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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修正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
國際人因工程發展方向
新興職業疾病通報及檢測方法

國家職業
本期焦點



編者手記

Editor’s Instruction

　　本期季刊第27卷第3期以職業危害評估及職業衛生與健康為主軸，並藉由放寬及延伸界線，擴

增涵蓋不同領域之內容，以服務不同領域讀者。包括職業醫學與職業衛生表現傑出或國家獎項之個

人與團體之外，職業疾病之成果與挑戰、國際人因工程協會IEA對人因工程發展方向、職安法及勞

工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修正等。

　　<法規動態>重點報導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在近期強化承攬管理機制的職安法修正，職業災害

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關於調高四類生活津貼及補助金額的修正說明，加上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介

紹，提供事業單位參考，落實保障勞工福祉。

　　<產業焦點>介紹南臺灣職業醫學及職業衛生重鎮的成大及高醫，分別是獲國家安全衛生「個人

奉獻獎」的成功大學兼任環境職業醫學科主任郭浩然特聘教授及獲國家「勞動健康特別獎」的高醫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加上「傳統產業安全衛生投資特別獎」的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不論是個

人、醫院或是公司，均是有特殊付出與投資，具體貢獻，足為楷模。

　　<專業瞭望>針對國際人因工程學會近期相關會議，探討國際勞工組織ILO對人因工程發展方

向，及由最常見的職業疾病中的中毒，從臨床實務職業性毒物促發疾病經驗，探討如何面對各類新

興職業中毒，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及其他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未來必須面臨的挑戰。

　　<研究論文>本期研究論文包括職業醫學領域的新興職業病通報、檢測方法之跨國實務比較，職

業性皮膚疾病的通報成果與挑戰之外，職業衛生領域亦有一氧化碳在有隔間建築內部傳輸之物理模

式、以聲場模擬技術評估螺帽壓置機噪音改善研究、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的暴露評估模式應

用，同時也納入職業安全領域之研究論文-銅蝕刻原液及過氯酸鈉蝕刻液本質與酸不相容之熱危害

探討，稍微拓展一下多元性。

　　期許本期較為多元的內容，有助讀者深入瞭解勞動及職業醫學、職業衛生及職業安全之發展及

動態，請大家不吝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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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及第 27 條檢查注意事項 ( 下稱本注意事項 ) 於 90 年

6 月 18 日發布施行迄今，歷經多次修正，鑑於近來各界對於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 ( 構 )

是否認定為原事業單位，及原事業單位共同作業之查明事項等，仍有部分疑義，為避免

爭議及齊一檢查作法，勞動部職安署爰予修正，以強化事業單位承攬管理機制。本注意

事項業經勞動部於 108 年 5 月 30 日以勞職授字第 1080201743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



修正重點

壹、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 ( 構 ) 認定為原事 
業單位

　　明定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 ( 構 ) 將路面

補修等事業經常性活動交付承攬，因與其經

營內容專業有關，且為其專業能力所及，認

定為原事業單位，並例舉該工務機關 ( 構 )

之相關單位，供各勞動檢查機構參據。

貳、增訂共同作業及非共同作業之態樣

　　增訂專責養護之工務機關 ( 構 ) 屬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所稱共同作業之執行內

容。另工務機關 ( 構 ) 如將執行監造作業之

監督、查証、督導與檢查事項等工作委託監

造，單純派員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所僱用勞

工作業從事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

秩序，尚非其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

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所稱之共同作

業。

參、增訂共同作業應查明事項

　　增訂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所

僱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

業，勞動檢查機構應查明其所僱勞工之姓

名、作業別等共同作業佐證資料，及僱用勞

工執行作業時之工作關聯性及危害關聯性資

料，以確認原事業單位有無共同作業之事

實。

結語

　　為強化原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之統合

管理權責，負起防災責任，勞動部將持續滾

動檢討修正相關規定，促使事業單位配合本

注意事項之修正，落實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並供各勞動檢查機構撰寫職災報告書及訴願

答辯書參據，以保障勞工作業安全，俾有效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強化承攬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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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署職災勞工保護組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以下簡稱職保法）授權訂定之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91 年 4 月 10 日訂定發布，歷經 8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

期為 105 年 1 月 15 日。為配合 107 年 11 月 21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職保法部分條文，

及因應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 107 年度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各項補助金額，並修

正家屬補助之請領規定，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並經勞動部於 108 年 4 月 30 日以勞

職授字第 10802015822 號令發布施行。



修正重點

壹、調高四類生活津貼及補助之金額，並以

百位數無條件進位方式調整

　　有加勞保勞工職業災害生活津貼最長可

領 5 年，未加勞保勞工為 3 年。本辦法第

17 條之 1 前已明定按月發給之職業疾病生

活津貼、失能生活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及看護補助，須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累計成長率達 5% 時

調 整。107 年 較 101 年 之 成 長 率 已 達

5.14%，為使調整幅度法制化，爰增訂各項

生活津貼及補助金額自當年 5 月 1 日起以百

位數無條件進位方式調整之規定。

　　此次調整的職業疾病生活津貼由原來每

月 1,800 元至 8,200 元，調高為 1,900 元

至 8,700 元；失能生活津貼由 5,850 元及

8,200 元調高為 6,200 元及 8,700 元；看

護補助則由現行 11,700 元調高為 12,400

元；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由 14,050 元調高為

14,800 元。

貳、放寬家屬補助請領資格，刪除受其扶養

及致家庭生活困難之規定

　　本辦法規定之家屬補助為一次發給 10

萬元，修法前之規定為，凡成年子女因工作

參加勞工保險、公教人員或軍人保險且投保

薪資在基本工資以上者，均不得請領。考量

職業災害勞工罹災死亡後，家庭生活必然遭

受影響，爰修正放寬家屬補助請領資格，刪

除受其扶養及致家庭生活困難之規定，不論

成年子女有無工作，均得提出申請。

結語

　　職保法中之職災勞工津貼及補助為勞工

保險給付以外之補充性保障，按月發給之生

活津貼及補助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將更

能達到保障職災勞工基本生活之政策目的。

修正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調高生活津貼及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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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現行化學性有害物質管理大多探討經呼吸道途徑的健康危害，因此對於空氣中

化學物質的暴露往往著重於呼吸暴露評估，也訂定了呼吸道容許限值，皮膚暴露評估則

著墨甚少，國內外也缺乏對於皮膚容許標準的訂定，然而過去已有發現經由皮膚暴露化

學品染病或死亡的案例，顯示皮膚暴露應為一個重要的暴露途徑，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06 年度研究計畫：化學物質經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之探討 [1]，即藉

由探討國外已開發之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評估應用於我國製造業的可行性，提出適

用於我國製造業的暴露評估管理模式，並編撰指引供事業單位參考。

　　本文針對國外常用的皮膚暴露危害評估管理模式做介紹，由於各模式的內容多為艱

深的學術性語言，因此本文將較為複雜的內容簡化，以利普羅大眾閱讀，對於皮膚暴露

評估管理模式能有基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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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暴露評估方法簡介

　　作業環境監測為定量勞工皮膚暴露的

直接方式，其中皮膚採樣暴露評估方法主要

分為直接採樣與間接採樣兩大類，直接採

樣法為直接由皮膚或衣服上採集汙染物，

此方法又稱實際暴露採樣方法，常用的包

括攔截法（Interception methods）[2-4]、

移除法（Removal methods）[5-9]、現

場偵測法（In Situ methods）[10]；間接

採 樣 法 包 括 表 面 擦 拭 採 樣 法（Surface 

wiping）[11]、以及生物偵測法（Biological 

monitoring）[12]。這兩種方式雖不需要侵

入皮膚與估算汙染物暴露到皮膚的面積，然

而考量到缺乏皮膚容許暴露標準及生物暴露

指標，且實施作業環境測定需耗費大量人力

及物力，採用以上這兩種方式必須克服多種

障礙。目前已有許多國家或組織利用半定量

的暴露風險評估技術與分級管理（Control 

Banding，CB）概念，發展皮膚暴露評估

管理工具。半定量暴露危害風險評估技術的

意思為：利用作業環境中的暴露危害相關資

訊（如：使用量、暴露時間、暴露機率…等）

及其健康危害，做為預測勞工皮膚暴露危害

風險之基礎。半定量暴露風險評估法克服了

上述定量暴露評估方式所遭遇到的人力與物

力問題困境。

　　目前常見的六種半定量之皮膚暴露評估

管理模式，包括英國健康安全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HSE）之 COSHH

Essentials（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Essentials）[13]、

歐洲 -RISKOFDERM（Risk Assessment 

of Occupational Dermal Exposure to 

Chemicals）[14]、荷蘭 - DREAM（Dermal

 Exposure Assessment Method[15]、

荷蘭 -  STOFFEN（Stoffenmanager）

[16]、尼加拉瓜 -  DERM（Dermal  Exposure

Ranking Method）[17] 與美國 / 加拿大 -

PHED（Pesticide Handlers Exposure 

Database）[18]，以下對此六種皮膚暴露

評估模式做簡單的介紹。

1. 英國 COSHH　　

　　英國 COSHH（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Regulations，

COSHH）為英國健康安全局所發展出的

有 害 物 質 控 制 標 準，以 此 標 準 發 展 出 的

COSHH Essentials(CE) 準則，可藉由簡

單步驟評估化學物質暴露。

　　以 COSHH 評估皮膚暴露前，必須先

了解暴露於何種化學物質，以鑑別 CE 準則

中此化學物質的警戒性質，以及該化學物質

的暴露控制方法， 後藉由皮膚暴露評估給

予適當的防護建議。

　　CE 準則中與皮膚暴露有關的警示性質

有 R21、R24、R27、R34、R35、R38、

R43、R66 這八種性質，R21 代表經由皮膚

接觸是有害的；R24 代表經由皮膚暴露可能

造成毒性；R27 代表經由皮膚接觸可能造成

劇毒性；R34 代表會造成灼傷；R35 為造

成嚴重灼傷；R38 為會使皮膚感到刺激；

R43 為可能會使皮膚造成敏感；R66 為皮

膚重複暴露可能造成乾裂。從這八種性質所

代表的危害程度做分類，可將 R34、R35

歸類為高危害物質，R43 為 高危害物質，

其他屬低危害物質。

　　關於暴露控制分為以下四種方式：

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之介紹與評估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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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通風 整體換氣

局部排氣裝置

密閉或包圍型控制，如人
員進出時可能造成控制短
暫失效。

專家提供適當的控制測量
方法

控制方法 形　　式 說　　　　明

工程控制

密閉控制

特別控制

2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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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化學物質的警戒性質與暴露控制方

式後，即可依照以下圖 1 之流程評估防護建

議：

化學物質

是否為 R43
類物質

建議

健康監控
使用頻率每月

高於 1 次 ?

是否為第 4 類
控制應用方法

高危害風險建議

是否為第 3 類
控制應用方法

是否為第 1、２
類控制應用方法

是否有人員進出？
或可能造成汙染物
無法控制的情況？

高危害風險建議
＋手套 PPE

低危害風險建議

皮膚暴露評估

R34/R35 值
是大或中等

暴露屬於沉浸或
暴露，或有大量
滯留暴露

低危害風險建議
＋手套＋個人防
護具＋特別建議

低危害風險建議
＋手套＋特別建
議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Ｙ

Ｎ Ｙ

Ｎ

圖 1  COSHH 之皮膚暴露危害評估流程

　　暴露風險建議中，低危害風險建議內容

為調整製程或改變化學物質的物理型態，並

於作業程序中做好隔離、定期清潔、教育訓

練、衣物清洗、個人防護具使用管理、訂定

與衛生有關之作業程序等；高危害風險建議

內容中，除了低風險建議的事項，還需加以

使用密閉工程控制暴露，以及執行生物偵測

或針對進出人員進行管理；關於具 高危害

風險的 R43 類物質，可參考 CE 準則中

S400 特別建議的參考準則。

2. 歐洲 RISKOFDERM

　　歐洲針對皮膚暴露發展出 RISKOFDERM

（Risk Assessment of Occupational 

Dermal  Exposure to  Chemica ls，

RISKOFDERM）之評估方法，適用於任何

規模的事業單位，缺點為其輸入的數值不是

非常精確，造成高度不確定性，屬於簡單的

評估方式。

　　歐洲針對危險物質訂定標準分類如下

表 1：

表 1  歐洲危險物質分類

R20

R21

R22

R23

R24

R25

R26

R27

R28

R29

R31

R32

R33

R34

R35

R38

R39

R40

R43

R45

R48

R60

R61

R62

R63

R64

R66

R67

經由吸入造成危害

經由皮膚接觸造成危害

經由吞食造成危害

如果吸入可能具有毒性

如果經由皮膚接觸可能具有毒性

如果食入可能具有毒性

如果吸入可能具有高毒性

如果經由皮膚接觸可能具有高毒性

如果食入可能具有高毒性

與液體釋放出之毒性氣體接觸

與酸類物質釋放出之毒性氣體接觸

與酸類物質釋放出之高毒性氣體接觸

具有累加效應影響

可能造成灼傷

可能造成高度灼傷

對皮膚造成刺激

具有造成非常嚴重不可逆之健康效應的危險

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健康效應

經由皮膚接觸可能造成敏感

可能造成癌症

經由長時間暴露可能再造成嚴重傷害

也許會影響生育

也許會對未出生胎兒造成影響

可能會影響生育

可能會對未出生胎兒造成影響

可能對哺育母乳的胎兒造成傷害

重複暴露會造成皮膚之乾裂

揮發可能會造成睡意或頭暈

編號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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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OFDERM 的皮膚暴露風險評估

方法，考慮了對皮膚可能的局部影響以及經

皮吸收後的全身效應風險，將化學物質毒性

分為「可能造成人體局部健康效應」與「可

能造成人體整體健康效應」兩類如下表 2、

表 3 所示：

表 2  可能造成人體局部健康效應之化學物質與毒

         性分數

非屬以下者

R66、R38

R34，pH<2 或 pH≧11.5

R35、R43

R45

低 (low)

中等 (moderate)

高 (high)

非常高 (very high)

極致 (extreme)

判別之分類 毒性分數

表 3  可能造成人體整體健康效應之化學物質與毒

         性分數

判別之分類 毒性分數

不是 R 類物質

非屬以下者、R67

無

低 (low)

R20、R21、R22

R40 與 R20、R21

或 R22 之混合物

R48 與 R20、R21

或 R22 之混合物

R62、R63

中等 (moderate)

R23、R24、R25、R29

R31、R33、R40、R41、

R64

R37 與 R23、R24 或 R25

之混合物

R48 與 R23、R24 或 R25

之混合物

R26、R27、R28、R32

R39 與 R26、R27 或 R28

之混合物

R60、R61

高 (high)

非常高 (very high)

極致 (extreme)R45、R46

　　RISKOFDERM 即參考工作型態、潛

在暴露率、實際暴露率、暴露時間、實際暴

露劑量、皮膚區域大小等因子計算出實際暴

露分數，再進一步與物質毒性分數排列風險

評估矩陣。分析工作型態並參考相關研究文

獻後，可得到不同工作型態的預設潛在暴露

率參考值，潛在暴露率即為預設潛在暴露率

與調整係數的乘積（當無法決定調整係數時，

可以數值 1 代入）。實際暴露率為潛在暴露

率與衣服降低暴露係數的乘積，其中衣服降

低暴露係數如表 4 所示。不同的暴露時間有

不同的暴露時間分數，實際暴露劑量分數根

據化學物質對人體造成局部與整體的傷害而

有不同的計算方式，當化學物質只對人體造

成局部傷害時，實際暴露劑量分數為實際尖

峰暴露率（以實際手部暴露率代表）與時間

分數的乘積；化學物質造成整體傷害時，實

際暴露劑量分數為實際暴露率與時間分數的

乘積。實際暴露分級即可從實際暴露劑量分

數與皮膚暴露區域大小分數進行乘積後求

得，依據對人體造成局部與整體的傷害，得

出表 5 至表 8 的結果。

表 4  衣服降低暴露係數

輕便服裝

厚重服裝

0.5

0.1

衣服種類 衣服降低暴露係數

實際暴露劑量分數與皮膚
暴露區域大小分數乘積

實際暴露分級

表 5  對人體造成局部傷害的實際暴露分級

0.002 or less

>0.002-0.02

>0.02-0.2

>0.2-2

>2-20

>20

Negligible

Low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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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igible

Low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1

1

2

2

3

7

1

2

3

4

7

8

2

5

6

6

7

9

5

5

6

8

9

9

8

10

10

10

10

10

Low
(no risk)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物質危害分級 ( 對人體局部造成傷害 )
實際暴
露分級

表 6  對人體造成局部傷害的暴露風險矩陣

表 7  對人體系統造成傷害的實際暴露分級

實際暴露劑量分數與皮膚
暴露區域大小分數乘積

實際暴露分級

0.5 or less

>0.5-5

>5-50

>50-500

>500-5000

>5000

Negligible

Low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Negligible

Low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1

1

2

2

3

7

1

2

3

4

7

9

2

5

6

6

7

9

5

8

8

8

9

9

8

10

10

10

10

10

Low
(no risk) Moderate High Very

high Extreme

物質危害分級 ( 對人體局部造成傷害 )
實際暴
露分級

表 8  對人體系統造成傷害的暴露風險矩陣

　　暴露風險矩陣中，針對不同的風險分級

數值，所採取的對應措施如下：

1：低風險，無須任何行動 (no action)

2：不需要特別進行量測，基本的皮膚保護

(no special measures to be taken, 

basic skin care)

3：需減少暴露 (exposure reduction, if easily

accomplished)

4：需進一步採取措施，優先降低暴露 (action

necessary: primarily exposure reduction

 to be considered)

5：降低危害 (hazard reduction desirable)

6：採取必要措施，包含混合物的監測，優

先分析 (action necessary: mixture of 

measures,  pr ior i ty  for  deta i led 

analyses)

7：需緊急降低暴露 (exposure reduction

urgent)

8： 後異常的容忍情況，可以的話需進行

取 代 ( 化 學 物 或 作 業 型 態 ) ( only 

exceptionally tolerable, substitute, if 

any possible)

9：停止作業，無論如何均需降低暴露 (reduce

exposure drastically in any case, 

stop working)

10：停止作業，無論如何均需取代 ( 化學物

或作業型態 )( substitute in any case, 

stop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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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DREAM 清查部份的問卷內容

Module 內　　　容

1. 公司 

2. 部門 

3. 使用物質 

4. 職位 

5. 作業型態

6. 特定作業其物
  質暴露評估 

公司一般資訊 

* 工作環境出現之化學性或生物
   性物質
* 部門清潔活動 

物質物理特性包含黏滯性、物理
狀態、混合物中濃度比、熔點、
是否受到汙染、型態 

* 衛生行為
* 該職位勞工人數 

* 作業時間比例
* 該作業勞工人數 

* 皮膚暴露途徑之可能性與強度
* 衣服穿著情形
* 工作環境污染情形 

　　DREAM 評估流程，首先參考物質的直

接逸散、滯留及轉移等暴露途徑計算出皮膚

潛在暴露值，接著進一步參考衣服或手部覆

蓋的保護係數推估出實際皮膚暴露後，再將

身體分成九個部分進行加總推估出實際作業

時的皮膚暴露程度，實際作業時皮膚暴露程

度需再加入相對作業時間做為加權，若再考

量勞工衛生習慣、工作環境衛生、是否持續

暴露，即可推算出個人的職業皮膚暴露程

度，如以下流程圖所示。

潛在皮膚暴露推估

衣服保護係數

實際皮膚暴露推估

實際作業時
皮膚暴露程度

相對作業時間

實際作業時加權
總皮膚暴露程度

勞工衛生習慣、工作環境
衛生狀況、持續暴露情形

實際職位總加權
皮膚暴露程度

0= 未受到暴露

0-10= 非常低暴露

10-30= 低暴露

30-100= 中度暴露

100-300= 高度暴露

300-1000= 非常高度暴露

>1000= 嚴重暴露

暴
露
、
物
質
及
作
業

職
位
、
部
門

4. 荷蘭 STOFFEN

　　STOFFEN（Stoffenmanager，ST-

OFFEN）為透過網頁設計，協助中小型企

業可自行上網評估工作場所中操作化學品相

關作業的風險高低，進行風險控制管理。

　　本模式除了揮發度的等級配分為以連續

分數表示外，大部分參數的等級配分分數範

圍 為 以 0、0.03、0.1、0.3、1、3、10 的

對數級距進行分配。STOFFEN 模式對危

害物質的危害等級分類與 COSHH 模式的

標準一致，進行危害評估前需確定物質的危

害等級，評估流程為先以揮發特性評估污染

物的逸散情形，接著評估操作者與汙染源的

距離，並評估所採用的控制措施、暴露時

間、暴露頻率等，以獲得暴露等級。

5. 尼加拉瓜 DERM

　　DERM 全名為 The Dermal Exposure 

Ranking Method（DERM），為 結 合 檢 核

表與專家判定皮膚暴露等級的方法，主要利

用 汙 染 物 的 傳 輸 過 程 的 類 型（Transport 

process，T）與 身 體 暴 露 面 積（Area of 

body exposed，A）間的簡單計算法進行

評估。關於 DERM 評估模式的計算方法，

首先評估出身體各暴露部位的 T 與 A 的分

數後，將各暴露部位的T與A分數進行相乘，

3. 荷蘭 DREAM

　　荷蘭 DREAM（Dermal Exposure

Assessment Method，DREAM）評 估 方

式包含清查與評估兩部分。清查部分為製作

包含公司、部門、使用物質、職衛、作業、

暴露之六大面向的問卷，內容如表 9，並由

專業職業衛生人員進行填寫，了解暴露的基

本資訊後，即進行評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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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各暴露部位的相乘結果進行加總計算出

