實會產生不同輻射熱之影響。

2. 有無設置水幕之火災情境（FDS模擬）

(1)  正庚烷儲槽火災裝置水幕結果（情境三）
當正庚烷儲槽發生火災時，由圖5之防液

堤距離走道3m（Y軸為27m）處量測到輻射熱
值為90 kW/m2

，若於防液堤1m（Y軸為24m）
處設置水幕，以同樣距離下原為90 kW/m2

可降

低至30 kW/m2
。

圖5　正庚烷有無裝設水幕之比較

(2)  甲醇儲槽火災之有無裝置水幕結果（情
境四）

當甲醇儲槽發生洩漏火災時，於防液堤距

離1m（Y軸為23m）處設置水幕，由圖6模擬結
果顯示，同樣有無設置水幕於Y軸2 m處所量測
之輻射熱值皆為2 kW/m2

，對於甲醇儲槽火災

有無設置水幕其相差結果不大。

圖6　甲醇儲槽火災有無裝設水幕之比較

由上述兩種燃料之模擬結果得知，針對燃

料熱釋放率較高者，其裝設水幕確實能有效降

低輻射值；反之熱釋放率較低者，雖裝設水幕

能冷卻輻射值，但結果並不明顯。因此水幕裝

設於不同的燃料儲槽之防護效果將有截然不同

之影響。

3. ALOHA模擬結果

本研究將正庚烷及甲醇這兩種物質輸入各

參數後，將ALOHA模擬出之危害區域套入廠
區平面圖，即可由平面圖上得知危害區域之安

全距離。對於此軟體而言，人員輻射熱安全距

離之判定標準如下(1)紅色範圍為60秒內可造
成人員致死，輻射熱值為大於且含10 kW/m2

以

上。(2)橘色範圍意指人員站至此位置達60秒
時，將可造成2次燒傷，其輻射熱值為大於且
含5 kW/m2

以上。 (3)黃色範圍輻射熱值為2 kW/
m2
，意指於60秒內人員之皮膚會感到疼痛。

(1)  正庚烷儲槽火災之模擬結果（情境五）
當正庚烷儲槽發生洩漏而釀成火災時，

可從套入後的平面圖清楚瞭解輻射熱之影響

範圍。由圖7模擬結果顯示，正庚烷儲槽之火
源四周40m內輻射熱值皆為10 kW/m2

以上，則

53m後輻射熱值才低於5 kW/m2
。輻射熱影響範

圍已涵蓋整個石化工廠，人員若未於60秒內逃
生將可能感到皮膚疼痛等傷害發生。

圖7　正庚烷儲槽火災之輻射熱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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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醇儲槽火災之模擬結果（情境六）
當甲醇儲槽發生洩漏而釀成火災時，可從

套入後的平面圖清楚瞭解輻射熱之影響範圍。

由圖8模擬結果顯示，甲醇儲槽火災於火源四
周28m內輻射熱值皆為2 kW/m2

以下。

圖8　甲醇儲槽火災之輻射熱影響範圍

由以上ALOHA模擬結果得知，其輻射熱
影響範圍明顯高估於實際發生之狀況，且模擬

評估之結果顯示也過於粗糙，將可能導致滅火

人員於執行任務時而判斷錯誤。

結論與建議

目前工業界及消防界大多採用ALOHA模
擬軟體進行初步緊急應變範圍之評估。藉由本

研究結果發現，將這兩套模擬軟體以不同燃料

及相同環境因素與火源大小等參數設定時，火

災產生之輻射熱範圍大為不同。ALOHA軟體
因未考量障礙物的阻擋下之實際情形，使得評

估之輻射熱影響範圍顯得過於粗糙，結果也明

顯高估於實際狀況，將可能導致滅火人員於執

行任務時而判斷錯誤。而FDS 軟體在進行平
行運算時，將設定參數及障礙物的阻礙因素都

納入模擬考量，因此，較準確地預估其輻射熱

影響。當有外在環境之影響時，如風速、風向

等，FDS之模擬結果，更優於ALOHA之效果。
此外，FDS這套模擬軟體也可設定當有水幕等
系統存在時，其所產生之影響，以及火災發生

過程、火場影像等功能；且於相同的儲槽下，

不同的內容物之燃燒下，確實會產生非常大不

相同輻射熱之影響。綜觀以上，障礙物及水幕

等減少輻射熱之效應，在ALHOA軟體皆無法
進行模擬。

因此，石化等相關工廠進行評估工業火災

時，建議使用FDS模擬軟體來執行，以擬定有
效之緊急應變計畫，能快速有效地控制火勢，

亦能降低人員傷亡及莫大的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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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model is always used for emergency 
response evaluation in industries and firefighting area recently. In this study,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 and ALOHA programs are used to simulate fire scenarios in petrochemical plant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FDS can simulate the fire scenarios with water spray 
system since the radiation effects can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water spray and burning materials in 
the same tank. The ALOHA model, however, cannot simulate the effects of obstacle and water spray 
system. Therefore, FDS is recommended to use in the radiation sim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fir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an also be used to modify the emergency plan to control fires earlier and prevent 
loss of properties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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