皮 膚 潛 在 暴 露 情 形，接 著 評 估 衣 著 類 型

（Type of clothing，C）， 後 將 皮 膚 潛 在

暴露情形與 C 相乘得出真實暴露程度，相

關參數的配分如下表 10 所示。

表 10  DERM 模式中 T、A 與 C 參數的分類與
　　　配分

６. 美國 / 加拿大 PHED

　　PHED（Pesticide Handler Exposure 

Database，PHED）模式為一種估算長期

特定化學性農藥暴露的定量方法，透過問

卷收集農藥暴露的基本時間和暴露強度等

相關訊息，以進行評估暴露強度（Intensity 

Level），評估公式如下所示，各參數及配分

表如表 11 所示。

表 11  PHED 模式的參數與分數

Mix( 農藥
混合程度 ) 

Enclosed
( 使用密閉
混合系統 ) 

Appl 

Appl
( 使用除草
劑、殺蟲
劑、殺菌

劑之方式 ) 

Appl
( 使用家畜
殺蟲劑之

方式 ) 

未混合

混合

未使用

Aerial-aircraft

In furrow/banded

Boom on tractor

Backpack

Hand Spray

Mist blower/fogger

Airblast

未使用

Ear tags

Hang pest strips

Rope wick

Dip animal

Spray animal

Spray buildings

Dust animals

Pour on animal

Fog/mist animal

有

沒有

0

9

0.5

1.0

0

1

2

3

8

9

9

9

0

1

2

2

5

6

6

7

7

9

參     數 狀         態 分數 

1

2 

3 

4 

5 

1  

每件
衣服

暴露
減少

上衣
 

長袖  42 0.20

短袖  36 0.15

0 0  

褲子
 

長褲  39 0.20

短褲  25 0.10

0 0  

鞋子  
有穿 7 0.10

沒穿 0 0  

1

身體暴
露面積

(A)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不適用 

老舊 /
過度使用 /
有破損 

老舊 /
過度使用 /
有破損  

參數
(Factor) 分　類 次分類 / 範例 配分 

傳輸
(T) 

傳輸 

不適用 

從一件衣服或是
接觸到先前已污
染的表面 

接觸到剛噴灑或
溢出的化學物質 

走進噴灑農藥空
氣中，逆風噴灑 

將手放入槽中，
空手固定噴嘴等 

1

3

4

5

覆蓋身體表
面積比例 (%) 

逸散 

沉積 

5

3 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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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拖拉機具
有密閉駕駛艙

(Cab) 與 / 或使
用過濾器
(Filter))

Cab: 有

Filter: 有

Cab: 有

Filter: 無

1.0

Repair
( 修理設備 )

有

無

2

0

Wash
( 工作完後清洗
農藥設備器材 )

未清洗

清洗軟管噴霧器

清洗軟管 tractor

清理噴嘴

清理筒槽

0

0.5

0.5

3

1

PPE( 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

PPE-0
(0% 防護 )

PPE-1
(20% 防護 )

PPE-2
(30% 防護 )

PPE-3
(40% 防護 )

從未使用 PPE，僅戴帽子

防塵口罩，臉部遮蔽，眼鏡，棉
布 / 皮革手套，圍裙，全身衣著

防氣狀物口罩，抗化性鞋，拋棄
式外衣

橡膠手套

PPE
( 個人防護具之

使用 ) 註 1

PPE-0

PPE-1

PPE-2

PPE-3

PPE-1&PPE-2

PPE-1&PPE-3

PPE-2&PPE-3

1.0

0.8

0.7

0.6

0.5

0.4

0.3

Repl
( 替換舊手套 )
(PPE= 棉或皮

革手套 )

每次使用完

一個月換一次或是
一季換 1-4 次

手套已磨損才換

註：
1. PPE-0: 0% PROTECTION (never used PPE)
2. PPE-1: 20% PROTECTION (Face shields or goggles,

Fabric/leather gloves, Other protective clothing, such 
as boot)

3. PPE-2: 30% PROTECTION (Cartridge respirator or
gas mask, Disposable outer clothing)

4. PPE-3: 40% PROTECTION (Chemically resistant
rubber gloves)

　　上述六種國外常見之半定量式皮膚暴露

評估管理模式內容如表 12。COSHH 主要

用於確定適當控制措施，並不是專門用於評

估風險程度，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非專業用

戶能非常容易使用，且可以快速評估可能的

Appl
( 使用薰蒸劑之

方式 ) 

未使用

Gas canister

Row fumigation

0

2

4

參     數 狀         態 分數 

Cab: 無
或
沒有使用拖拉機

0.1

0.5

PPE-1&PPE-2&

PPE-3
0.1

1.0

1.1

1.2

表 11  PHED 模式的參數與分數 ( 續 ) 表 11  PHED 模式的參數與分數 ( 續 )

Hyg( 個人衛生習慣 : 更換乾淨衣物、洗手、沖澡 )

Hyg-1
(80% 防護 )

立即換衣或總是使用拋
棄式衣服與立即洗手、
沖澡或中午沖澡

0.2

Hyg-2
(60% 防護 )

立即換衣或使用拋棄式
衣服以及一天工作結束
後沖澡；或中午換衣或
一天結束後換衣與立即
洗手、沖澡或中午沖澡

0.4

Hyg-4
(20% 防護 )

中午換衣或一天結束後
換衣與洗手；或兩天換
一次衣服與當天結束沖
澡

0.8

Hyg-5
(0% 防護 )

工作結束後才更換衣服
與洗手

1.0

Spill
( 噴灑後更換

衣服 )

立即換

總是使用拋棄式衣服

中午換

一天結束後換

第二天結束後換

一周結束後換

1.0

1.0

1.1

1.2

1.4

1.8

參     數 狀         態 分數 

立即換衣或使用拋棄式
衣服以及一天工作結束
後才洗手；或中午換衣
或一天結束後換衣與沖
澡；或當天換一次衣服
與立即洗手、沖澡或中
午沖澡

Hyg-3
(40% 防護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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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但缺點包括：(1) 僅適用於化學危

害和風險。(2) 沒有考慮到生態毒理學特性，

只涉及健康風險。(3) 只考慮工作場所的暴

露條件，主要在幫助事業單位進行有害物質

管理，考量化學製品製造商的使用量或產量

與一般事業單位不同，因此不適用此模式管

理。

　　RISKOFDERM 模式的優勢為：(1) 直

接基於測量數據，因此在其範圍內具有已知

的有效性。(2) 提供不同情況下模型的不確

定性訊息。

　　DREAM 為應用於任何情形時，皆能以

半定量評估職業性皮膚接觸化學試劑的暴

露，此模式優勢為：(1) 以有條理的方式記

錄調查員做出的決定。(2) 可用於各種皮膚

暴露情形。(3) 具有系統性且對工作場所化

學物質的皮膚暴露進行半定量的描述，填補

了皮膚暴露評估方法和策略的空白；此模式

的缺點為：(1) 關於皮膚暴露決定因素的知

識有限，所以模式的值主要為臆測的。(2)

由觀察者決定工作內容以及開始與結束的時

間以評估工作暴露程度，所以不同觀察者間

具有高度差異性。(3) 需耗費大量時間。　

　　STOFFEN 透過互動式化學風險管理方

法，將潛在暴露風險納入管理策略中，並支

援危害物質清單維護功能，如：風險清單之

風險評估及控制、獲取管控措施計畫、製作

工作場所指引頁、協助化學品正確儲存與運

作等。

　　DERM 為 Blanco 等人至尼加拉瓜觀察

當地自給式農民使用揹負式噴霧器噴灑殺蟲

劑，因而確立了當地自給式農民導致皮膚暴

露的因素，進而開發出 DERM 模式，因此

本 模 式 只 適 用 於 評 估 農 藥 的 暴 露。

　　PHED 資料庫涵蓋各種情境，如：混

合、攪拌、施藥等，主要以農藥相關的職業

暴露評估為主。

　　在這六種評估管理模式中，RISKOF-

DERM、DREAM、DERM 與 PHED 為評

估全身的暴露量；STOFFEN、DREAM 與

PHED 較 適 用 於 工 業 上 的 皮 膚 暴 露；

RISKOFDERM 與 PHED 相較於其他四種

模式使用時需要具備較高的知識基礎；此六

種模式中除 DREAM 與 DERM，其餘都已

經被驗證過評估結果具有可信度；在評估的

物質中，COSHH 可評估不包括農藥在內

的化學品，RISKOFDERM、STOFFEN、

DREAM 評估過農藥以及其他化學物質，

DERM 與 PHED 則只能用來評估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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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國家

發展年份

目的

使用對象

所需具備
之知能

可評估之
化學品

評估的皮膚
暴露途徑

皮膚暴露
結果描述

評估部位

模                             式

COSHH DERM DREAM PHED RISKOFDERM STOFFEN

英國 尼加拉瓜 荷蘭 美國 / 加拿大 歐洲 荷蘭

2002 2008 2003 2002 2003 2003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
職業暴露之
風險評估

標準暴露
預測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

中小型企業
發展中國家

之農夫
工業製程

與耕作系統
檢查機構、
農藥工廠

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

無
基本數學

技能
基本數學

技能
暴露之概念 模式之概念 無

化學品，
不包括農藥 農藥

金屬、
流體 (fluids)、

農藥 
農藥

純物質，
包括農藥

純物質
與混合物

沉積
(Deposition)、

間接與
直接接觸 

傳輸
(Transfer)、

沉積
(Deposition)、

逸散
(Emission) 

無資料

沉積
(Deposition)、

直接接觸 

吸入暴露
皮膚暴露 

潛在暴露
潛在與

實際暴露
潛在與

實際暴露
實際暴露

潛在與
實際暴露

潛在與
實際暴露

無資料

頸 ( 前 ) 、 頸
( 後 )、胸 部、
上 臂、前 臂、
手、大 腿、小
腿、前 額、左
臉、右臉 

頭、上臂、前臂、
手、軀幹 ( 前 )、
背部、大腿、小
腿、腳

頭、臉、頸 部
( 前 )、頸 部
( 後 )、胸 部 /
胃 部、背 部、
上 臂、前 臂、
手、大 腿、小
腿、腳 

手、手臂、頭、
大腿 ( 前 )、大
腿 ( 後 )、軀幹
( 前 )、軀幹 ( 後 ) 

無資料

傳輸
(Transfer)、

沉積
(Deposition)、

逸散
(Emission) 

表 12  六種國外常見之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內容

結語

　　本文對各模式介紹簡化了諸多較複雜內

容，因此對於各模式的描述無法盡善盡美，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出版之

106 年度研究計畫：化學物質經皮膚暴露評

估管理模式探討 [1]，此書中對於國外常見的

六種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有較為詳盡之介

紹可供讀者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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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烏腳病因及鎘米事件調查
對公衛議題獲得很大啟發

　　「我很早就對公共衛生事務產生濃厚興

趣」，郭浩然教授回顧指出，民國 70 年就讀

臺北醫學院醫學系，聽泌尿科名醫江漢聲教

授提及，台南北門地區出現讓民眾聞之色變

的烏腳病，當時他很多罹患膀胱癌病患多來

自該地區。江教授透過學生社團「醫學問題

研究社」籌組「流行病學調查團」，帶領社

團學生實地探訪、追究病因，認為成因可能

是深井飲用水含砷引起；國內另有一批學者

　　在創院院長黃崑嚴扮演伯樂盛情邀約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

郭浩然這匹千里馬，毅然割捨美國待遇豐厚職位，民國 85 年整裝返台潛心投入職業醫

學領域，堅持為照顧基層勞工健康而扎根，深耕有成，獲得勞動部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個人奉獻獎」殊榮。郭浩然教授把它歸功於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群策群力有以致

之，強調臺灣要落實職業醫學，「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國家安全衛生個人奉獻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 郭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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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 許榮宗 特聘記者

產 業 焦 點

照片提供╱  郭浩然教授

郭浩然教授（中）接受勞動部長許銘春（左）頒發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個人奉獻獎」，欣喜之餘認為是責任
加重的開始。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學會



認為，可能是因為水中含有的螢光物質導

致。這是郭浩然教授從環境醫學跨入參與公

共衛生議題初體驗，讓他獲得很大啟發。

　　民國 75 年他擔任「醫學問題研究社」

社長，適逢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發生鎘米事

件，有兩家化工廠生產塑膠安定劑。他偕同

社員實地查訪做問卷調查，還採集病患尿液

進行分析，並請臺北榮總醫院檢驗，認定是

含鎘過高。鎘在人體內的半衰期從 10 至 60

年不等，嚴重危害民眾健康，相當可怕。日

本富士山縣化工廠也發生過類似汙染事件，

發病時全身骨頭都會疼痛難受無比，稱之為

「痛痛病」。

　　調查告一段落時正好臺北榮總醫院舉辦

第一屆環境毒物學研討會，郭浩然教授把調

查結果在研討會發表，引發各界重視。後來

政府全數收購銷毀被汙染的稻米，避免流入

市場，危害消費者健康，並且輔導當地居民

遷村，嗣後在彰化縣也發生類似情事，這是

早年震駭全國的公共衛生事件。

就讀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任職成大醫學院奉獻所學

　　北醫畢業赴美就讀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研

究所，有一門主修課「職業醫學」他深感興

趣，其實就讀北醫就修過知名教授柯源卿的

這門課，得到啟蒙受益良多，讓他更加用心

鑽研。職業醫學泛指因工作引發各種疾病的

研究，在美國起步很早，領先建立職業醫學

醫師訓練制度，但把它列為預防醫學領域，

是次專科，重視事先預防、控制，未雨綢繆

確保勞工健康；在台灣剛好相反，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訓練制度雖然建立較晚，但被列為

主專科，而沒有預防醫學專科醫師訓練。

　　攻讀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博士學位

期間為維持生計而尋求實習工讀機會，獲聘

擔任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疫病情報官，由工作中更加體認職業醫

學重要性，後來又在美國辛辛那提大學任

教，並從事職業與環境衛生相關研究，該校

在此領域享有崇高國際學術地位，待遇也相

當豐厚。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嚴和郭浩

然父親有深厚同窗情誼，清楚郭浩然教授在

美國學以致用且擁有傑出成就，民國 84 年

親自到新竹市三顧茅廬敦請郭爸爸協助，力

邀郭浩然教授返臺任職成大醫學院奉獻所

學。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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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然教授強調臨場服務不能被動等病患上門，
並秉持家庭醫學科概念，以工廠為服務場域，主
動走入工廠防範問題於未然。

郭浩然教授（右二）經常深入勞工作業現場提供
臨場服務，發掘勞工健康有狀況及時提供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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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話說，當時接到父親越洋電話，就

明指『我已經答應黃院長了』」。換言之，這

通電話只是「告知」，但郭浩然教授沒多作

考慮就點頭領命。他坦言因為雙親都在臺

灣，心有懸念，負笈美國就沒有學成非得留

下來發展不可的想法；再者，所學職業醫學

領域固然可以嘉惠很多民眾，但美國畢竟不

是自己的地方，感受沒那麼深刻，心想如果

能夠把所學專業，在自己國家奉獻豈不更美

好 ?」。就這樣，郭浩然教授毅然割捨美國

職位，民國 85 年返臺向黃崑嚴院長報到，

承擔我國職業衛生教育訓練以及和國際接軌

重任。

　　當時成大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在創

所所長郭育良教授悉心領導下，已經奠定良

好基礎，郭浩然教授在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研

究所博士班，除了主修職業醫學，還輔修流

行病學、生物統計，在成大醫學院傳授這些

課程，桃李遍地，後來又兼成大醫學系職業

及環境醫學科、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並

擔任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主治醫師，

從事臨床診治工作，且服務對象擴充到廣大

基層勞工。

郭浩然教授接本刊訪問，暢談留美學成返臺投入
職業醫學領域心路歷程，希望公部門能挹注更多
資源，嘉惠更多基層民眾。（許榮宗攝）

協助設置職業醫學專科
完成我國首批職醫專科醫師甄審工作

　　民國 91 年協助衛生署設置職業醫學專

科，完成我國第一批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甄審

工作，持續致力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人才培育

迄今，是讓郭浩然教授相當有成就感的一件

大事。當時國內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認證工

作，原本由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及中華

民國職業病醫學會各自辦理，在衛生署居中

輔導下，兩個醫學會由當時理事長郭育良、

劉紹興首度坐下來研商整合細節，希望能發

揮相輔相成效益。

　　「職業病醫學會會員人數較多，成立時

間也比較早，我當時內心忐忑不安，生怕雙

方無法取得共識」，郭浩然教授擔任職業醫

學會秘書長輔弼理事長郭育良，職業病醫學會

理事長劉紹興展現寬宏氣度，支持由環境職業

醫學會主持甄審事宜，兩個醫學會願意以大局

為重携手合作。

　　郭浩然教授承理事長郭育良之命扛起繁

雜行政以及溝通協調工作，訂定相關落日條

款，讓職業醫學醫師有所遵循。民國 91 年

臺灣首度承辦亞洲職業衛生研討會 (Asian 

conference on Occuptation Health, ACOH），

總統陳水扁親自接見與會嘉賓，副總統呂秀

蓮代表陳總統到場致詞祝賀，當場隆重頒發

我國第一批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證書，由兩個

醫學會共同認證，轉化為國家署定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象徵我國職業醫學領域樹立嶄新

里程碑，列為正規醫學教育範疇，除了嘉惠

廣大勞工民眾，更使得我國職業安全衛生領

域國際能見度大為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為表彰職業醫學前輩卓

越貢獻，在郭浩然教授倡議下，把編號前 3

張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證書，分別頒發給環境

職業醫學會創會理事長王榮德、環境職業醫

學會理事長郭育良、職業病醫學會理事長劉

紹興，給這 3 位先進實至名歸最高肯定，當

時被醫界傳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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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然教授協助衛生署設置職業醫學專科，完成
我國第一批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甄審工作，扮演幕
後英雄角色。

職業災害保險宜單獨立法
確保所有勞動工作者權益

　　我國職業災害保險為互助社會保險制

度，具備集體連帶分擔風險性質，當勞工被

保險人發生職業災害時，可申請醫療或薪資

給付補償，使本人或遺屬得到生活保障。對

雇主而言，為員工辦理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職災事故發生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抵

充職災補償責任，分散雇主職災補償風險。

　　臺灣許多勞工的傷亡，經常被歸咎於個

人疏失或體質因素，導致可能面臨無薪或失

業的恐懼，有些職業傷病風險較高工作者，

至今仍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論及損害賠償

責任，勞資關係隨之惡化，甚至以決裂收

場。郭浩然教授認為應該單獨立法，涵蓋

所有工作者，並且以實領薪資投保及補償。

　　再者，目前勞保薪資補償採「全有全

無」制，一旦復工就停止給付，逢遭職災勞

工如果沒有辦法持續做滿一整天的工作，索

性就繼續停工，不合情理。郭浩然教授建議

要採取階段性復工措施，讓只能做一部分工

時（例如 4 個小時）的勞工，也能回復工

作，以資鼓勵。

　　健保制度為政府財政帶來沉重負荷，必

須仰賴預防醫學來補救，我國「職業安全衛

生法」早已明訂，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50 人

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 辦理健康

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

護事項，鄰近韓國已經做到了，資方願意視

為營運必要成本，在臺灣則阻力很大，資方

大多不願配合，目前要求勞工人數 2 百人以

上廠商，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郭浩然教

授希望政府把門檻逐年降低，至少要趕上韓

國標準。

　　以前很多資方對員工不滿意，派遣員工

猶如更換零件一般直接撤換，如今時空背景

改變，勞基法規範、執行都較為嚴謹，臺灣

新勞動力愈來愈少，而且有老化趨勢，工業

進步到一定程度，勞工技術養成不易，資方

更應該珍惜員工、重視員工健康，讓員工能

夠為資方創造更大效益。臺灣勞動參與率接

近 60%，如果能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

督促資方重視執行，就能照顧到全臺一半以

上民眾，何樂而不為 ?

　　郭浩然教授表示，醫院許多科別都會設

有病床，但職業醫學科沒有，專科醫師必須

深入勞工作業現場提供臨場服務，世界衛生

組織（WHO）及國際勞工組織（ILO）都

要求，必須提供基礎職業衛生服務下達到每

一位勞工身上，不光是重視勞工朋友因工作

引發的疾病，事實上這方面疾病所占比例比

較低，其他諸如糖尿病、高血壓等一般病症

應該要一併關注，及時發現立刻治療。

　　臨場服務不能被動等病患上門，要以家

庭醫學科概念，工廠為服務場域，主動走入

工廠發掘勞工健康有狀況及時提供診療，資

方大都生怕增加營運成本而裹足不前，「其

實這些成本都是必要的」，郭浩然教授懇切

期盼企業主能改變觀念，「把這個成本放進

去，勞工感念在心，願意作更大奉獻，反倒

可以提升競爭力」，未來他仍會鍥而不捨推

動臨場服務醫師訓練，落實臨場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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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過勞診斷與預防制度
成因並非局限在超時工作

　　談到備受各界關注的過勞問題，郭浩然

教授長期致力勞工健康照護工作，協助政府

建立過勞診斷參考指引，推動預防相關措

施。他表示，過勞並非典型職業病，引發過

勞成因不一而足，只要其促發和工作有關即

可認定。勞工朋友會上門尋求協助，主要是

為了爭取補償和賠償，其實預防和治療更為

重要。大家看過勞問題，不要把成因局限在

超時工作，諸如心理壓力和工作環境改變等

原因也有密切關聯，隨著時空背景更迭，認

定標準也會跟著改變。

　　民國 98 年 4 月間，某家醫院蔡姓住院

醫師連續工作超過 30 小時，準備進開刀房

前突告昏倒，送醫急救脫離險境，但因腦部

缺氧受損，從此無法再勝任外科醫師工作。

勞保局後來認定為職災事件，家屬尋求訟訴

途徑解決，法官認定蔡姓住院醫師本身有高

血脂，要自負 65% 職災責任，家屬打了多

年官司獲得勝訴判賠，然而這起過勞爭議事

件究竟孰是孰非，可謂見仁見智難有定論。

郭浩然教授表示，其實醫護人員過勞問題，

應該聚焦在可能會危及病患健康安全，因為

過度疲勞就容易犯錯作出偏差判斷，好比說

作了錯誤診斷或開錯藥方，這是一個值得正

視的議題。

職業醫學科領域很難獲得掌聲
企盼政府挹注更多資源

　　由於職業醫學科可以照顧廣大基層勞

工，雖然必須投注很多心力，收入並不豐

厚，但很有成就感。美國一項調查指出，職

業醫學專科醫師，是快樂指數最高的專科醫

師。郭浩然教授有子繼承衣缽，目前在美國

費城就讀醫學系，將來是否會選擇這個科

別，「我只能偷偷的盼望」，郭浩然教授爽朗

笑聲中，流露出對愛子殷切期許。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我選擇人跡較

少的那條路」，郭浩然教授是第一位以我國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資歷，獲選的美國職業與

環境醫學會會士，使他懸壺濟世境遇大不

同。「獲得這個殊榮是責任加重的開始」，郭

浩然教授表示將持續為廣大勞工健康照護工

作而奉獻心力，懇切希望政府能挹注更多資

源在這個很難得獲得掌聲的領域。



　　「沒有安全，就沒有生產」，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多年來堅持此一信念，認定「安

全為經營的基本」，始終把安全列為最優先。有鑑於安全基本觀念要從教育訓練做起，

斥資建置安全衛生訓練教室，參加對象涵蓋第一線作業員、高階主管，並且要求承攬商

必須強制參加，共同建構零風險安全職業環境，交出亮麗成績單，在業界樹立標竿，可

說是該公司此次榮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傳統產業安全衛生投資特別獎」一大亮點。

　　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臺灣建大工業與日本井上株式會社共同出資，民國 76 年

5 月創立，致力推動 3 新（新工法、新技術、新客戶）指標，提供高競爭力商品，取得

廣大客戶信任，營業額成長近 6 倍，獲利也穩定成長，在業界擁有幸福企業美譽，經過

鍥而不捨努力，寬列經費投入軟、硬體設施，落實執行安全衛生政策，展現卓越績效。

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獲頒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傳統產業安全衛生投資特別獎」，總經理野原雅治（右）
從勞動部長許銘春手中接下殊榮，給員工帶來莫大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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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堅守信譽、服務誠信、穩固經營」

　　建上公司副總經理孫銘鴻表示，公司經

營理念為「堅守信譽、服務誠信、穩固經

營」。企業能茁壯成長，端賴顧客的信賴和

需要，拉近與顧客之間距離，最佳方法為不

斷創新技術、改善產能，實施嚴格管制，造

就無缺失、品質穩定產品，塑造良好顧客風

評，樂意持續使用公司產品，樹立信譽。

　　其次，服務重在貢獻心力，以誠懇態

度、鍥而不捨工作精神，培養精誠合作、同

心協力情懷，將個人成長和企業發展相結

合，共同為創新佳績而努力；在穩固經營方

面，堅信穩定中求進步是長期發展根基，致

力塑造健全制度，源源不絕培養人才為公司

所用，提供安定工作環境，處處為顧客利益

著想，追求合理利潤，成果與同仁共享，並

且有助促進公司經營茁壯繁榮。

　　孫副總經理指出，公司社訓為「團結、

創造、飛躍」。首先是建構全員參與的生存

作戰、邁向成功團隊；其次實施短、中、長

期人才培訓計畫，建構高效率產線，推動省

人化與自動化，落實改善提案制度，推進目

視化管理、建構安全工作環境、強化安全點

檢制度，讓管理體制更為紮實，業績不斷飛

躍成長。

格外重視安全衛生管理
堅持「沒有什麼比安全更優先」

　　「沒有什麼比安全更優先」，孫副總經理

強調公司格外重視安全衛生管理，作業中要

先確認安全與否，如果發生異常狀況，應立

即停止生產。首先建制完善推進體制，恪守

相關法令與安全規定是全體員工的義務，所

有事業活動都必須嚴格遵循，公司上下在各

自工作崗位努力實踐自身責任及權限，在職

場除了做好本身工作，更要保護自身安全，

也不連累別人受傷。

　　公司厲行教育訓練與宣導，提升全體員

工安全意識，缺乏安全認知很容易產生不安

全行為，透過積極參與安全衛生提案和確實

履行，隨時發掘職場潛在安全問題，提升安

全知識和解決能力，消弭危害因子，營造安

全工作環境，人人有責，每年訂定安全衛生

指標，作為全員努力標竿，進而徹底實踐，

達成職場零災害目標。

　　為協助員工了解各項安全衛生管理規

範，公司編製「安全作業知識」手冊，內容

有安全最優先基本理念、安全衛生與環境、

品質政策、安全五訓、管理者安全指導基

準、員工必備的安全素養等。此外，從非常

態性、異常處置、換線作業，乃至手推車、

油壓台車、搬運作業，和自動安全裝置使用

等安全知識，都鉅細靡遺詳盡陳列，員工人

手一冊。「我們要求員工活用這本手冊」，孫

銘鴻副總經理強調，「在作業前、早會或開

會等場合朗讀相關內容，隨時隨地耳提面

命」，最終目的就是創造一個令人可以安全、

安心的職場環境。

　　孫副總經理指出，安全教育在企業生產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能讓從業人員清楚安全

操作規範、機械設備危險處、化學品危害性

等專業知識，強化安全意識，提升預防事故

和發生緊急狀況處理能力，徹底建立牢固安

全觀念。

建上工業公司副總經理孫銘鴻帶領經營團隊，接
受本刊訪問，暢談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卓
越績效。（許榮宗攝）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傳統產業安全衛生投資特別獎－ 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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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安全衛生訓練教室 
運用動態設施實施有感體驗教學

　　以往業界一般認知的安全教育，指的都

是制式化 PPT 投影片或書面教材，觀賞或

看過之後沒多久就會遺忘。公司原本只設安

全衛生室展示靜態資料，效果不彰，有鑑於

此，安全衛生室幾年前思考如何跳脫窠臼，

讓員工留下深刻印象，認為動態教學體驗相

形重要，透過動手操作感受，目睹危險狀態

等體驗式教育，可以讓員工有感，投入職場

就能辨識安全、不安全狀態的區分。

　　孫副總經理說，籌設安全衛生訓練教室

的構思，獲得公司高層全力支持，民自民國

102 年起分階段建置完成，投入軟、硬體設

施大約斥資 2 百多萬元，靜態設施有防護具

介紹、消防器材、危險物與有害物認識、異

常處置與上鎖管理、危險預知、急救常識等

6 項；動態設施則有高溫觸碰、捲夾危害、

沖壓危害、吊掛危害、重物落下危害、堆高

機駕駛危害、漏電與感電危害等，堪稱是目

前同業中設備比較完善的訓練教室。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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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上公司安全衛生訓練教室，成功扮演「工安學堂」角色，交出亮麗成績單。

安全衛生訓練教室靜態設施種類齊全，隨時增
添最新設施。

安全衛生訓練教室動態體驗教學生動逼真，讓
學員留下鮮活印象。



強制要求承攬商參加訓練 
和員工同步防範災害於未然

　　至於參加對象涵蓋公司第一線作業員和

高階主管，這難度還不會太高，值得一提的

是，承攬商也必須強制參加，就讓外界感到

好奇。「您沒聽錯，承攬商要強制參加」，孫

副總經理指出，承攬商必須確實上過訓練課

程，取得安全衛生室認證登錄，才能進入公

司施工，否則公司守衛室經核對登錄資料，

未登錄不予放行，連大門都進不來。孫副總

經理說，承攬商出事情固然要自行負責，但

對公司安全也會帶來危害，強制承攬商參

加，等同公司員工作業時必須知道的防範事

項，承攬商都必須要清楚，和公司員工齊一

步調，明白如何防範災害於未然。

　　公司會視承攬商施工內容，另行規劃教

育訓練課程，「換言之，如果不來接受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取得認證登錄，你就不具備

承攬商資格」，公司透過這個機制進行嚴格

管控，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明瞭。安全衛生室

蔡杜政經理進一步指出，具備資格承攬商施

工期間，安全衛生室和申請人也都會派員全

程監督，做到完全杜絕風險，如此嚴密作

法，已經行之有年，「安全第一，安全最優

先」，蔡經理說，「建上永遠把安全奉為最高

準則」。

　　安全衛生訓練教室每年度會預先規劃例

行性課程，每月例常性安全會議中如有提出

值得採納的課程主題，就會再額外加入。孫

副總經理舉例說，如果當月交通意外事故比

較頻仍，就請安全衛生室針對這個主題規劃

訓練課程。此外，也會針對公司發生較為重

大的工安問題點，把它納為課程主題。至於

承攬商的部分，要求兼具時效性及機動性，

隨時針對廠商施工內容規劃訓練課程，強制

要求參加，這是互蒙其利的措施，多年實施

下來配合度都很高。

安衛訓練教室設施齊全
足以產生強烈震憾教育效果

　　安全衛生訓練教室動態設施種類不勝

枚舉，負責一手規劃的課長黃忠慶指出，像

「高溫碰觸」就有模擬加熱棒供學員觸摸體

驗，廠內管路都會標示「高溫注意」警語，

提醒員工切勿任意觸摸，模擬加熱棒可以逐

步升高溫度，讓學員領略萬一碰觸高溫實際

感受，牆面同時張貼誤觸高溫可能帶來灼傷

的鮮活案例照片；另如捲夾危害、沖壓危害

都是相同道理，除了讓學員實際感受危害帶

來的痛楚，也清楚看到可能帶來斷手斷腳悲

劇照片，產生強烈震憾教育效果，黃課長強

調，「這絕對不是展示靜態資料安全衛生教

室所能比擬」。

　　蔡經理補充指出，運用這些動態設施進

行體驗教學，就是明白告訴從業人員和承攬

商，你一旦忽略了應注意的安全事項，就可

能導致危害的發生，讓大家光是為自己安全

設想，就不得不去正視參加教育訓練的重要

性。

　　「沒有錯 ! 我們清楚告訴員工，從事件

原點到發生事故的過程，以及如何有效防

範，安全衛生訓練教室的效果確實非常好」，

孫副總經理進一步強調，建上公司每月召開

安全會議，課長級職以上人員都要參加，「會

議場合會比較『血腥』一些」，因為安全衛

生室都會播放工安事故血淋淋影片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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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訓練教室動態體驗教學，搭配牆面職災
現場圖像，產生強烈震憾教育效果。



討，請參加主管引為殷鑑，要求主管把帶

領 的 組 員 當 成 家 人，會 後 轉 告 每 一 位 組

員，同心協力防範職場災害的發生，避免造

成終生遺憾。

要求承攬商分享訓練心得
提供實習名額讓安衛教育向下扎根

　　為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我們

會要求上過課程的承攬商，把教育訓練成果

和心得帶回去和員工分享」，孫副總經理表

示，配合廠商都是公司供應鍊的延長線，公

司希望協助所有配合廠商也能落實工安教育

訓練工作，彼此互利共榮。此外，為善盡社

會責任，也歡迎政府部門、企業和學校機關

蒞臨參訪，公司會播放訓練成果影片一起分

享 研 討，參 訪 人 次 累 計 已 逾 3,200 人。

　　為了讓安全衛生教育向下扎根，公司每

年提供實習名額給大學院校，讓學生有機會

進來汲取實務經驗，反應熱烈且頗受好評。

「許多大學院校缺乏相關資源、設施，也沒

有師資可教」，孫副總經理說，公司安全衛

生訓練教室在業界算是比較完善的，他們很

樂意善用這套設施和專業人員提供奧援，培

育更多優秀種子，讓臺灣安全衛生教育打下

穩固基礎。

　　孫副總經理強調，他們追求的是實際效

果，採目視化管理，使用簡單明瞭內容和淺

顯易懂圖像，讓從業人員一看就懂、一聽就

通，上完課程後留下深刻印象，能夠辨識什

麼是危險因子和不安全行為，懂得避開危險

因子，改採安全行為，對員工才有實質助

益，否則徒有SOP流程，還是很容易出紕漏。

　　此外，臺灣地區夏季特別長，廠房悶熱

是年輕人不願投入傳統製造業的重要原因之

一。公司重視員工工作環境之改善，在這方

面作了很大的投資努力，已經斥資全廠建置

中央空調機和管路，連接到生產線各工作臺

上方，有效改善廠房悶熱情況，大幅提高作

業環境舒適度，產生的具體效益就是人員離

職率下降，生產效率明顯提升。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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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訓練教室捲夾危害體驗，立刻可以預知
帶來傷害的痛苦。

改善廠房悶熱情況，建上公司建構全廠冷氣空調，大幅提升作業環境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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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同時致力提升安

全衛生效能設備，收到相輔相成綜效。公司

首先從工程改善來降低職業傷害，採購設備

前皆需評估安全防護性是否符合規定，對從

業人員從事溶劑作業，投入自動化機械手臂

取代人工作業，降低人員在溶劑暴露的危

害，預防員工罹患職業疾病。此外包括採購

天然氣洩漏自動遮斷系統，改善墜落風險作

業區、切割及捲夾設備，以及設置化學倉庫

氣體偵測器等，提供更安全作業環境。

舉辦安全衛生月活動
消弭職場健康安全危害因素

　　公司肯定每位員工都是公司最重要資

產，為確保員工能在崗位上有效率工作，消

弭職場任何健康安全危害因素，規劃辦理健

康促進活動，舉辦常態性「安全衛生月」活

動，推動安全衛生管理方案，建立健康安全

職場環境。

　　在「安全月」方面，舉辦危險預知競

賽，透過員工自發性發掘職場危害問題，以

小組模式進行討論，透過實境演練提出改善

方案，進而落實執行，推動安全文化，亦有

助強化員工團隊向心力；在「健康衛生月」

方面，則透過體適能、有氧舞蹈、籃球競

賽、四癌篩檢（子宮頸癌、大腸癌、乳癌、

建上公司「健康衛生月」舉辦體適能活動，促進
員工身心健康，為維護職場安全奠定良基。

口腔癌）等活動，促進員工身心健康，讓員

工可以為公司作更大的奉獻。

　　孫副總經理強調，建上公司本諸「沒有

安全，就沒有生產」信念，建立備受業界推

崇的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從設定年度安全目

標展開，每月安全活動推進落實情形，都會在

當月召開安全會議進行檢討，逐一追蹤是否確

實完成，各負責單位都要據實回報，透過規劃

（Plan）、執行（Do）、查核矯正（Check）、持

續改善（Action）等步驟循環運作，公司全員

齊心達成各項預定 KPI 指標。

　　「得獎是一份殊榮，更是責任加重的開

始」，孫副總經理感謝勞動部對公司落實安

全衛生政策的肯定，公司會持續不斷努力，

朝營造職場零風險目標邁進，創造有魅力的

幸福企業。



    

　　高雄醫學大學前身私立高雄醫學院民國

43 年創立，由杜聰明先生倡議，陳啟川先

生慨捐 11 餘甲用地促成興建，陳啟川擔任

首任董事長，杜聰明為首任醫學院院長。起

初附設醫院和醫學院合用教室，嗣後在醫學

院廣場前另建附設醫院，為表達對陳啟川尊

翁中和先生崇高敬意，定名為「私立高雄醫

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學校升格後改名

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以下簡稱高醫）。回顧超過一甲子以來，規

模日益茁壯，高醫體系優良傳統為「醫學研

究、精實教學、創新服務」，核心價值是「關

　　在南臺灣，提到規模首屈一指，深受大家信任肯定的醫療院所，很多人的答案就是

民國 46 年創立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它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設立的

附設醫院，擁有南臺灣最大、最完整的醫學教育與服務體系，對照顧員工健康及照護病

人安全不遺餘力，每年投入員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活動經費將近 2 億元，民國 105 年

通過 JCI 國際醫院評鑑，民國 107 年榮獲全球唯一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獎，

榮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勞動健康特別獎」可謂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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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榮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勞動健康特別獎」，由副院長楊瑞成（右）
代表受獎，部長許銘春對高醫體系用心付出給予高度肯定。

安全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



懷創新、追求卓越、以高醫為榮」，致力實

踐「以病人為中心」視病如親使命與責任，

專業醫療服務有口皆碑，見證了南臺灣的醫

療發展史。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建構友善安全勞

動環境，民國 81 年 8 月高醫成立勞工安全

衛生室，主要職責為擬訂、規劃、督導及推

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民國 104 年配合「勞

工安全衛生法」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乃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室，定位為一級單

位，每 3 個月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由

院長侯明鋒擔任主席，各級主管及工會代表

擔任委員，同心協力落實各項職安議題。

走在法規之前
延攬職醫科醫師為職安室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室目前編制 2 名職業安全

衛生師及 3 名職業衛生護理師，每年制定年

度計畫，針對員工教育訓練、危險性設備管

理、化學品減量，以及安全操作、購置安全

針具及個人防護具、安全巡查等事項，都展

現出色績效。此外並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鑑別作業風險，落實改善及強化措

施，保護員工免於發生職業傷病害，歷年來

屢獲評定為高雄市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

位五星獎，民國 107 年 6 月更獲得 WHO

國際健康促進醫院典範獎殊榮。

　　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同時也是高醫職

業及環境醫學科主任王肇齡表示，該院從設

立職業安全衛生室以來，就延攬職醫科醫師

擔任主管，更能融入專業領域，做出更多專

業貢獻。「我們的腳步永遠走在法規要求之

前」，王肇齡強調，「比如法規要求 5 年後做

到的事項，我們 1 年就提早完成；法規要求

做到 60 分，我們會自我要求做到 80 分」，

王主任言談中流露充分自信。

　　除了走在法規要求之前，「法規沒有規

定，只要有照顧員工健康實際需求，我們也

會主動去做」，王主任舉例說，許多醫院使

用環氧乙烷消毒開刀房器具，法規並無規定

操作人員必須做健檢，只要操作人員健康有

疑慮，該院經由和職醫科醫師溝通後，就會

主動幫操作人員安排做相關內容健康檢查。

運用人因工程 
有效改善員工肌肉骨骼傷病害

　　高醫致力推動勞動健康及安全衛生文

化，依風險鑑別出人因、生物、化學、物

理、安全及心理危害等因素，分別制訂控制

及改善措施。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建構友

善安全勞動環境，院方積極運用人因工程，

採取措施改善人因性危害因子，預防工作相

關的肌肉骨骼傷害，訂定「人因性危害管理

計畫書」及建置「員工健康照護平台」，請

員工填寫肌肉骨骼不適症狀調查問卷，透過

現場訪視擬訂改善策略，依照風險緩急列出

改善單位優先順序。

　　王主任舉例指出，為減少中央倉庫工作

人員因搬運重物產生肌肉骨骼傷害，105 年

起更換漂白水包裝，由 20 公升減為 4 公

升，有效減少傷害發生；此外也改善供應室

打包作業平台，將原先在地板或坐矮板凳進

行摺疊被服作業，改為在桌面折疊，並設小

型天車，協助工作人員將洗淨被服搬運至桌

面。如此一來，每人彎腰次數由 433 次驟

減為 21 次，95% 人員不再反應有腰痠背痛

症狀，扯斷手術衣綁帶機率降低，減少縫補

作業，大家對作業流程整體改善滿意度明顯

提升。

　　另如手術室提供污衣吊掛工具、供應室

提供洗車機、營養部提供餐車、洗衣室污衣

區進行坡道改善工程等，「職安團隊充分運

用減量、防護具及各種作業工具，有效降低

員工作業時不舒適的感覺」，王主任強調，

經過長時間努力，對改善員工累積性肌肉疲

勞和傷害，收到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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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物性危害方面，從篩檢、防疫及傳

染病防治都有明確規範，如新進員工到院前

需完成體格檢查，一旦胸部 X 光報告有傳

染性疑慮，職業衛生護理師立刻照會人力資

源室，通知該員必須俟就醫確認無傳染疑慮

再行報到。職業醫療相關人員也不例外，每

年定期執行胸部 X 光篩檢，落實感染管制

相關防範，確保病患及員工健康無虞。

針對危害性化學品管理 
多管齊下確保人員健康

　　針對危害性化學品管理，也有嚴密防範

措施，在減量及減災管理實務展現卓越績

效。王主任表示，這方面先由職業安全衛生

室建立全院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和安全資料

表，放在職安室院內網站提供下載，針對使

用易燃性化學品單位儲存總量達 1 公升以上

者，必須設難燃櫃或化學品儲存櫃妥為置

放，新購置化學品需填寫「首購危害物質申

請單」及檢附安全資料表，由職業安全衛生

室確實管控。

　　王主任進一步舉例指出，原本 4 公升酒

精包裝改為 500 毫升，並減少儲存量；福

馬林改由廠商裝填，不再自行分裝，有助減

少火災風險，保護員工安全；使用不含酮去

光水、以除膠噴霧抹巾取代去漬油，減少護

理人員暴露及火災風險。另在手術室、加護

病房等管制區域，以不含氯之漂白錠取代次

氯酸鈉（漂白水），有效確保人員健康。

　　針對高風險扎傷情況，院方也積極介入

改善，因應臨床需求陸續增加安全針具的品

項和規格，從民國 105 年起扎傷率就明顯下

降，例如護生操作血糖針和翼型採血針，扎

傷率都降為零。除了全院每年舉辦扎傷防護

與安全針具課程，另安排每一個護理單位和

醫檢單位進行實作訓練，培養正確操作習

慣。

重視職場暴力事件預防
採取多項縝密防範措施

　　職場暴力事件預防一向是備受各界注目

議題，臺灣地區醫療院所暴力事件時有所

聞，特別容易帶來無可彌補的傷害。高醫採

取全院職場暴力預防周密防範措施，每年舉

辦全院性暴力教育訓練與危機演練，交出亮

麗成績單，足供業界借鏡。

　　王主任表示，為防護職場安全，加強高

風險作業場所的防範措施包括設置 24 小時

保安維安、設立門禁管制，保安人員隨身攜

帶錄音及錄影側錄器，院內執行全面維護巡

邏，全醫院設置約 5 百支攝影機，夜間門戶

以通關機管制進出，隨時確保環境照度及設

施維護。此外，高風險單位設置緊急呼叫鈴

為改善工作導致的肌肉骨骼傷害，設小型天車，
協助人員將洗淨被服及包布搬運至桌面。

針對高風險扎傷情況介入改善，舉辦全院性扎傷
防護課程與安全針具實作教導，掌握正確操作要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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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系統，總共 34 點，遍及精神科、急診

部、感染內科病房、手術室、恢復室、輻防

治療室、血庫、人體器官保存庫及急診藥

局，密度相當高，再加上警民連線，建構成

縝密防護網，確保萬無一失。

　　針對精神病房還實施每週安全檢查，確

認病友是否挾帶禁藥、延長線等違禁品；員

工識別證改為夾掛式，避免拉扯勒傷。環境

安全管理方面，設立隔離室與保護室，管制

飲用熱水防止病友燙傷，並列管可能造成攻

擊或自傷的用品，設置攝影機和監視器，以

收相輔相成效果。

　　高醫設有「危機管理委員會」，依據「暴

力危機管理計畫」制定緊急應變流程，暴力

危機代號為黑色，依實際情況從 0 階到 2 階

啟動危機應變，同時召回支援人員投入救援

工作。病房都保持 24 小時維安，一旦發生

暴力事件可以緊急呼叫鈴或撥電話通知保安

人員到場處理，必要時啟動警民連線，並配

戴側錄器在現場進行蒐證。

　　職業安全衛生室每年舉辦全院性暴力防

護課程，每位員工都必須至少完成 1 小時暴

力危機防護學程，並請警方派員協助訓練保

安及第一線人員防暴技能，精神科及急診部

等高風險作業場所，另舉辦暴力危機事故之

桌上應變演練或實地演練，針對人員應變、

設施問題進行宣導或提案改善，商請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十全派出所派員到院協助檢視急

診部監視器等防暴設施，並且進行暴力事件

聯合實地演習。

重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採用 PDCA 循環個案管理

　　為 提 供 同 仁 懷 孕 與 分 娩 後 一 年 周 全

保護，主任表示，高醫重視母性健康保護措

施，曾獲勞動部「工作與生活平衡獎」- 母

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特優全國第一名，以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評比獲頒「最佳舒適獎」，

績效卓著。院方建置「職安健康照護平台 -

母性保護專區」，以贈送小禮物、添好孕福

袋以及考核貢獻度有加分效果等方式，鼓勵

懷孕同仁主動透過線上通報，經由問卷調查

進行初步風險辨識，邀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進行一對一訪視，尊重每一個案隱私，讓同

仁感受到院方誠摯關懷心意。

　　面談後視懷孕同仁在工作環境中可能面

臨的危害，區分為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

3 個層級，採用 PDCA 循環（Plan-Do-

Check-Act Cycle）進 行 個 案 管 理，目 前

尚未發現高風險個案，針對個案提供醫師面

談及保健指導服務，中風險個案則主動協助

調整工作，供應室雇員於母性保護期間，不

從事環氧乙烷滅菌作業，確保身心健康。

　　其他友善關懷措施，還包括請育嬰假留

職停薪期間，仍享有就醫優惠，育嬰假屆滿

申請回到原單位復職，百分之百核准；內科

女性醫師懷孕暨哺乳期間，排班時間充分尊

重當事人意願，第三孕程不必再參與值班。

　　院方共設置 4 個哺集乳室，提供 24 小

時哺乳諮詢服務，院區自由大樓 12F 設有

員工專屬哺集乳室，員工母乳哺餵率達 6 成

以上，內部設備包括靠背沙發、有蓋垃圾

桶、電源設備、自動刷卡門禁系統、緊急呼

叫鈴、洗手設施、換尿布檯、母乳專用冰

重視職場暴力事件預防，定期舉辦教育訓練與危
機演練，邀請警方派員傳授保安和第一線人員防
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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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福利措施計有每學年子女教育補

助、員工社團補助、自強活動、春節贈春聯

活動、提供體適能中心等，除設立附設員工

幼兒園、課後托育中心，並且和高雄市 23

家評定合格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簽訂特約

關係，方便員工就近利用，免除照顧嬰幼兒

後顧之憂。102 學年度起開辦員工旅遊，由

院方成立員工旅遊規劃小組，請同仁參與國

內外旅遊行程規劃及探勘工作，員工對旅遊

滿意度逐年成長。

　　高醫重視建構健康職場，推動多元化健

康活動的用心，也深受員工肯定。王主任指

出，院方 101 年籌組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

由院長侯明鋒擔任召集人，專責籌劃推動健

康促進業務。肥胖不是福，每年開辦員工減

重班，禮聘專業人員設計運動與飲食管控計

畫，輔以舉辦減重比賽，鼓勵員工維持適當

體重。此外，諸如階梯登高比賽兼具運動及

健身效果，也頗受員工喜愛。院方認為員工

健康就是勞動生產力之根本。

高醫體系附設設施完善員工幼兒園，並且和 23
家立案私立托嬰中心及幼兒園簽定特約關係，讓
員工照顧嬰幼兒無後顧之憂。

許銘春部長推崇為幸福企業
期許持續提升職安績效

　　王主任表示，近 10 年來陸續榮獲優良

單位五星獎、全國績優單位、友善職場獎及

工作生活平衡獎等眾多獎項，在在顯示對用

心提供優質勞動條件、員工福利，以及營造

箱、置物櫃與空調系統等一應俱全，採光及

通風狀況良好，管理人員每周定期查核，確

保使用之隱密性及安全性，同時舉辦母嬰親

善支持團體活動，讓新手爸媽們互相學習、

支持成長。

重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設有員工專用哺集乳室，
內部溫馨舒適，設施一應俱全。

舉辦母嬰親善支持團體活動，讓新手爸媽互相學
習、支持成長，反應極為熱烈。

每年編列近 2 億元
致力建立友善平權及工作環境

　　高醫秉持員工健康和職場安全是企業兩

大支柱信念，每年編列近 2 億元充裕經費，

致力建立友善及平權工作環境，最實質福利

措施首推提供員工就醫優待，王主任說，從

民國 60 年代就開始實施，優惠對象涵蓋員

工直系血親，連退休員工和配偶都能持續享

受到終老，形同為維護員工及眷屬健康提供

強有力後盾，在業界樹立絕佳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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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作業環境、落實職場安全，展現卓越績

效，繼前年榮獲 HPH（健康促進醫院國際

網絡）全球唯一 WHO 健康促進標準傑出實

踐獎，今年更通過第二次國際醫院評鑑認證

（JCI）。

　　此次榮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勞動健

康特別獎」，勞動部長許銘春讚揚高醫體系

編列充裕預算照顧員工身心健康，稱許是備

受推崇的幸福企業，這是對高醫體系實質肯

定。王肇齡主任指出，院方秉持員工健康和

職場安全是企業兩大支柱信念，特別是醫療

機構必須擁有身心健康的員工，才能提供高

品質醫療服務，妥善照顧病患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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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工程 (Human Factors/ Ergonomics) 為一門了解人與系統其他元素間的相

互關係的科學，應用其理論、原理、客觀數據與方法增進人類福祉和整體系統表現的專

業。人因工程主要可以分為生理人因 (Physical Ergonomics)、認知人因 (Cognitive 

Ergonomics) 以及組織人因 (Organizational Ergonomics) 三大領域，相關領域的研

究發展有助於設計與評估作業、產品、環境與系統，使其能符合人的需求、能力和限

制，而透過這些對於人的客觀理解，也使人因工程很常被應用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範

疇上。人因工程所謂的「系統」係指一個為了實現某些目的或用途的實體，系統可能是

由人、機器和其它元素共同組成，透過了解整個系統中必要元素之間的關聯，則更能達

到這個系統之目的 [1]。

圖 1 IEA Congress 2018 在義大利佛羅倫斯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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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人因工程於變化中
的職業安全衛生
　　

因為科技的快速發展，工作環境和性質內

容已經與從前截然不同，可能產生的危害類型

也會不同。舉例來說，傳統工廠都是人力作

業，人員大部分的互動都是與人合作，相關的

危害防治作業多偏向於生理層面傷害的評估和

預防；現在許多作業人員開始要與自動化系

統、機器人與電腦溝通，此種型態的作業內容

需要不同評估方法與準則，特別是人機互動。

除此之外，心理層面上的工作壓力也需要被重

視。

　　鑒於人因相關之職業衛生問題日益普遍，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明訂雇主針

對 ( 一 )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 )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

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 ) 執行職務

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 四 )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

心健康之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

衛生措施 [2]。

　　當我國開始關注人因工程相關議題時，國

際組織已有以人因工程的觀點來檢視勞工的

工作狀況、安全與衛生，為了提升勞工的就業

品質，監督企業的組織流程來確保其生產力和

永 續 性。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制定了許多與職

業安全衛生相關的標準與準則 [3,4]，其中與

作業現場之評估、肌肉骨骼傷害之調查、人因

性危害之防制以及組織作業流程的考量等，皆

是人因工程研究應用領域之重點範圍。近來

ILO 全球未來工作委員會也特別強調人因工程

的議題需要被重視，例如對於工作方面的安全

衛生要求，或利用管理技術確保作業人員能掌

控狀況的必須性，這些挑戰都需要被滿足，才

能確保工作系統的持續運行；而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 也建立了組織應該以人為核心的人因相

關標準 (ISO27500: 2016, ISO27501:2019)。

國際人因工程協會
與其在安全衛生的貢獻
　　

國 際 人 因 工 程 協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rgonomics Association, IEA) 為人因工

程領域中最具指標性的國際組織，2011 年

IEA 於瑞士正式註冊為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 

( 編 號：CH-020.6.001.285-4)。1949 年

英國人因研究協會 (Ergonomics Research 

Society, ERS) 成 立 後，歐 洲 生 產 力 機 構 

(European Productivity Agency, EPA) 在

1953 年 成 立，並 發 起 了“Fitting the Task 

to the Worker”運動，在當時引起了未來創

辦 IEA 關鍵人物的關注。因此，於 1957 年在

荷蘭舉辦的 EPA 討論會上即商討了創辦國際

性組織的可行性，接著於 1959 年，與英國人

因研究協會 (ERS) 研討會聯合舉辦的國際人

因組織成立委員會在當年決定正式成立國際人

因工程協會，之後即開始 IEA 的相關會議、

常規活動的運作，距今已成立一甲子的時間。

　　IEA 與 ILO、ISO 以 及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等國際

組織，長期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IEA 也陸續與

有著相似目標的國際協會交流，並簽訂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包 括 國 際 職 業 衛 生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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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人因工程檢點 ( 左 ) 與 農業人因工程檢點 ( 右 )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ICOH)、國際應用心理學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ists, 

IAAP) 和 國 際 職 業 衛 生 協 會 (International 

Occupat ional  Hygiene Associat ion,

IOHA) 、以及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ISQua)。近來國際人因工程協會也正

致力於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以及

國際職業相關協會 (ICOH and IOHA) 等組織

討論共同制定人因工程聯合聲明，藉此帶動更

進一步的合作機會 [5,6]。

　　IEA 現任理事長 Dr. Kathleen Mosier 與

學 者 Prof. Juan Carlos Hiba 共 同 發 表 在

ILO 的文章中提及，為了創造未來理想的工作

環境，ILO 與 IEA 應共同合作，而這樣的協

力，有助於加強傳統上勞工組織、政府、企

業、學術單位、國際性人因組織與專家之間共

同目標的對話 [7]。例如 IEA 與 ILO 於 1996

年 合 作 出 版 了 “Ergonomic checkpoints: 

Practical and easy-to-implement solutions

for improving safety, health and working 

conditions”，期望能降低工作相關的意外、

傷害以及疾病，並且改善安全衛生以及工作狀

況 [5,8]。

　　在 2010 年，雙方又進一步的出版第二

版，書中更提供了超過百種用於解決人因相

關 問 題 的 實 務 解 決 方 案，讓 更 多 不 同 的 工

作環境和狀況皆可參考，其中包含了物料存儲

和處理 (materials storage and handling)、

手工具 (hand tools)、機器安全 (machine 

safety)、工作站設計 (workstation design)、

照明 (lighting)、風險控制 (hazard control)、

福 利 設 施 (welfare facilities) 和 工 作 組 織 

(work organization) 等層面，帶來更大範圍

的幫助。而此書也有許多不同語言的譯本可

供閱讀，如英文、中文等等；而除了針對工

廠的部分，在農業上人因工程概念的需求也

受 到 關 注，因 此 合 作 出 版 了“Ergonomic

checkpoints  in Agriculture” 如下圖 1 [5,9]。

　　　除此之外，國際人因組織 (IEA) 以及其

成員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 (ISO) 相關會

議，並於其中擔任重要溝通角色，持續的維繫

並強化人因工程與各大領域之間的鏈結。

國際人因工程協會 (IEA)
的定期國際盛會
　　除了針對國際間的重要組織所進行的交流

與合作產出之外，IEA 每三年都會舉辦一次大

型國際研討會–IEA Congress，且每屆研討

會地點皆設計在不同國家的重要都市，近幾屆

的舉辦地點包括義大利佛羅倫斯、澳洲墨爾

本、巴西雷西非、中國北京、荷蘭馬斯垂克

等等。

　　IEA Congress 被視為是人因工程相關領

域中的舉足輕重的國際研討會，與會者也能透

過這個平台得到更多關於人因工程的新知與國

際視野。由於這個研討會集結了來自世界各地

與人因工程相關的產官學界專家，在研討會上

進行時下人因工程現況的分享、最新的全球關

注議題、研究成果與發現等。職業安全衛生議

題一直都是人因領域的研究主軸之一，相關專

家也會參與此類型的國際盛會。

　　去年 IEA Congress 2018 在義大利佛羅

倫斯舉辦 [10]，研討會之專題演講、工作坊、

收錄的文章海報涵蓋了超過三十種人因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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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常見的肌肉骨骼傷病、人體計測、跌倒、

心理認知、設計相關，或是其他領域如航太、

建築業、製造業、農業與醫療界的人因工程，

而職業安全衛生亦被定義為一個重要分類。在

這次研討會中，除了安排了超過十位以上各領

域中的知名專家進行專題演講之外，更有將近

兩千篇的文章被分別安排在口頭報告場次、特

別場次和座談場次，也有上百篇的研究海報展

演、數十場的工作坊。本次研討會本所 ( 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 由陳志勇組長代表參

加，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 如圖 2)。

　　如此盛大的活動規模和參與人數，可知人

因工程專業雖然在台灣才正在逐步發跡、業界

開始應用，但在國際上早已經是一門具有發展

歷史的學科，佔有一席之地。台灣的人因學

者，每屆皆會參與、投稿此盛會，希冀能吸取

新知帶回台灣，同時也將台灣的研究能量於國

際舞台上彰顯，直接或間接地與各國組織中

的成員建立連結，開發未來的各方面合作的

潛能。

　　IEA 自創始迄今，已經累積超過五十個

同盟協會，分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因相關協

會或組織，而台灣的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Ergonomics Society of Taiwan, EST) 也是

其中一員，且部分台灣學者在 IEA 中擔任具有

影響力的職務，例如清大王明揚教授曾擔任

IEA 理事長。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一直以來

致力於整合國內人因工程資源，並透過交流與

合作來提升整體的學術研究和相關技術水準，

EST 並透過加入 IEA、積極參與重要國際盛

會、擔任國際組織中重要成員或幹部，協助

加強了國際交流，提升台灣人因能量在亞洲

及國際上的影響力。除此之外，中華民國人因

工程學會也會出版人因工程學刊 (Journal of 

Ergonomics Study)，並於每年定期舉辦研討

會，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個交流、相互學習的

平台，共同進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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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國勞工人體計測與頭型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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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昌主任 1,2　王德皓主治醫生 2,3　林純吉主任 1,2,4

專 業 瞭 望

1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2 臺北榮總內科部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3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科　4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

　　職業相關中毒在早期的職業疾病中佔了相當重要的比率，然而在過去數十年間，隨

著產業的轉型及生產技術的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的修訂、職業醫學及安全衛生的進

步、及勞工日益重視自我的健康，「傳統」的職業中毒在臨床實務上日益減少，隨之而

起的則是新興職業性毒物促發之疾病，其中 為人熟知的案例莫過於氫氧化四甲基銨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TMAH) 中毒及 1- 溴丙烷 (1-bromopropane)

中毒。

　　TMAH 為一種強鹼性的溶液，近年來被廣泛運用於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主要作為

顯影劑 (developer) 用途，另外 TMAH 也被用於清潔晶圓。國內於 2003 年及 2007

年，先後有 3 名男性勞工於進行維修作業時，因 25% TMAH 意外噴濺暴露導致中毒

後死亡。上述案例為全球首見的 TMAH 中毒致死個案，而國內學界也因此針對

TMAH 除了強鹼以外的其他毒性進行探討，結果發現 TMA 陽離子可能阻斷神經肌肉

進而導致呼吸衰竭及死亡，因此中毒後除了早期除汙外， 主要的治療應是避免中毒者

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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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很多化學物或金屬的職業暴露可以導致急

性或慢性中毒，也因此職業相關中毒，譬如鉛

及汞等金屬中毒及苯或甲苯等有機溶劑中毒，

在早期的職業疾病中佔了相當重要的比率。以

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附表的「勞工保險職

業病種類表」列出的 69 種職業疾病為例，其

中就有 53 種與職業性毒物有關 [1] 。究其原

因，除了職業相關中毒在診斷上通常較為明確

外，早期國內傳統或小型產業較多，無論是在

教育訓練或對於毒性物質的職業防護設施皆較

為欠缺，導致勞工於工作期間較可能接觸過量

的毒性物質 ( 譬如鉛、各類有機溶劑、染料、

毒性氣體或金屬燻煙 )，因而產生較多的職業

中毒案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然而在過去 20-30 年間，隨著產業的轉

型及生產技術的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的修

訂、職業醫學及安全衛生的進步、及勞工日益

重視自我的健康，「傳統」的職業中毒種類在臨

床實務上正日益減少，譬如早期常見的急性鉛

中毒或是有機溶劑中毒，皆已相對少見。但隨

之而起的則是一些新興職業性毒物促發之疾病，

其中 為國人熟知的莫過於氫氧化四甲基銨 ( 或

稱 氫 氧 化 四 甲 銨、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TMAH) 中毒及 1- 溴丙烷 ( 或稱

正溴丙烷、1-bromopropane) 中毒。除此之

外，近年來也有一些雖然不是新興化學物質，

但以往罕見中毒案例報導之有毒物質，譬如二

甲基乙醯胺 (dimethyl acetamide、DMA)，

引起嚴重中毒病症的個案，底下僅分別介紹上

述幾類職業毒物之特性，並說明相關職業中毒

對於國內職業病診治的可能挑戰。

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
　　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 為一種強鹼性

的無色或淡黃色、可溶於水、在室溫下具有胺

類 (amine) 氣味的溶液，近年來被廣泛運用於

半導體及光電產業 ( 如液晶螢幕之製造 )，主

要作為顯影劑 (developer) 或矽晶圓非等向蝕

刻 (silicon anisotropic etching，為微機電系

統製造過程的一種關鍵技術 ) 之用途 [2] 。另

外TMAH也被用於取代氫氧化鈉等強鹼溶液，

作為清潔晶圓之用途。TMAH 在國內的使用

量相當可觀，2010 年時每個月的使用量可達

2000 噸 [3]。

　　1- 溴丙烷 ( 正溴丙烷 ) 中毒也是近年來國內為人熟知的新興職業性毒物。1- 溴丙烷

在工業上主要取代可能破壞臭氧層的氟氯碳化物，並被用於金屬、塑膠、電子或光學產品

的去漬。國內首次中毒事件發生於 2013 年，屏東某高爾夫球桿頭鍍膜加工廠陸續有 6 名

員工出現疲倦、下肢麻木及無力等症狀，經後續調查後，確認 6 名勞工皆係 1- 溴丙烷中

毒，而相關疾病後來也被認定為群聚之職業病。

　　除了 TMAH 及 1- 溴丙烷，國內近年來其實也曾發生其他以往少為人知的職業毒物

促發之疾病 ( 如二甲基乙醯胺引起之肝傷害 )，但其影響層面及嚴重度相對有限。不過隨

著各類新興毒性物質的導入工業製程 ( 譬如半導體產業使用的多種新興毒性物質 )，預期

未來仍可能發生其他新興的職業性毒物促發疾病，因此如何面對各類新興職業中毒，將會

是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及其他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未來必須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毒性化學物質、氫氧化四甲基銨、1- 溴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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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3 年之前，針對 TMAH 的危害，

各生產廠商的物質安全資料表 初皆僅著墨於

TMAH 因強鹼性 (pH >13) 而可能導致的腐

蝕性傷害。然而 2003 年 12 月時，台南縣某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s、TFT-LCDs) 製造公

司一名 22 歲男性員工於定期維修設備時，雖

有穿著無塵衣及配戴塑膠手套，但因管路中的

25% TMAH 意外洩漏並噴濺至皮膚，不幸於

中毒後死亡，才逐漸引起各界重視 TMAH 的

系統毒性 [4] 。該名勞工於遭 TMAH 噴濺至

頭部後，立即關閉管路並沖洗暴露部位，大約

15 分鐘後產生全身虛弱無力及中度口水增加

的症狀，並於中毒後 30 分鐘左右失去意識。

該名勞工很快就被送至附近的醫院接受救治，

但到院前即停止心跳呼吸 ( 大約中毒後 1 小

時 )，之後雖經急救後恢復心跳及呼吸，但仍

不幸於中毒後 8 日死亡。

　　之後於 2007 年 2 月時，高雄大發工業區

又發生 2 名男性維修人員 ( 年齡分別為 28 歲

及 35 歲 ) 於巡檢充填裝置時遇閥件爆裂，輸

送管線內 25% TMAH 意外噴濺暴露導致中毒

致死的案例。該名 35 歲勞工身上約有 7% 體

表面積的 2-3 度燒灼傷，至於 28 歲的勞工則

僅有不到 8% 體表面積的 2-3 度燒灼傷，燒

灼傷程度並不算嚴重。但兩人中毒後很快就喪

失意識，雖經緊急送醫治療，但仍不幸於中毒

後 36 小時內死亡 [5]。

　　上述 3 個死亡案例開始引起國內學界對於

TMAH 除了強鹼以外是否還有其他毒性的重

視，而其他 TMAH 中毒但未致死的案例也陸

續被報告；其中衛福部與臺北榮總合作的臨床

毒藥物諮詢中心報告的一份納入上述 3 名個案

及另外 10 名中毒個案的個案系列，為截至目

前為止涵蓋 多 TMAH 中毒個案的報告。在

該份報告中，另有一名 28% 體表面積暴露

2.38% TMAH 的個案產生較嚴重的症狀並需

要預防性插管，但基本上暴露 2.38% TMAH

溶液的勞工，多半僅產生輕微至中度的中毒症

狀 [3] 。事實上在一項有關大鼠的研究中，

研究者發現大鼠皮膚暴露 2.38% 的 TMAH

溶 液，半 致 死 劑 量 (LD50) 為 85.9 mg/kg 

(95% 信賴區間為 6.9-110.7 mg/kg)；相

對的皮膚暴露 25% 的 TMAH 時，LD50 則

為 28.7 mg/kg (95% 信賴區間為 15.8-55.6 

mg/kg)[5] 。在該項動物實驗中，研究者另外

也發現 TMAH 暴露後，血液中的 TMA 約在

暴露後 60 分鐘即達到頂點，因此其作用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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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也符合之前臨床上觀察到的中毒後可能

迅速致死的狀況。

　　有關TMAH暴露後導致中毒死亡的機轉，

依據現有的資料，TMAH 除了具有強鹼作用，

四甲基銨 (tetramethylammonium、TMA) 陽

離子還可能產生神經肌肉阻斷作用，進而導致

呼吸衰竭及致死。根據國內以往的動物研究，

大鼠在皮下注射 25 (n= 6)、50 (n= 6)、100

(n= 6) 及 200 umol/kg (n= 8)TMA 之後，相

較於對照組 (n= 6)，可以發現 TMA 會導致大

鼠 的 心 跳、平 均 動 脈 壓 及 血 中 氧 氣 分 壓

(PaO2) 下降；相對的則會增加血中二氧化碳

的分壓(PaCO2)及碳酸氫鈉(HCO3
-)。此外，

所有注射 200 umol/kg TMA 藥劑的大鼠皆於

15 分鐘內死亡；注射 100 umol/kg 劑量組有

2 隻大鼠死亡；至於注射 50 umol/kg 劑量組

則僅有 1 隻大鼠於 47.4 分鐘時死亡 [6] 。在

該實驗中，研究者同時檢視在注射 TMA 之前

10 分鐘時先將大鼠插管並給予呼吸器 (n= 8)

或給予 atropine (n= 8) 的治療效果，結果發

現接受呼吸器治療的大鼠皆順利存活，反觀接

受 atropine 治療的大鼠皆死亡，雖然大鼠存

活的時間較未接受治療組延長了 37 分鐘。

　　同 一 研 究 團 隊 之 後 進 一 步 探 討 TMA

及強鹼 (OH-) 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加成作用

[7] 。研究者將氫氧化鈉及生理食鹽水浸泡過

的紗布貼覆於大鼠剃毛後的皮膚部位 5 分鐘，

之後再分別局部暴露 TMAH、氯化四甲基銨

(tetramethylammonium chloride、TMACl)

或生理食鹽水，並比較不同組別動物的平均血

壓、心跳及存活率。研究者發現大鼠的皮膚如

果先暴露生理食鹽水、之後再暴露 2.75M 濃

度的 TMACl 時，僅會導致有限且短暫的毒性

作用；至於先暴露氫氧化鈉，之後再暴露生理

食鹽水的大鼠組別，幾乎不會有全身的毒性作

用，也不會導致死亡。相對的，先給予 2.75M

的氫氧化鈉皮膚暴露，之後再給予 TMACl 的

組別，則會產生與暴露 25% TMAH 溶液相同

的狀況，亦即會導致血壓及心跳下降與死亡；

另外暴露 0.26M 氫氧化鈉溶液，之後再暴露

2.75M TMA 的大鼠組別，則僅有 40% 的大

鼠存活 [7]。

　　針對 TMAH 中毒的病人，立即除汙是首

要步驟，如果有敵氟靈 (diphoterine) 沖洗

液，或許可以考慮使用，因為曾有一項體外細

胞的研究發現敵氟靈的除汙效果 ( 使用中和

TMAH 的鹼性所需的溶液或水的劑量及細胞

存活的比率做為指標 ) 可能比自來水來得好

[8] 。但如果中毒現場無法立即取得敵氟靈時，

並不建議浪費時間去尋找相關沖洗液。

　　TMAH 中毒並不會影響乙醯膽鹼的分泌

或作用，因此不建議使用 atropine 治療。由

而於 TMA 的主要機轉是引起神經肌肉的阻斷

作用，進而導致呼吸衰竭，因此中毒後除了早

期除汙外， 主要的治療措施應該是盡速將中

毒病人送醫並於必要時接受氣管插管及使用呼

吸器，以避免呼吸衰竭及死亡 [3]。

1- 溴丙烷 (1-bromopropane)
　　1- 溴丙烷 ( 亦稱正溴丙烷 ) 中毒也是近年

來國內為人熟知的新興職業性毒物。1- 溴丙烷

為一種無色或淡黃色、透明、低急毒性 (LD50> 

2,000 mg/kg) 的有機溶劑，熔點為 -110℃，

沸點則為 71℃，在室溫下容易揮發。1- 溴丙烷

在工業上主要取代可能破壞臭氧層的氟氯碳化

物 ( 如三氯三氟乙烷 )，用於金屬、塑膠、電子

或光學產品的去漬清洗，乾洗劑 ( 主要可取代

四氯乙烯 ) 及部分噴霧式黏膠的溶劑；國內每

年的 1- 溴丙烷使用量約 1,800 噸 [9, 10]。

　　1- 溴丙烷可以經由皮膚、吸入及食入導致

中毒，但職業相關之中毒主要係經由吸入及皮

膚暴露導致 [9,10] 。職業性 1- 溴丙烷中毒導致

之神經毒性 早於 1999 年被報告，當時美國

紐澤西有一名 19 歲的勞工於接觸 1- 溴丙烷 2



個月以後產生肢體麻木、振動感覺降低、吞嚥

困難及解尿困難等症狀 [11]； 之後在美國其他

地區、日本及中國皆曾發生 1- 溴丙烷相關的職

業性中毒，中毒勞工的症狀主要為中樞及周邊

神經之毒性 ( 如四肢麻木、振動感覺降低、感

覺降低、步態不穩及頭痛 )，另外也可能產生異

常的血液檢查結果 ( 如乳酸脫氫酶升高、紅血

球數目降低、甲狀腺刺激素升高、及濾泡刺激

素升高 )[9-15] 。根據國外有限的研究，1- 溴

丙烷的神經毒性與其暴露劑量可能具有正相關

性 [14]。

　　國內近年來隨著 1- 溴丙烷的用途漸增，1-

溴丙烷中毒的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首次的中毒

事件則於 2013 年 8-9 月期間發生。當時屏東

某高爾夫球桿頭鍍膜加工廠陸續有 6 名員工於

工作數月後出現疲倦、下肢麻木及無力等症狀，

而分別至高屏地區數家醫院就診 [16] 。其中有

兩家醫院的醫師先後與衛福部暨臺北榮總臨床

毒藥物諮詢中心聯繫，諮詢可能的中毒原因及

處置方式。之後經過工作現場訪視調查、多項

檢驗分析 ( 如 1- 溴丙烷的代謝物 N- 乙酰基

-S-( 正丙基 )-L- 半胱氨酸、N-acetyl-S-

[n-propyl]-L- cysteine、AcPrCys 之分析 )

及多項影像學及電生理檢查後，根據病人的臨

床症狀、神經學檢查結果、及 6 位病人體內的

溴丙烷代謝物量測結果等資料，認定本次事件

為 1- 溴丙烷中毒的群聚事件。

　　有關 1- 溴丙烷的暴露評估，雖然測量作業

環境空氣中 1- 溴丙烷的暴露濃度也是暴露評估

的重要證據之一；但由於 1- 溴丙烷具高揮發

性，於長期監測狀況下，量測數值會較不準確。

反觀生物偵測指標則可正確了解暴露 1- 溴丙烷

後的體內吸收概況，且生物偵測指標與作業環

境中的 1- 溴丙烷濃度具有良好的相關性，因此

乃是更好的暴露評估方法。1- 溴丙烷的代謝物

共有 7 種，其中主要的代謝物是 AcPrCys，以

往國外研究認為 AcPrCys 作為生物偵測的特

異性和敏感性較佳，可以良好地反應真實暴露

的程度。故本事件 終係以 1- 溴丙烷代謝物

AcPrCys 的濃度佐證暴露事實，確認 6 名勞工

皆係 1- 溴丙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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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事件 6 名勞工的基本資料及臨床症狀詳

如表 1 內容所示，中毒症狀主要以手腳麻木、

肢體異常疼痛及步態不穩等周邊神經系統症狀

為主，且感覺神經症狀較運動神經症狀來得明

顯。而其疾病後來經由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認定為職業病，並由勞動部於民國 105 年

10 月時將 1- 溴丙烷中毒增列為職業病，且訂

定 8 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為 0.1ppm( 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起修訂為 0.5ppm)。

　　針對 1- 溴丙烷的中毒，目前並無有效的治

療，因此預防相關中毒 主要可以採取的措施

包括 (1) 減少 1- 溴丙烷的使用，譬如以水或丙

酮為基質的黏膠取代以 1- 溴丙烷為基質的黏

膠，或減少 1- 溴丙烷的使用量及暴露時間；

(2) 改善通風及降溫以控制作業環境中的 1- 溴

丙烷濃度；(3) 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具。在防護

手套部份，根據國內學者以往的研究，包括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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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接觸 1- 溴丙烷 15 分鐘後皆會發生滲透現象，

因此並無法有效保護勞工手部皮膚對 1- 溴丙烷

的暴露。相對的，銀盾 (Silver Sheild® ) 手套

則可以提供 8 小時的保護作用，所以相關作業

勞工於工作時應配戴銀盾手套，以避免 1- 溴丙

烷的皮膚暴露 [10]。

結論
　　除了 TMAH 及 1- 溴丙烷以外，國內近年來

其實也曾發生其他以往少為人知的職業毒物促發

之疾病 ( 如二甲基乙醯胺、dimethylacetamide

引起之嚴重肝傷害案例 )[17] ，但其影響層面及

嚴重度相對不如前兩者。不過隨著各類新興毒

性物質的導入工業製程 ( 譬如半導體產業使用

的多種新興毒性物質 )，預期未來仍可能發生其

重要職業疾病成果與挑戰-以職業性毒物促發疾病經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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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新興的職業性毒物促發疾病。因此如何敦促

業者於使用新興毒性物質前確實瞭解該物質的

潛在毒性 ( 譬如半導體或光電業者應要求各化

學物質 [ 如 TMAH] 供應商於事前提供完整詳盡

的物質安全資料表，並應設法定期收集及更新

各化學物質的毒性資料 )，並做好必要的預防措

施 ( 包括業者可與學界合作瞭解不同預防措施

[ 譬如針對 1- 溴丙烷的各類防護手套 ] 之優缺

點、確實落實相關作業勞工的防護措施、並安

排必要之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 )；而一旦不幸發

生中毒事件後，如何能即時尋求專業協助以作

出正確的診斷及治療，並提出有效的預防措施

( 如選擇毒性更低的替代物質 )，且將相關疾病

( 如 TMAH 及 1- 溴丙烷中毒 ) 盡速納入職業疾

病列表，將會是業者及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或其

他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未來必須共同面臨的

挑戰。另外就政府主管單位層面而言，如何加

強瞭解國內各類新興毒性化學物質的分佈與使

用狀況，及監督企業對於勞工作業環境的確實

改善、適時監測及落實作業勞工的個人防護措

施，並加強各項新興職業性中毒的通報率與提

升有效預防或救治的對策 ( 如過往有關 1- 溴丙

烷的防護手套或 TMAH 中毒機轉的研究 )，也

都是未來面臨其他新興毒性化學物質時可以努

力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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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職業疾病通報及檢測方法之英法兩國跨國實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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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論 文

1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
2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3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4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5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安全衛生室

摘要

　　職業醫學之工作內容為整合性功能診治，協助判斷職業傷病的因果關係，並結合

預防、補償、復工等，可協助勞工、雇主及政府。我國之職業傷病診斷及通報模式，

雖經多年努力且近年就此部分亦有參考各國之法規現況，進行各國間制度之比較，然

仍有未臻完善之處。

　　本研究採結構化之訪談和觀察，以類德菲法進行下，實際參與並比較英法兩國職

業傷病診斷、預防及防治之實務經驗。

　　本研究提供英法兩國系統的敘述性資料及多面向比較，將可以其作為在我國之勞

工健康發展上進一步之貢獻與參考，並以之作為促進職場健康、預防職業傷病、延續

各相關政策及業務推行之長期所為。

關鍵字：關鍵字：職業傷病防治、職業傷病通報、疫情監測

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投稿，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修改，民國 108 年 7 月 18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保中，台灣大學職業醫學暨工業衛生研究所，100 台北市徐州路 17 號 733 室，

電子郵件信箱：pc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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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在 2001 年始經過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職業醫

學正式成為衛生署第 25 個專科，目前專

科醫師人數亦穩定成長中。職業醫學科醫

師針對不同工作型態的事業單位於安全計

畫、風險識別、風險控制、健康與安全權

利責任、勞工賠償復工、行動資源與策略

等部分皆系統性的研擬計畫，並進行預防

之所為 [1,2]。
　　職業性疾病在於我國及世界上皆造成

相當之健康負擔 (Health burden)，除傳統

之矽肺症及煤礦工人塵肺症外，近年來新

興環境上之汙染物質暴露部分，亦造成相

當顯著之健康危害 [3]。目前對於環境及

職業相關的疾病，除可提供教育宣導與健

康促進外，並提供工作相關症狀或疾病的

醫療、勞工健康檢查、權益諮詢、復工…
等預防醫學門診服務，在工作評估上可與

工業衛生專家一同了解工作場所之暴露性

質並提供適當的建議，惟工作負荷之評估

目前主要以病患自述或單次性現場訪視結

果等方式為主，在系統化評估模式上尚有

許多可賡續進展之空間 [4]。
　　在進行預防措施的同時，適切之通報

系統改善，以減小職業傷病發生率低估之

狀況，是至為重要的 [5]；綜觀世界各國

的通報系統，其中一個可作為他山之石的

即為英國之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The Health 
and Occupation Reporting network，後簡稱

為 THOR)。
　　自 1989 年起，英國建立了數個由健

康安全執行署經費補助運作的職業性疾病

通報系統，包含為胸腔專科及職業醫學醫

師通報的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 (Surveillance
of Work-related and Occupational Respiratory 
Disease，SWORD) 系統等，經多次整合後，

目前主要由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之職業與環境健康中心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做為負責之單位 [6]，THOR 之架構如圖

1。

1.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健康與
職業研究網概觀

2.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法國國
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3.THOR 系統通報實務演練

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

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圖 1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THOR) 架構，來自各不同專科的連結組成健康與職業研究網絡

( 圖片來源：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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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1.1.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健康與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健康與

職業研究網概觀職業研究網概觀

　　英國之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The Health
and Occupation Reporting network，後

簡稱為 THOR) 是世界知名的職業傷病通

報系統，此為在健康安全執行署經費補

助運作的職業性疾病通報系統，此系統

目前主要由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之職業與環境健康中心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做為負責之單位，包含為胸腔專科及職

業醫學醫師通報的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

(Surveillance of Work-related and Occupa-

tional Respiratory Disease，SWORD) 系統

等，此類型之模式是我國可供參考之一

面向，而在此面向下，此次亦有幸與該

當中心的負責人，本身亦為職業醫學醫

師的教授 (Professor) Raymond Agius 進行

學習，並就環境職業醫學實務及研究討

論。Professor Agius 的研究專長在於環境

職業流行病學，對於英國空氣汙染與健

康之關係，亦有一系列廣受引用的文章；

在職業醫學的層面，也受到英國國內的

注目和關心，其負責之英國健康與職業

研究網亦是英國職業疾病通報所依賴的

重要支柱。就英國目前之職業傷病通報

現狀、通報系統的分立與合作，以及英

國職業醫學制度的發展與挑戰，Professor 
Agius 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作為本次豐碩

討論之起始。

　　英國的 THOR 是自願性由醫師通

報 之 職 業 傷 病 登 記 資 料，相 對 於 由 雇

主 通 報 的 傷 害、疾 病 和 危 害 事 件 報 告

規則 (RIDDOR) 的職業傷病資料庫 [8]，
THOR 目前取代 RIDDOR，在職業疾病

部分作為英國健康安全執行署 (UK HSE)
在 職 業 疾 病 的 估 計 參 考 資 料，可 見 此

資料有一定層面的信效度。THOR 始於

西元 1989 年，至今共有 1,000 名醫師參

與，每年各專科醫師通報案件數量達到

10,000 件，在職業醫學和一般科醫師通

報的部分則可達每年 12,000 案之規模；

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和學術經費，過去

最高曾達到 180 萬鎊 / 年之規模，然則

近年因政策改變，漸次降低至 25 萬鎊 /
年，然則該當系統仍維持相當高水平之

表現，並有持續之學術成果產出。

2.2.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法國國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法國國

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同時有來自法國食品環境職業健康

安全署 (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3.THOR 系統通報實務演練

　　在政府端，英國之健康安全實驗室

(HSL)，對於職業性肺部疾病和肌肉骨骼

疾病的健康監測、診斷技術和評估方法，

亦有相當之研究成果，其成果亦登載於國

際頂尖期刊 [7]。
　　藉由本次實務比較，以國際合作討論

的方式，瞭解並參照英國現行職業病診

斷、通報系統的最新發展以及實際運作。

　　本比較除建構學術交流平台外，亦期

待能對我國之職業病評估診治與職業傷病

之通報系統，提供國外經驗以作為參照，

藉以使我國之職業傷病診療有更進一步之

發展。

研究方法

　　本次主要使用觀察及訪談法進行研

究，實際參與英國職業傷病監測系統之運

作，並使用半結構化訪談方式，搭配類德

菲法 (Delphi Method)，藉由與英國及其他

包含但不僅限於歐盟國家本領域專家之交

流，了解英國對於新興職業及環境相關危

害因子之預防模式，並實際運作英國現行

職業病診斷、通報系統的最新版本以及通

報中心實地訪視，做為我國發展之借鏡。

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

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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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limentation, de l'Environement et du 
Travail, ANSES ，亦即 French Agency for 
Food,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與其職業醫學專家 Isabelle Vanrullen
醫師和 Natalie Vongmany，一同進行三國

的職業醫學通報制度呈現、交流與討論，

實在非常難能可貴。

　　法國之職業傷病通報制度主要為國

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National Network
for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of Occupaitonal 
Diseases, RNV3P) [9]，由法國境內的職

業病諮詢中心 (Occupational Consultation 
Centers, CCPPs) 和職業健康中心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 SSTs)，分 別 執 行 RNV3P
－CCPPs及RNV3P－SSTs兩個通報系統，

前者之資料來源來自法國國內三十二個職

業病門診，接受臨床醫師會診以尋求職業

傷病診斷、評估職業因素與疾病之因果關

係強弱等各式協助，會診也就是此系統的

通報個案來源 [10]；後者則藉由其下十個

職業健康中心服務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其所負責職場健康服務地區勞工，長期追

蹤中若有診斷新的職業疾病個案則通報之

[11]。從 2001 年開始運作至今，每年的會

診次數已經逐漸攀升到近三萬名個案的會

診次數，並與法國的 SOM 和工作者健康

保險系統互相連結，主要評估其與工作之

相關性。

3.THOR3.THOR 系統通報實務演練系統通報實務演練

　　本次對於職業與環境健康中心通報

實務，尤其健康與職業研究網絡 (THOR)
部分進行實際之研討，THOR 屬於非強

制性、非補償性之架構 [6]，人員之招募

面向藉由 THOR-GP 的廣告、職業醫學學

位 (Diploma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訓

練人員和各學會宣導 (NHS choices, NHS 
Clinical excellence awards register, BMJ, 

specialist registrar) 等方式進行，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可以使用信件或電子郵件方

式寄送至曼徹斯特大學，而一般科醫師

及各科醫師則使用網路平台 [6, 12] 進行

登錄所為如圖 2，其成員分布遍及全英

國如圖 3。通報內容依照其工作相關不

健康狀況 (Work-related ill-health，簡稱

WRIH) 的分類而不同，一般而言資料回

溯之年限為十年，職業傷害部分之內容

包含：年齡、性別、診斷、工作和職業別、

懷疑之致病因子或狀況，一般科醫師另

外提供個案病假之細部資料 [12]，包含

個案之適性復配工狀況等資料；職業疾

病部分內容，包含了申請者之姓名與組

織、診斷種類、關於工作和職業及懷疑

之致病因子或狀況的細部內容亦須列入

[6]。在紙本部分使用一式雙面之報告卡

(Report card) 進行，正面是前述通報的疾

病內容，反面是包含工業別等資料，而

現在 THOR-GP 的部分使用電子化介面做

為改良之所為，使得通報更加方便，且

在通報上可以使用 delegation 並簡化問題

使得通報時間約於 2~5 分鐘內即可完成。

圖 2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一般科醫師版

(THOR-GP) 通報介面 ( 圖片來源：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

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

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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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健康與
職業研究網概觀

2.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法國國
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3.THOR 系統通報實務演練

　　經通報的個案會被建檔，輸入以 Access
軟體作為資料庫平台的資料庫，編碼部分

在疾病端使用國際疾病代碼 (ICD10) 作為

標準，以標準化職業碼 (SOC2000) 作為職

業 標 準，而 以 標 準 化 工 業 碼 (SIC2007)
作為工業分類依據，並參考勞動力調查

(Labor Force Survey，LFS) 資料做區域

之參照，個人資訊部分則以去人化方式處

理，地址部分僅編碼 (coding) 郵遞區號之

前三碼，以避免在搭配職業、工業等因子

後個案身分之被辨認。資料之輸入由兩名

資深編碼員獨立進行，如有爭議則由第三

人做綜合評估，後續每季鍵入 SPSS 中進

行後續資料分析，以每季為期的緣由在於

使得遲延通報 (Late report) 者可以被記錄

如圖 4。就通報時限部分健康與職業研究

網絡 (THOR) 每月會請求合作醫師對於當

月個案部分進行通報，如無相關案例時則

鍵入零回復之選項，但零回復過多者在統

計模式中也會被特別提出；此外該當單位

亦接受英國國內各機構的諮詢，主要為

THOR 統計資料的敘述性分析或趨勢分析

(Trend analysis)，通常在兩週內完成 ( 約

定時之限制為三週 )，但若有特殊狀況會

有所差異；在 2002 到 2014 年間，主要

圖 3  專科醫師通報者數量與分布，左側

為胸腔科醫師，右側為皮膚科醫師

( 圖片來源：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

(80%)來自於查詢特定物質 (如異氰酸酯、

油脂、乳膠和橡膠 ) 與職業性呼吸道或皮

膚疾病間的關聯，剩下來自於特定動作與

肌肉骨骼疾病的關聯 (5%)、工作狀況與

職業性心理疾患間的關聯 (3%)、以及噪

音與職業性聽力損失間的關連 [6] 如圖 5。

圖 4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資料處理流程

圖 5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THOR) 接受有關

單位關於職業疾病狀況諮詢紀錄之

歷年累計數量和來源比 ( 圖片來源：

健康與職業研究網 )

　　對於通報者而言，通報之誘因包含

基本補助，每季和年度報告 (Quarterly 
and annual reports) 以作為臨床決策輔助

[6, 9]，並可顯示各種疾病的敘述性統計

量變化，和年度研討會作為研究和交流

之平台，且可以作為後續科學期刊和各

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

個案經醫師通

報 至 THOR，

如有資料遺失

會由計畫助理

聯絡通報醫師

個案資料由兩獨立編碼者進行編碼，編

碼者由計畫助理擔任，編碼項目包含診

斷 (ICD-10)、地理區域、行業 ( 依照標

準行業別 SIC2007 編碼 ) 及職業別 ( 依

照標準職業 SOC2000 編碼 )

個案資料如有

歧異，由第三

人 作 為 統 合

者，統合者由

計畫研究員擔

任

資料每三個月登

錄 至 資 料 庫，

提 供 三 個 月 時

間為使較遲通報

(Late reporting)
案亦可進入資料

庫

進行編碼錯誤

或資訊遺漏之

再 確 認，並 以

SPSS 系統進行

分析

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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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會投稿的材料，並利用歷年累積

113,000 個以上案例，可以進行多方面的

研究，作為通報時的繼續教育輔助，誘

因除了繼續教育時數之外，亦可即時對

照過往通報資料或醫療相關準則做為參

考和即時比較。也進而影響了健康安全

執行署（Th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的政策走向，例如對於烘焙工作者

呼吸道疾患與接觸性皮膚炎的處理即為

一例，又對於皮膚疾病的部分可以作為

借鏡的還有醫療照護工作者的接觸性皮

膚炎，在探討增加趨勢的同時，也對於

其中的芳香劑致敏狀況進行說明 [13]。
4.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整體而言，THOR 在通報上屬於非

強制性、非補償性之架構 [6]，藉由招募

方式向全英國的各專科醫師進行邀請，

轉介通報的部分，則是使用網路或紙本

方 式 進 行 統 一 平 台 的 登 載；通 報 內 容

包含了年齡、性別、診斷、地區、職業、

產業、懷疑的致病因子或狀況，以及症

狀開始的日期，另外需由一般科醫師提

供個案病假、配工或後續轉診的資料，

並使用電子化介面做為改良之所為，使

得通報更加方便，且在通報上可以請護

理人員代填發 (Delegation)，並簡化問題

使得通報時間約於 2~5 分鐘內即可完成

[6,12]。
　　法國的國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National Network for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of Occupaitonal Diseases, 
RNV3P)，則可分為兩大系統，分別為附

屬 於 大 學 醫 院 之 職 業 病 諮 詢 中 心

(Occupational  Consultat ion Centers,  
CCPPs) 和 職 業 健 康 中 心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 SSTs)，分別執行 RNV3P
－CCPPs 及 RNV3P－SSTs 兩個通報系

統，前者的目的在於偵測新興職業病，

希望能找出潛在職業病風險的工作場景

以及早介入。而後者的目的在於廣泛通

報以監控法國整體職業病的狀況，所負

責職場健康服務地區的勞工，如果在長

期追蹤中診斷新的職業疾病個案，就需

要通報。[10, 11]
　　進一步而言，職業健康中心系統，

雖然基本上包含了全法國所有地區工作

場所的所有工作者，但實際上，由於此

系統的開始發展時間較晚，職業健康中

心數量有限，也比較晚才擴張通報範圍

到全法國所有地區，故目前職業健康中

心系統的通報數量仍然遠遠不及職業病

諮詢中心系統的會診數量，所以比起廣

泛通報來確實掌握所有職業傷病的狀況，

此系統目前比較近似透過抽樣調查來估

計職業傷病的狀況 [10]。綜上而論，兩

者都屬於廣義上，藉醫療通報體系進行

的職業傷病通報制度 [5]。
5.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誘因

　　在考慮實務影響因子的討論中，一

不容忽視的考慮因子在於鼓勵通報之誘

因以及機構預算來源，英國之機構預算

來源主要來自於健康安全執行署（Th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HSE) 以及

學術研究費用的支持，雖則預算過去最

高曾達到 180 萬鎊 / 年之規模，然則近年

因政策改變，其預算漸次降低至 25 萬

鎊 / 年的預算規模。但 THOR 同時利用

多 面 向 通 報 之 誘 因 [6 , 9]，並 搭 配 ad 
hoc report 的查詢，利用歷年累積 113,000
個 以 上 案 例，可 以 進 行 多 方 面 的 研

究，也 進 而 影 響 了 HSE 的 政 策 走

向。並使用電子化學習、稽核和基準

(Electronic Experiential Learning Audit & 
Benchmarking，EELAB) 系統作為通報時

的繼續教育輔助，除了最高可達五個小

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新興職業疾病通報及檢測方法之英法兩國跨國實務比較

53

1.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健康與
職業研究網概觀

2.我國與英法之三向通報討論：法國國
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網絡

3.THOR 系統通報實務演練

4.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架構比較

5.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財務與通報

誘因

時的繼續教育時數之外，還可即時對照

過往通報資料作為參考，或對於醫療相

關準則做即時比較 [14] 之方式維持系統

之穩健。

　　法國部分，國家職業病監測及預防

網絡 (RNV3P) 財務來源為食品環境及職

業健康安全署 (ANSES) 之預算編列，對

於提出會診的臨床醫師來說，提出會診

的通報誘因則主要為醫療專業上的協助，

以 2014 年通報至 RNV3P 系統的個案

分群為例，主要為了職業疾病的確診 (47.7
%)，剩下也包含職業疾病監測 (11.1%)、
系統監測 (6.4%)、職業問卷的評 (6.1%)、
環境疾病的診斷 (1.3%) 等。

6.6. 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英法兩國系統實務比較：儲存與連結

　　最後為資料之儲存和回饋機制，英

國端可橫向連結英國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所辦理的全國性統

計 ( 勞動力調查 ) 及死亡登記等資料庫，

以及歐洲統計 (Eurostat) 等歐盟資料庫

[9]。是以，前述在健康與職業研究網上

通報的個案被建檔時，輸入以 Access 作

為資料庫平台的資料庫，編碼部分在疾

病端使用 ICD 10 作為標準，以 SOC2000
作為職業標準，而以 SIC2007 作為工業

分類依據，並參考 Labor Force Survey (LFS)
資料做區域之參照。

　　法國部分則是藉由國家職業病監測

及預防網絡通報制度，搭配職業傷病補

償保險、農業勞工的中央健康與社會安

全保險基金 (Central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Insurance Fund for Agricultural 
Employees, CCMSA) 、法國研究院公共

衛生監測 (French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InVS) 等各種相關資

料庫進行橫向連結 [15]。
　　藉由橫向連結等方式，使得同時使

用相對通報勝算比 (Proportional Reporting 

Ratios，PRR) 的統計方法，即是比較「疾

病 - 暴露關係」是否出現預期數量和實際

數量上的差異，此時排除在職業傷病補

償保險中已有補償紀錄者，倘有增高，

系統就會自動發佈統計警訊，而此警訊

是關於該「疾病 - 暴露關係」的；同時並

使用職業上類似於暴露體 (Expo-somes)
的研究型態，透過圖示呈現同職業傷病

個案之不同職業暴露，可藉以偵測新興

職業疾病的出現 [10]。

表 1  英國於 2005 至 2012 年間於健康與

         職業研究網各類通報者和不同疾病

         之累計通報人次和所占百分比 [16]

接觸性皮膚炎

惡性腫瘤

其他

良性肋膜斑

間皮細胞瘤

氣喘

塵肺症

肺癌

氣管炎/肺氣腫

過敏性肺泡炎

吸入性意外

其他呼吸道疾病

5,384
789
473

2,243
899

919
457
156
114

81
41

352

71
23

6
43
27

11
8
4
2
2
1
4

OPRA (職業醫學醫師)

焦慮/憂鬱

工作壓力

其他精神疾病

上肢

脊頸

其他肌肉骨骼疾病

接觸性皮膚炎

其他皮膚疾病

氣喘

鼻炎

吸入性意外

其他呼吸道疾病

1,856
1,850

257

1,069
573
280

313
63

65
26
16
36

56

31

6

3

其他工作相關健康狀況 196 4

EPIDERM
(皮膚科

醫師)

SWORD 
(胸腔科

醫師)

精神疾病

肌肉骨骼

疾病

皮膚疾病

呼吸道

疾病

通報系統

及通報者

疾病

類別

通報

個案

所占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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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次參照英法兩國制度，並深度了

解其職業醫學之分支體系，在法國部分

採醫師照會模式，廣泛了解全國樣態，

並做相關資料庫的橫向連結，英國則以

非強制性、非補償性的醫師網絡。考量

我國目前職業傷病網絡狀況，我國後續

在通報的層面或可參照英國系統近年進

展，搭配類似其推行之相關電子化通報、

學習及回饋模式，從既有資料庫中挑選

特異性和敏感性較高之項目，建構快速

行動電子通報系統，將常用的選項化為

問卷，以電腦或行動裝置即時上傳系統，

減少紙本電子化的人力及醫護人員再三

詢問的時間，以增加效率，並以及時資

料庫查詢結果回饋和提供職業相關風險

樣態；在研究和服務精進方面，可作為

後續病歷資料庫累積，方便 (Facilitate)
後續流行病學分析和多重資料庫串連的

進行，進一步可搭配電腦資訊工程、機

器學習等面向作為大數據智慧化、自動

化和雲端化的系統建構。

　　惟在決定國內體制改革方向時，不

能直接移植國外的系統，必須多方面地

考慮方可建置適合國內的制度，此為本

次調查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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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he practic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is integrated functional care, determina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 for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diseases, and to integrate prevention, 
compensation and return to work, which helps labors, employers and government. However, 
although the diagnosis and reporting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injuries have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years with previous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not yet consummate. 
Methods
　　We organized structural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with Delphi methods to directly 
involve and compare the experiences in UK and Franc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We provided the descriptive scheme of both systems, and demonstrated multi-aspect 
comparison of the two systems. We hoped these experiences to be the reference for promo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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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為通風不佳，家用瓦斯熱水器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在台灣每年皆會發生，

導致人員的傷亡和家庭的破碎。前人研究大多使用計算流體動力學模式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模擬某一棟建築物之內一氧化碳的濃度分佈，並未考慮到室外風

速、風向、室內隔間對建築物內部濃度場的影響。本研究結合自然通風模式和一個質

量傳輸模式來計算有隔間建築物中一氧化碳的濃度變化，並以縮尺模型之風洞實驗示

蹤劑濃度衰減法驗證模式所預測之濃度場。驗證後之傳輸模式便可用來評估在自然通

風情況下，通風率、初始濃度和房間的體積大小等參數對建築物之內一氧化碳的濃度

和消散時間的影響。參數研究結果顯示：相鄰房間的一氧化碳最大濃度約為安裝熱水

器 之 陽 台 初 始 濃 度 的 50% ~ 62%。當 開 口 正 對 風 向 時，室 外 風 速 及 開 口 面 積 愈

大，通風率愈大，一氧化碳消散的時間愈短。隨著風向角增加，通風率降低，相鄰房

間中一氧化碳到達最大濃度的時間和消散時間皆變長。當風向平行於開口時，室內外

空氣交換率低，一氧化碳滯留室內的時間最長，需要使用機械通風來排除室內一氧化

碳。本研究所發展之質量傳輸模式亦可用於其他會在室內產生之氣態污染物。

關鍵字：關鍵字：一氧化碳、建築物通風、傳輸模式、風洞實驗、示蹤劑法

民國108年5月15日投稿，民國108年6月14日修改，民國108年7月3日接受。

通訊作者：朱佳仁，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電子郵件信箱：

crchu196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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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在台灣，家用之瓦斯熱水器常裝設於

封閉或半封閉之室內或陽台。當瓦斯不完

全燃燒時產生一氧化碳，導致住戶中毒的

事件時有所聞，奪走不少國人寶貴的生

命。雖然自民國 95 年 2 月起，必須由有

執照的「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來安裝家

用熱水器，且規定「熱水器應裝設在建築

物外牆，或裝設在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流

通之位置；其無法符合者，應裝設熱水器

排氣管將廢氣排至戶外。」( 消防法第 15-1

條 )。但已裝設之瓦斯熱水器只能用勸導

希望其改善，無法可管，故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仍不斷發生。依據消防署年的統計資

料，民國 93 年至 105 年燃氣熱水器中毒案

件共發生 830 件，平均每年發生 64 件一氧

化碳中毒事故 ( 消防署網頁 )。僅 107 年全

國共發生 54 件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共造成

11 死 171 傷，其中有 49 件 ( 佔 90.7% ) 發

生於臺中以北，主要因為冬天北部氣溫較

低，門窗緊閉，通風不佳的緣故。 
　　國內有許多相關研究皆指出人體暴露

在高濃度的一氧化碳的環境下，便會頭

痛、暈眩，時間過長便會死亡。呂博弘等

(2006) [1] 採用實場量測方式研究裝設於

陽台之瓦斯熱水器產生之一氧化碳在半封

閉室內的累積情形；王順志 (2008) [2] 討

論建築物通風和一氧化碳中毒的關聯性；

王佩琪 (2009) [3] 評估各種防範一氧化碳

中 毒 的 措 施；陳 躍 仁 (2012) [4] 的 研 究

指出當室內氧氣濃度低於 15%，瓦斯熱

水器便會燃燒不完全，產生一氧化碳；

王文安等 (1997) [5]、涂信源 (2002) [6]、
張 瑋 如 (2007 [7] & 2010 [8])、何 志 隆

(2010) [9]、等皆使用計算流體動力學模式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模擬

不同建築物中一氧化碳的擴散情形和室內

的濃度場。 

　　歐美國家則有冬天在室內燒碳取暖、

烹調食物或抽煙等行為，造成室內空氣

品質不佳的問題 (Sterling and Sterling, 1979
[10]; Hollowell et al.1980 [11]; Hampson
et al., 1994 [12])，這些有害氣體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 有一些是在建築物

內部產生的，有一些則是由建築物外因通

風流入室內。相關研究 (Turiel et al., 1983 
[13]; Chaloulakou and Mavroidis, 2002 
[14]; Klepis and Nazaroff, 2006 [15]) 指出

室內空氣汙染物，譬如一氧化碳 (CO)、
臭氧 (O3)，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氡 (Rn) 等污染物的濃度取決於污染源釋

放強度，反應速率，建築結構和通風率。

Chang & Cheng (2008) [16] 使 用 商 用 之

CFD 模式來模擬一氧化碳從陽台的熱水

器擴散到相鄰的房間，他們藉由改變排氣

速度和開口尺寸模擬房間中的一氧化碳濃

度。結果顯示室內的一氧化碳濃度相當均

勻，當排氣速度大於 0.0003 m/s 時，由於

新鮮空氣進入室內可使得一氧化碳濃度顯

著降低。然而，他們的研究中設定的排氣

速度 0.0003 m/s 太小而不切實際。 
　　近年來，使用計算流體動力學 (CFD)
模式來模擬建築物內外風場的研究日益趨

多，由於計算流體動力學 (CFD) 模式的模

擬結果與紊流模式、模式參數、計算網

格、計算域的大小、邊界條件的設定、收

斂標準有密切的關係 (Evola and Popov,  2006 
[17]; Tominaga et al, 2008 [18]; Ramponi 
and Blocken, 2012 [19])。雖 然 CFD 模 式

可以計算所有位置的速度、壓力和濃度，

但若模式設定不當，往往得到似是而非的

模擬結果。因此 CFD 模式必須先和風洞

實驗或現地監測結果加以驗證，方能得到

正確的計算結果。但大多研究一氧化碳擴

散的論文只計算室內風場與濃度場，不考

慮室外風向、風速對自然通風率及濃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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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且室內風場並不是很強的紊流

場，以上的模擬結果皆未經實測數據的驗

證，故不知其使用之紊流模式、擴散係數

是否正確。既使 CFD 模擬是正確的，其

結果又無法用於預測其他建築物、不同室

內配置、不同室外風速情況之濃度場。故

此問題需要一個新的研究方法來預測在自

然通風情況下，一氧化碳在建築物內濃度

的暫態變化。 
　　安裝於非完全密閉陽台的瓦斯熱水器，

在沒有抽風機強制排氣的狀況下，其通風

情況屬於自然通風 (Natural ventilation)，
自然通風可分為風力通風 (Wind-driven
ventilation) 和浮力通風 (Buoyancy-driven 
ventilation) 兩種方式 (朱佳仁，  2006) [20]。
風力通風的驅動力是室外風速所造成室內

外的氣壓差異，浮力通風則是由建築物高

處開口和低處開口的氣溫差異所造成的空

氣交換和流動。陽台和房間之開口因為皆

在同一樓層，其高度差異並不大，浮力驅

動之空氣流動應該遠小風壓力驅動之空氣

流動，故本研究只考慮風力通風狀況下，

一氧化碳由陽台傳輸進入鄰近房間內的濃

度場。 
　　風力通風又可分為貫流通風 (Cross 
ventilation) 或剪力通風 (Shear ventilation)，
貫流通風是建築物在相對或相鄰的牆面上

皆有開口，風由迎風面開口，由背風面或

側面開口流出。前人 (Chu et al., 2009 [21]; 
Karava et al., 2011 [22]) 針對無隔間建築物

之貫流通風進行研究，提出其通風率的預

測模式：

(1)
1 22 2

1 1 22 2
1 1

/
* r dr

d p p
r dr

Q A CQ C C C
U A A C

 
    

  

　　式中 A1 為迎風面的開口面積，Cd 為

流量係數，U 為建築物屋頂高度處的外部

風速，Cp 外牆上的壓力係數，下標 1 和 2

分別代表迎風面和背風面，開口面積比為

Ar = A2/A1，流量係數的比值為 Cdr = Cd2 / 
Cd1。流量係數 Cd 是無因次參數，與開口

的形式及雷諾數有關。朱佳仁 等 (2009) 
[23] 利用風洞實驗得知：一般開口的流量

係數 Cd = 0.66，紗窗的 Cd = 0.60，百葉窗

的 Cd = 0.25~0.50，外推窗的 Cd = 0.20。 
　　然而 (1) 式並未考慮建築物內部隔

間、傢 俱 等 對 通 風 的 阻 礙 效 果。Chu & 
Wang (2010) [24] 使用能量方程式來建立

一個建築物風力通風的阻抗模式，建議無

因次通風率 Q* 可以下式計算： 
1/2

1 2

1 1 1 2

1 p p*

i

C CQQ
U A A

 
   

      
  

　　外 部 開 口 的 阻 抗 係 數 (resistance 
factor) 為：

2 2
1


dC A



　　阻抗係數的因次為 [L-4]。  ζ i 為室內

阻抗係數，當室內阻抗係數遠小於外部

開 口 的 阻 抗 係 數 ζ i << ζ1，  ζ i << ζ2，式

(2) 和式 (1) 完全相同。此阻抗模式已成

功地應用於室內有大型障礙物的建築物

(Chu and Chiang, 2013) [25]，長形建築物

(Chu and Chiang, 2014) [26] 和有作物之溫

室的風力通風 (Chu et al., 2017) [27]。 
　　上述研究主要針對建築物的通風率，

並未深入研究室內汙染物的傳輸。為維

護室內空氣品質，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

臭氧、甲醛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等有害氣體在有隔間建築物內部的傳輸

機制。且不僅僅是室內污染物的穩態濃

度，而是因為自然通風，汙染物濃度如

何隨時間而變化。本研究結合了自然通

風模式和傳輸方程式發展一個可預測氣

態污染物濃度的物理模式，並利用風洞

進行一系列示蹤氣體實驗來驗證此模式，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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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應用此預測模式來找出室內空氣污

染物在多房間建築物中傳輸過程的重要

參數。

 
 

圖 1  有隔間建築物中一氧化碳的傳輸示

         意圖 

傳輸模式 
　　無隔間建築物中氣態物質的傳輸必

須滿足質量守恆方程式： 

in in out out
dC C Q C Q S

t
V

d
     

　　式中 C 為濃度，V 為建築物內部體

積，S 為氣態物質的釋放強度（或反應速

率），Q 為通風率，下標 in 和 out 分別表

示流入和流出。由於連續方程式，通過開

口處流量 Qin = Qout = Q。假設建築物中氣

態物質的濃度是均勻分佈的，並且流出的

濃度等於建築物內部當時的濃度 Cout = C
(t)。上 式 的 理 論 解 (Etheridge, 2011) [28]
為： 

1                     
in o

S Q QC( t ) C exp t +C exp t
Q V V

 

　　其中 Co 為建築物內的初始濃度。室

內和室外之間的空氣交換頻率稱為換氣

率 (Air exchange rate)：

QI =
V

  

　　式中 Q 的因次為 [L3/T]，換氣率的

因 次 為 [1/T]，若 換 氣 率 的 單 位 採 用

[1/hour]，換氣率可稱為小時換氣率 (Air 
change per hour, ACH)。換氣率代表單位

時間內換置相當室內體積空氣量之次數。

換氣率愈大，表示室內空氣更新的頻率

愈高，空氣愈容易流通，污染物愈不易

在室內蓄積。 
　　以上的模式僅能預測單一房間的氣

態污染物的濃度變化，不能使用於有兩

個以上房間的擴散問題。本研究依據質

量守恆推導有兩個相鄰房間 ( 見圖 1 ) 的

傳輸方程式：

1 1 1 1  i
d ( C V ) C ( t )Q  + S
d t

 

2 2 1 2 2 2  i
d ( C V ) C ( t )Q C ( t )Q S
d t

  

　　其中 Q 代表空氣流量；A 為開口面

積；S 為氣態污染物的反應速率；下標

1、2、i 分別代表迎風面、背風面和內部

(internal)。假設污染物在房間 1 中均勻分

佈，初始濃度為 C1o，且房間 2 的初始濃

度 C2o = 0。當兩室之間的開口打開時，

污 染 物 會 藉 由 平 流 (advection) 和 擴 散

(diffusion) 從房間 1 傳輸到房間 2。  
　　在無溫差的狀況下，空氣密度 為

定值，並且流量需要遵守連續方程式：

Q1 = Qi = Q2。以 上 二 式 為 聯 立 的 一 階

常微分方程式，當 Q 為定值時，其理論

解為：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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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in o
S Q QC ( t ) C exp t  + C exp t
Q V V

 

2
2 1 1

2 2 2 2 2

    
       

    
  o

Q Q Q Q SC ( t ) C ( t )exp t dt + C dt exp t dt
V V V V V

  

　　可將以上物理模式應用於熱水器產

生的一氧化碳由陽台 ( 房間 1 ) 傳輸至

相鄰的房間 2 的濃度預測。若一氧化碳在

房間 1 和房間 2 的反應速率 S1 = S2 = 0，

且一氧化碳由室外流入房間 1 的濃度為零

(Cin = 0) 時，房間 1 和房間 2 的一氧化碳

濃度變化： 

1 1
1

 
  

 
o

QC ( t ) C exp t
V

 

2 1 1
2 2 2 2

    
      

    
  o

Q Q Q QC ( t ) C ( t )exp t dt + C dt exp t
V V V V

  

　　換言之，陽台的一氧化碳濃度變化以

指數衰減的方式變小，就如同單一房間內

的濃度變化一般。若熱水器以不完全燃燒

的方式持續產生，房間 1 和房間 2 的一氧

化碳濃度便會高於式 (11) 和 (12) 所預測

之濃度。若監測房間 1 或房間 2 的一氧化

碳的濃度變化，便可反向估算該建築物的

通風率 Q 及陽台的一氧化碳生成速率 S，

然而以上物理模式的準確性需要通過實驗

數據進行驗證。

實驗配置 

　　為了驗證傳輸模式的準確性，本研究

進行了一系列風洞實驗來測量建築物縮尺

模型內的示蹤氣體濃度。實驗在開放、

吹風式風洞中進行，試驗段長 1.5 m，寬

1.2 m。用於實驗之兩個不同立方體建築

模型皆由壓克立平板製成，尺寸分別為

H = 22 cm 和 40 cm。模型安裝在風洞試

驗區的中心線上，從試驗區入口到建築模

型的迎風立面的距離為 40 cm。外部尺寸

22 cm 立方建築模型，內部尺寸 20 cm × 
20 cm × 20 cm，模型內的空間被壓克立板

( 厚度 1.0 cm) 等分為兩個區域，內部體

積為 V1 = V2 = 3.8 × 10-3 m3。內部開口的

寬度為 5 cm，高度可調整以改變開口面

積。內部開口面積為 Ai = 0.01 m2、2.5 × 
10-3 m2、1 × 10-3 m2、5 × 10-4 m2，內部開

口 率 ri = Ai/Aw = 25%、6.25%、2.5%、

1.25%。外部開口面積為 A1 = A2 = 1.0 cm × 
1.0 cm ( 開口率為 r = 0.207%)。 
　　本研究採用多頻道電子式壓力掃瞄計

(ZOC33/64PX, Scanivalve Inc.) 量 測 建 築

物模型的表面風壓，建築物外牆佈設有壓

力孔，通過塑膠軟管（長度 0.3 米）連接

到多頻道壓力計。壓力計的測量範圍為

± 2758 Pa、解析度為 ±2.2 Pa.。採樣頻率

為 100 Hz，採樣持續時間為 128 秒。 

 

圖 2  示蹤劑濃度量測實驗之示意圖與建

         築物模型之照片

(9)

(10)

(11)

(12)

　　建築物模型內的濃度變化採用示蹤

劑濃度法 (Tracer gas method) 來量測，此

方法已廣泛用於確定真實建築和模型建

築的通風率 (Sherman, 1990[29]; Dascalaki 
et al., 1996[30]; Gao et al., 2008[31];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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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genhout et al., 2009[32])。此法先封閉

建築物模型上內外的所有開口，在模型

內注入定量的示蹤劑氣體，測試模型內

濃度是否會隨時間而變，以檢驗模型接

縫處是否有漏氣。實驗開始時，不再釋

放示蹤劑，打開建築模型外部的開口，

在模型內部利用三根採樣管在高、中、

低 (z/H = 0.8、0.5、0.2) 三個位置同

時採樣，經由抽氣幫浦將採樣得氣體在

管線內混合後，進入氣相層析儀 (Gas 
Chromatography, GC) 量得為空間平均濃

度。 氣相層析儀的測量範圍為 1 ~ 10,000 
ppmv，解析度為 5 ppmv。若室內濃度不

是均勻分佈，則必須以多點採樣的方式

量測模型內空間平均濃度，示蹤劑濃度

量測細節可參見吳思磊 (2016) [33]。

圖 3  氣相層析儀 (Gas chromatography, GC)
         之照片

　　本研究的示蹤劑採用甲烷 (CH4)，其

分子量 (16) 小於空氣的分子量 (28.97)，
故純甲烷的密度小於空氣密度。但本研究

模型內甲烷濃度介於 10 ppmv ~ 500 ppmv
之間，其體積分率 0.001%~0.05%，亦即

含甲烷示蹤劑的空氣密度十分接近不含甲

烷的空氣密度。換言之，不需要考慮甲烷

在傳輸過程中所受到的浮力效應。同樣

地，純一氧化碳 ( 分子量 28) 的密度略小

於空氣密度，但會產生中毒事件的一氧化

碳濃度介於 1,000 ppmv ~ 10,000 ppmv ( 體

積分率 0.1% ~1.0%)。亦即在相同溫度狀

況下，含一氧化碳的空氣密度十分接近一

般空氣的密度，同樣地不需要考慮浮力效

應。一氧化碳的分子擴散係數 (Molecular 
diffusivity) 不同於甲烷的分子擴散係數，

但其擴散的過程屬於紊流擴散，而紊流擴

散係數 (Turbulent diffusivity)與流況有關，

與分子特性無關 ( 朱佳仁 , 2003) [34]。故

一氧化碳和甲烷的紊流擴散係數相同，因

此可以用甲烷來模擬一氧化碳在建築物內

部的擴散和傳輸過程。

　　依據 (11) 式，可由示蹤劑濃度隨時

間的變化曲線計算通風率 Q： 

  
 1 2

2 1

ln C(t )/C(t )
Q = V

t - t
(13)

　　其中 V 為室內體積，C(t1) 和 C(t2)
分別為時間 t1 和 t2 的室內濃度。當濃度

C(t) 有許多量測值時，可利用線性迴歸

分析求得通風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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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同風向下，建築模型 (H = 22 cm)
　　 房間 1 示蹤劑濃度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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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風洞實驗量測之通風率 Q 隨風向角

         之變化圖



一氧化碳在有隔間建築內部傳輸之物理模式

6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風洞實驗及示蹤劑濃度法

研究有兩個房間建築物的自然通風與汙染

物濃度變化之關係，分別量測建築模型房

間 1 和房間 2 內示蹤劑濃度的變化歷程，

做為分析自然通風率 Q 和驗證傳輸模式

之用。 
1.1. 房間房間 1 濃度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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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建築模型內房間 2 內示蹤劑濃度隨時

　　 間的變化 (a) 模型 H = 0.22 m﹔(b) 模

　　 型 H = 0.40 m

　　案例 D1 使用小立方體模型 (H = 22 
cm)，房間 1 和房間 2 的內部體積相同 V1 
= V2，外 部 開 口 A1 = A2 = 1 cm × 1 cm，

內部開口 Ai = 20 cm × 5 cm。模型外的風

速為 U = 2.3 m/s，風向角  = 0o ( 垂直於

迎風面開口 ) 和  = 45o。房間 1 注入示蹤

劑，房間 2 內示蹤劑初始濃度為零。實驗

開始，啟開風洞之風速及打開模型外部和

內部的開口，用氣相層析儀量測房間 1 之

內示蹤劑濃度隨時間的變化，約間隔 1 分

鐘採樣示蹤劑一次。圖 4 顯示在風向  = 
0o 和 45o 的情況下，房間 1 內示蹤劑濃度

C1(t) 隨時間接近指數函數地衰減，此濃

度變化趨勢十分類似呂博弘等 (2006) [1]
在真實建築物的量測結果。且風向角  = 
0o 濃 度 衰 減 比  = 45o 的 更 快，利 用 式

(13) 可預測通風率 Qm。 
　　通風率 Qp 也可以透過式 (2) 計算，

壓力係數則用風洞試驗在入口和出口附近

之量測值 : Cp1 = 0.9 和 Cp2 = -0.19。將開

口面積 A1、A2、Ai 和流量係數 Cd1 = Cd2 = 
Cdi = 0.66 (Chu et al., 2009) 帶入式 (3)，可

以得到外部阻抗係數： ζ 1 =  ζ 2 = 2.367 × 
108 m-4 和內部阻係數  ζ i = 3.787 x 105 m-4。

因為內部開口Ai 的面積遠大於外部開口，

所以內部阻抗係數小於外部開口之阻抗係

數。實測通風率 Qm 和阻抗模式預測之通

風率 Qp 的差異定義如下：

p m

p

=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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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2) 預測之通風率 Q 誤差在 1.6%~
10.7% 之間，平均誤差為 4.8%。 
　　圖 5 顯示在不同風向角  的通風率，

通風率隨著風向角  的增加而遞減，圖

中實線為餘弦 Cos 函數，Qo 為風向角  = 
0 ( 風向正對開口 ) 的通風率。這是因為：

當風向不為零時，只有正對開口的風速分

量 Vcos  才會流入開口，平行於開口的

風速分量 Vsin  並不會造成通風，換言

之，可以用餘弦定律來預測風向不正對開

口 的 通 風 率 Q(  ) = Qo cos 。此 外，當

風向  = 90 ( 風向平行於開口 ) 時，開口

的紊流還是會促使室內外的空氣交換，但

通風率遠小於風向  = 0 的通風率。 
2.2. 房間房間 2 濃度濃度

　　在此實驗中，將示蹤氣體注入建築物

模型的房間 1 中，房間 2 中的初始濃度為

(a)

(b)



零，開啟風洞之風速及模型上所有開口，

用氣相層析儀量測房間 2 之內示蹤劑濃度

的變化。圖 6 (a) 顯示小立方體模型 (H = 
22 cm) 房間 2 的濃度 C2(t) 先增加然後逐

漸減少，這是因為房間 1 中的示蹤氣體通

過內部開口 Ai 傳輸到房間 2，然後從背

風開口 A2 中流出。圖中實線為式 (12) 所

預測之濃度變化，通風率 Q 是由式 (2) 計

算而得，預測之濃度十分接近實測濃度，

表示式 (12) 可以預測房間 2 內部濃度的

變化。

　　示蹤氣體實驗也使用另一個較大的

立方體模型 (H = 40 cm) 進行，其內部體

積分成兩個區域，每個區域具有不同的體

積。對於案例 D2：內部體積為 V1 = V2 = 
0.0293 m3，外部開口面積 A1 = A2 = 1 cm 
× 1 cm ( 開口率 r = 0.0625%)，內部開口

面積 Ai = 0.0137 m2。外部風速為 U = 2.3 
m/s，風向為  = 0o。圖 6 (b) 為房間 2 的

實測和預測濃度隨時間之變化，因為此模

型的內部體積較大，濃度消散時間較長，

量測的資料點數亦較多，可量測到最大濃

度發生之時間。最大濃度的實測值 Cmax, m

和預測值 Cmax, p 之誤差為：

max, max,
max

max,

= m p

p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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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度的預測誤差為max= 7.3%，再次

證明 (12) 式可以預測兩個相鄰房間的氣

體傳輸。 

參數研究 

　　為評估關鍵參數對有格間建築物中一

氧化碳傳輸過程的影響，以全尺寸真實建

築物為例，建築物內部的尺寸：長度為

10 m，寬度為 10 m，高度為 3.0 m。建築

物的內部體積均勻分成兩個區域 V1 = V2  = 
150 m3。有兩個外部開口 A1 = A2 = 0.25m2

 ( 外牆開口率 0.83%)，開口 A1 位於陽台

( 房間 1) 的迎風面上，另一個開口 A2 位

於房間 2 的背風面，連接兩個房間的內

部 開 口 面 積 為 Ai = 0.25 m2。室 外 風 速

設定為 U = 2.0 m/s，風向與迎風面牆垂

直  = 0o)。 
　　利用自然通風模式 (2) 式可以計算

風向為  = 0o 的通風率 Q = 0.204 m3/s，

每個房間的換氣率 ACH = 4.90 hr-1。將房

間 2 的初始濃度設定為 C2o = 0 ppm，陽

台一氧化碳的初始濃度設為 C1o = 1,000 
ppm。圖 7 顯示陽台 ( 房間 1) 和房間的濃

度變化，陽台的濃度逐漸變小，房間 2 的

一氧化碳濃度則先增加再減小，約 10 分

鐘濃度達到最大值 C2max，約 60 分鐘陽台

和房間 2 的濃度均降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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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全尺寸建築物房間 1 ( 陽台 ) 和房間

          2 濃度變化圖

　　為探討陽台的初始濃度對房間 2 的

濃 度 的 影 響，可 將 陽 台 一 氧 化 碳 的 初

始濃度分別設為 C1o = 500、1,000、2,000
ppm，圖 8 顯示房間的最大濃度 C2max 與

陽台初始濃度 C1o 成正比關係，其比率約

為 C2max / C1o = 0.56，亦即在相同的通風

率情況下，房間的最大濃度與陽台的初

始濃度成線性比例。且不論陽台的一氧

化碳初始濃度為何，房間達到最大濃度

所需的時間完全相同，一氧化碳消散的

時間約 60 分鐘亦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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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顯 示 房 間 2 體 積 大 小 對 一

氧化碳濃度 C2(t) 的影響，開口面積依然

為 A1 = A2 = Ai = 0.25 m2，室外風速 U = 
2 m/s，風向  = 0o，陽台的體積 V1 = 100 
m3，初始濃度為 C1o = 1,000 ppm。房間 2
設定成三種不同的體積：案例 F1： V2 = 
100 m3；案例 F2：V2 = 200 m3；案例 F3：
V2 = 300 m3。可以看出：案例 F3 的消散

時間遠大於案例F1 (V1 = V2)的消散時間，

這是因為當房間 2 的內部體積變大時，

需要更多的新鮮空氣來稀釋室內一氧化

碳，因 此 消 散 時 間 較 長。且 最 大 濃 度

C2max 隨著房間體積 V2 的增加而降低，最

大濃度介於 C2max/C1o = 0.50 ~ 0.62。  
　　本 研 究 亦 利 用 傳 輸 模 式 來 評 估 內

部開口 Ai 對房間中濃度 C2(t) 的影響，

內 部 開 口 的 面 積 設 定 為 Ai = 0.25 m2、

0.10 m2、0.05 m2，內部體積 V1 = V2= 150 
m3。外部開口依然為 A1 = A2 = 0.25 m2，

室外風速 U = 2 m/s，陽台的初始濃度為

C1o = 1,000 ppm。圖 10 可看出：當內部

開口面積 Ai = 0.05 m2，通風率最小，一

氧化碳傳輸最慢，需要約 150 分鐘才能

將一氧化碳排出房間 2。隨著 Ai 的增加，

最大濃度和消散室內一氧化碳所需的時

間都會降低。換言之，驅散室內污染物

的最佳策略是大開建築物內外的開口，

增加通風率。 
　　自然通風模式 (2) 式可計算不同室

外風速之通風率 Q，圖 11 顯示不同的室

外風速 U 狀況下，房間 2 的濃度變化。

風向為  = 0o ( 風向正對陽台的開口 )，
開口面積 A1 = A2 = Ai= 0.25 m2，初始濃

度 C1o = 1000 ppm。當風速 U = 1.0 m/s，

通風率 Q = 0.102 m3/s，房間 2 的最大濃

度可達 C2max/C1o = 0.59，到達最大濃度需

要約 20 分鐘，房間 2 濃度消散需要 120
分鐘。隨著風速 U 增加，通風率增加，

房間 2 最大濃度略有下降，但濃度消散

的時間大幅減少。

　　圖 12 探討風向角  對房間 2 濃度

的影響，室外風速設定為 U = 2 m/s，開

口面積 A1 = A2 = Ai = 0.25 m2，初始濃度

C1o = 1000 ppm。先利用 (2) 式計算風向

開口正對開口之通風率 Qo = 0.204 m3/s，

再用餘弦定律計算通風率 Q (  ) = Qo cos 。
當風向角  = 0o，通風率最大，一氧化碳

消散的時間最短。隨著風向角  增加，

通風率 Q 降低，一氧化碳由陽台傳輸至

房間 2 的時間和消散所需的時間皆變長。

當風向  = 90o ( 風向平行於開口 ) 時，通

風率Q = 0.05 m3/s，室內外空氣交換率低，

一氧化碳濃度不易消散，在這種狀況下，

需要使用機械通風來排除室內的一氧化

碳，以免發生中毒事件。若知道房間 1
或房間 2 的濃度隨時間之變化，便可反

向估算該建築物的通風率 Q 和陽台的一

氧化碳初始濃度或生成速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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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房間 1 ( 陽台 ) 初始濃度 C1o 對房間 2
         濃度 C2(t)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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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建築物內部開口面積對房間 2 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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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室外風速對建築物內房間 2 濃度 C2(t)
           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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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風向對建築物內房間 2 濃度 C2(t) 變

           化的影響 

結論  

　　前人研究一氧化碳在建築物內部

的擴散情形大多使用計算流體動力學

(CFD) 模式，然而 CFD 模式需要設定許

多參數，其模擬結果較難預測自然通風

狀況下，不同的室外風速、風向、室內

隔間之內部濃度場。本研究結合自然通

風模式和一個質量傳輸模式來發展一個

氣態污染物濃度的物理模式，可計算有

室內隔間之建築物中的一氧化碳濃度變

化，並以示蹤劑法量測縮尺模型內之暫

態濃度場，以驗證此物理模式。並利用

模式找出一氧化碳由陽台傳輸至相鄰房

間之關鍵參數。 
　　研究結果顯示：裝有熱水器之陽台

的濃度變化遵循指數衰減曲線，其濃度

變化歷程可用於計算建築物的通風率。

然而，相鄰房間中的示蹤劑濃度會先增

加，然後再逐漸變小，其濃度變化曲線

符合物理模式之預測，房間的最大濃度

為陽台初始濃度的 50% ~ 62%。在相同

室外風速下，風向正對開口時，通風率

最大，一氧化碳濃度消散時間最短。隨

著風向角  增加，通風率 Q 降低，相鄰

房間中一氧化碳到達最大濃度的時間和

消散所需的時間皆變長。當風向  = 90o 

( 風向平行於開口 ) 時，室內外空氣交換

率過低，一氧化碳濃度在室內滯留的時

間最長。在這種狀況下，需要使用機械

通風來排除室內的一氧化碳，以免發生

中毒意外。  
　　本研究之成果期望有助於一氧化碳

中毒之防治，以訂定裝有熱水器之陽台

所需的最低換氣率，不及最低換氣率之

建築物，必須強制裝設機械通風，以策

安全。並且，所發展之物理模式可應用

於其他會造成職業場所或居家環境室

內空氣品質變差的氣態污染物，譬如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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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和其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常用

於室內裝潢、傢具，會緩慢地自油漆塗

料釋出，造成室內有害氣體的濃度逐漸

增加，污染物消散時間與通風率之關係

亦可利用本研究所發展之物理模式來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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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port Model for CO in Partitioned Buildings

Chia-Ren Chu　Si-Lei Wu

Abstract

　　Carbon monoxide (CO) poisoning accidents caused by the gas-burning water heaters, due 
to poor ventilation, in redsiential buildings is one of the common mishaps in Taiwan. Most 
previous studies on this problem employe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odels to 
simulate the dispersion of CO inside the buildings. Nonetheless, their results did not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to the transport of CO inside the buildings.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a natural ventilation model and a gas transport model to predict the 
ventilation rate and CO concentration in partitioned buildings. The model predictions are 
validated by the measured concentration, by a tracer gas technique, in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The verified transport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s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interior volume, external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CO in a full-scale two-room build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atio of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in the adjacent room to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CO in the room 
(balcony) with the source was about 50~62%. The ventilation rate increases as the wind speed 
and the opening area increases, this sequentially reduces the dispersion time of CO in the 
building when the wind direction is normal to the windward opening. The ventilation rate 
drops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 concentration remains very high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s needed to disperse the CO inside the building.

Keywords: Carbon Monoxide, Building ventilation, Transport model, Wind tunnel
                      experiment, Tracer gas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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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螺絲製造業相當興盛，產製的螺絲遍佈全球。然而，經過本團隊於螺絲製

造業工廠現場勘查，螺絲製造業的現場噪音高達 95 dBA，以每日工作八小時計，整個

工作日的噪音暴露劑量達 200 %，遠超過安全標準，極需要進行噪音改善。 
　　因此，本研究以一間加工螺帽的廠房為例，利用建置成功的音源與聲場量測、頻

譜分析、診斷排序與利用室內聲學軟體針對螺絲製造業工廠噪音進行改善模擬評估，

並提出成本 - 成效分析以供各界參考。

　　應用此項技術進行螺絲工廠噪音改善時，可以讓決策者清楚模擬採用的施作項目

功能以及工程經費，使決策者大幅提高選擇改善方案之信心及成效預期心理。

關鍵字：關鍵字：螺絲製造業噪音、室內聲學軟體、噪音改善樣態、改善效果評估

民國107年11月21日投稿，民國108年6月11日修改，民國108年6月18日接受。

通訊作者：李昆哲，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里橫科路407
巷99號，電子郵件信箱：kclee@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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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台灣的螺絲製造業相當興盛，產製的

螺絲遍佈全球。螺絲業製造的產品包含

銷、釘、鉚釘、螺帽、螺栓、螺絲、螺旋、

螺旋圈等製造之成型及搓牙、熱處理、表

面處理等製程。然而，經過本團隊於螺絲

製造業工廠現場勘查，螺絲製造業的現場

噪音高達 95 dBA，以八小時日時量計，

整個工作日的噪音暴露劑量達 200 %[1]，
遠超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制訂之

標準，極需要進行噪音改善。     
　　由於各螺絲製造業之廠房內部佈置不

盡相同，即使生產同類產品的工廠，其廠

房內之室內聲場亦不盡相同，如何處理改

善此種極為複雜之室內聲場問題，同時又

可取得各界一致的看法，以便改善決策有

所遵循，進而當作一套標準作業程序來應

用，是本研究之宗旨。

　　於回顧文獻 [2-8] 關於工廠噪音控制

方法理論及實務資料後，本研究團隊延續

[9-11] 之計畫，透過臨廠訪視建立一套螺

絲製造業的噪音源調查量測技術；以頻譜

分析技術為基礎，建立音源診斷及噪音改

善評估模式。完成螺帽壓置機廠房噪音改

善之案例，加以成本成效分析、評估比較

以供各界參考。

工廠音源診斷及聲場

模擬評估程序

　　本研究所建立出的工廠現場噪音訪視

程序及改善評估模式流程如圖 1：

1. 確認廠房佈置，包括廠房的平面尺寸以

及噪音源和受音者的分布情形。

2. 噪音量測，含音源及受音者音量量測

( 包含噪音頻譜及歷時紀錄 ) 和音源及

受音端間噪音頻譜。

3. 噪音診斷，比對受音端以及各噪音源的

噪音頻率，初步診斷出可能之噪音源以

及主要的噪音頻率特性並進行受音者所

感受到之噪音排序。

4. 初步診斷後，分別對於經由空氣傳遞和

結構傳遞的噪音進行進一步的量測診斷

以確認各噪音源的傳遞路徑，並針對其

分析結果提出三種噪音改善樣態。

5. 將廠房佈置及噪音分析資料輸入室內聲

學模擬軟體，評估廠房在進行噪音改善

工程之後的改善成果並提出成本 - 成效

分析。

圖 1  工廠噪音音源診斷及聲場模擬評估

         流程圖

應用此噪音診斷及改善評估

技術至螺絲製造業工廠

1.1. 音源與受音者位置音源與受音者位置

　　本研究所進行改善設計之廠房以加

2.廠中噪音源量測

先以噪音計進行場勘，標示廠
區內可能的噪音源之噪音頻譜

對比受音端以及各噪音源的噪音頻譜，初步診斷
出可能之噪音源以及主要的噪音頻率特性

針對空氣音源
(Air-borne noise source)

以聲壓法或是聲強法
進行量測其聲功率值

針對結構音源
(Structure-borne noise source)

以聲壓法或是聲強法
進行量測其聲功率值

如果診斷為結構音

診斷受音測的振動以及噪音頻譜，確認
主要噪音傳遞路徑為空氣音或是結構音

量測振動源處的隔振基座上及下的振動
頻譜，以診斷隔振基座之隔振效能

將資料整理分析進行電腦模擬，診斷出
噪音干擾成因

提出改善方案，並進行電腦模擬，以評
估改善成效

綜合分析各改善方案與成本分析以供實
際噪音改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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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源與受音者位置

工螺帽為主，廠房中的主要噪音源為各

種螺帽壓置機，包括：二點壓置機、三

點壓置機以及雙輪壓置機，圖 2 為廠房

內的二點壓置機以及雙輪壓置機照片。

三種壓置機的運作流程及原理相當類似，

所產生的噪音量及頻譜亦類似。

　　圖 3 為廠房配置圖，廠房內配置有

三種各種螺帽壓置機，二點壓置機區域

位於右上角，三點壓置機位於廠房右下

方，雙輪壓置機則位於廠房的左邊。每

一區域約有兩位工作人員，平時工作時

集中在中間走道的工作檯，僅有壓置機

出現警示燈時會靠近機台以進行故障排

除。經過現場量測判斷，由於螺帽壓置

機的作業音量相當大，其抽測的工作人

員暴露噪音劑量為 146.7%~317.2%，故

其暴露噪音劑量皆超過法定安全標準，

需要配戴防護措施。

(A) (B)

圖 2   (A) 二點壓置機 (B) 雙輪壓置機

圖 3  廠房內噪音源與受音者之關係示意圖

2.2.廠中噪音源量測廠中噪音源量測

　　經由現場量測，螺帽壓置機運作時主

要的噪音源為 (A) 入料時的振動盤噪音，

噪音量高達 109 dBA；(B) 在振動盤進行

排列後下降至軌道中的螺帽彼此撞擊音，

其噪音量為 103 dBA；(C) 為了使軌道中

的螺帽順暢的落下所使用的噴槍，其噴射

氣 流 撞 擊 致 螺 帽 的 噪 音 量 更 高 達 113 
dBA；(D) 螺帽在完成加工後下落至集裝

箱前經過收集管道時的撞擊噪音，噪音量

約為 107.2 dBA；(E) 最後為螺帽落下至

集裝箱的撞擊噪音，噪音量為 89.4 dBA。

　　每個噪音源的噪音頻譜見圖 4，圖

(A) 為入料時的振動盤噪音、圖 (B) 為振

動盤進行排列後下降至軌道中的螺帽彼此

撞擊音、圖 (C) 為噴射氣流撞擊致螺帽的

噪音、圖 (D) 為螺帽下落至集裝箱前經過

收集管道時的撞擊噪音，圖 (E) 為螺帽落

下至集裝箱的撞擊噪音。

　　由噪音量測結果可知，螺帽壓置機的

各部分噪音成因不盡相同。因此，如要建

構可靠度高的聲場模型，便要分別量測各

個部分的聲功率再將其輸入聲場模型中，

此部分將會在後續詳述。

(A)

(B)

(C)

(D)

(E)

圖 4  螺帽壓置機的各部位噪音源圖：

(A) 入料時的振動盤噪音、(B) 振動盤

進行排列後下降至軌道中的螺帽彼此

撞擊音、(C) 噴槍噪音、(D) 收集管道

的撞擊噪音、(E) 螺帽落下至集裝箱

的撞擊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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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聲場模擬及改善評估辦法聲場模擬及改善評估辦法

　　確認螺帽壓置機的各類噪音源之後，

便可進行後續聲學模擬以及改善評估之步

驟，圖 5 為該螺帽加工廠房噪音模擬及改

善設計成效評估流程圖。

　　首先，根據 ISO9614-2，使用聲強計

量測螺帽壓置機各部位噪音之後，將其聲

強推算為聲功率。然後將噪音量測和計算

所得之聲功率資料輸入室內聲學模擬軟體

並建構目標廠房的音壓分佈圖。

　　為了更準確地計算螺帽壓置機的聲功

率以及更精準的模擬出壓置機各部分在加

設降噪措施後的效果，進行聲強量測時將

螺帽壓置機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上方的

振動盤噪音、機器中段的噴槍噪音以及下

方收集管道的噪音。

　　振動盤噪音包含振動盤本體進行振動

排列時的金屬撞擊噪音以及螺帽排列後下

降至軌道中的螺帽彼此撞擊音；機器中段

的噴槍噪音為噴槍本身的噴射噪音以及其

噴射氣流撞擊螺帽的噪音；下方收集管道

的噪音則包含螺帽在完成加工後，下落至

集裝箱前經過收集管道時的撞擊噪音及螺

帽落下至集裝箱的撞擊噪音。

　　取得螺帽壓置機的各部分聲功率之後，

將此資料輸入室內聲學模擬軟體 ( 本研究

所 使 用 之 軟 體 為 EASE 4.4 版 -Enhanced 
Acoustic Simulator for Engineers) 並模擬目

標廠房的音壓分布圖，之後與實際量測的

音壓分布及廠內殘響時間等條件比對校估，

以確認此廠房模型的精確度。最後，設計

三項噪音改善工程並將資料輸入室內聲學

模擬軟體以進行改善成效與改善成本綜合

評估。

根據 ISO9614-2，利用聲強計量測螺帽壓置機
各部位之聲功率

測量上方振動盤
之聲功率

測量中段噴槍
之聲功率

測量下方收集管道
之聲功率

輸入廠房的邊界條件、噪音源之聲功率及

分布位置、各材料的吸音係數等資料

利用 EASE 模擬廠房聲壓分布圖

與廠房實際測量值做校估以確認模型之準確性

提出三種噪音改善設計樣態並模擬其效果

改善成效與改善成本綜合評估

圖 5  螺帽加工廠房噪音模擬及改善成效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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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評估主要噪音源之聲功率評估主要噪音源之聲功率

　　本團隊於現場量測螺帽壓置機各部分

噪音源的音壓並確認噪音來源及頻譜之

後，為了要將每個部份的噪音準確的輸入

室內聲學模擬軟體中，需要計算其聲功

率。因此，根據 ISO9614-2，使用聲強計

量測螺帽壓置機各部分噪音源並將其聲強

推算出其聲功率。本研究將螺帽壓置機的

噪音源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上方的振動

盤噪音、機器中段的噴槍噪音以及下方收

集管道的噪音，螺帽壓置機的三個部分見

圖 6。

上方的振動盤噪音

中段的噴槍噪音

下方的收集管道噪音

圖 6  螺帽壓置機的三個部分噪音源

　　由於廠中配置有 26 台的螺帽壓置機，

彼此互相干擾。因此，為了排除其他螺帽

壓置機的干擾，本研究利用廠區中午休息

時間時，商請工作人員僅開啟一台螺帽壓

置機進行聲強量測。此外，該螺絲製造廠

的工程師們在其中一台螺帽壓置機的振動

盤部分加裝隔音罩，見圖 7。因此，另外

量測螺帽壓置機加裝隔音罩前後之聲強

值，以評估其隔音效果。

　　根據 ISO9614-2 的規範並因應現場限

制，將螺帽壓置機的上方振動盤噪音源分

為前後左右以及上方 5 個面，中段的噴槍

噪音及下方的收集管道噪音則各分為前後

左右四個面進行聲強量測，圖 8 為聲強量

測示意圖。

　　量測螺帽壓置機三個部分的各個虛擬

平面聲強後，將其乘上量測面積 (m2) 後得

出各個平面的聲強 (　)，之後帶入式 1 便

可得出噪音源的聲功率，表 1、2 為螺帽

壓置機在加裝隔音罩前後的各部分聲功率

值

圖 7  (A) 未加隔音罩 (B) 加裝隔音罩的螺帽

　　 壓置機

圖 8  螺帽壓制機的聲強量測示意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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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73          62   60 

250 75          65   70 

500 78          69   72 

1000 79          70   72 

2000 84          75   75 

4000 87          81   81 

8000 88          82   82 

 

頻率
上方振動
盤噪音

中段噴氣
噪音

下方收集
管道噪音

未加隔音罩                      單位(dBA)

125 70          63   58 

250 79          74   72 

500 73          75   74 

1000 81          75   76 

2000 79          80   80 

4000 78          79   79 

8000 78          79   81 

 

頻率
上方振動
盤噪音

中段噴氣
噪音

下方收集
管道噪音

加裝隔音罩                      單位(dBA)

表 1  螺帽壓置機加裝隔音罩前各部分之聲

         功率值

表 2  螺帽壓置機加裝隔音罩後各部分之聲

         功率值

5.5.廠房聲場模型建立及精確度評估廠房聲場模型建立及精確度評估

　　為了評估噪音改善工程對於廠房中受

音者的改善效果，需要以室內聲學模擬軟

體建構出此廠房的聲場圖。此外，為了修

正其聲場模型的準確性，必須在廠房中進

行定點的聲壓量測，求得廠房中音壓的分

布情形後與模擬的聲場進行比對，確認各

點實測值與模擬值相差在 ±3 dB 以內，以

確認聲場模型的精確度。

(1) 輸入廠房內噪音源聲功率

　　在以聲強計量測螺帽壓置機的聲強並

計算其聲功率之後，便可將各部分之音源

值依照現場狀況輸入至聲場模型中，待確

認聲場模型中的殘響時間和實測值相近之

後 ( 後續說明 ) 便可進行廠內聲壓分布圖

之模擬及校估。

(2) 利用室內聲學模擬軟體建構廠房的聲

　  場模型

　　為了建構出符合廠房實際情形的聲壓

分布模擬圖，需要詳細量測廠房的邊界條

件、噪音源分布位置及各式機台位置，並

依照其製成材料的不同給予適當的吸音係

數，表 3 為聲場模型中各材料的吸音係數

( 包含之後改善方案 C 的吸音材料 )，圖 9
為利用 EASE 建構出的廠房立體空間圖，

其模擬廠房尺寸約 27*11.3*10.2 公尺。圖

中標示廠房噪音模擬為該區域為廠房內工

作人員的主要活動範圍；圖中還包括為主

要噪音源的螺帽壓置機及音源放置位置，

另有控制室以及螺帽集裝箱等較大型的聲

音反射面。

表 3  聲場模型中各材料之吸音係數

光滑混凝
土表面

金屬表面

單層窗戶

天花吸音
障板(5公
分厚玻璃

棉)

牆面吸音
板(5公分
厚金屬沖
孔板，沖
孔率2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0.01 0.01 0.02 0.02 0.05 0.06 

0.05 0.10 0.10 0.10 0.07 0.02 

0.37 0.21 0.10 0.08 0.07 0.02 

0.20 0.60 0.95 0.95 0.95 0.95 

0.20 0.62 0.90 0.90 0.90 0.70 

吸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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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模擬建構之廠房立體空間示意圖

(3) 聲場模型校估

　　初步以聲學模擬軟體建立廠房之聲場

模型之後，便要對模型進行校估以確認模

型的正確性。本研究先利用廠房內實際量

測的殘響時間與聲場模型模擬出的廠房殘

響時間做比較，以確認聲場模型中所建構

的廠房布置、尺寸以及材料吸音係數的準

確性。之後再比對廠內三個區域的噪音音

壓值，以進一步的確認輸入模型中的噪音

源聲功率是否符合現場情況。通過這兩個

步驟校估後的室內聲場模型，便具有足夠

的精確度，可用來評估在使用各個改善樣

態設計之後，廠房各區域的降噪效果。

A. 殘響時間

    根據 ISO3382，在廠房中利用起跑槍量

測廠房中的殘響時間，之後再與聲場模型

模擬出的殘響時間做比較，實際量測與模

擬的殘響時間比較參見表 4。廠房中實際

量測的殘響時間在 125 Hz、250 Hz、500 
Hz、1000 Hz、2000 Hz 及 4000 Hz 分別為

1.2 秒、1.0 秒、0.9 秒、0.8 秒、0.8 秒及

0.7 秒，模擬的殘響時間在此 6 個頻帶則

為 1.1 秒、0.9 秒、0.9 秒、0.8 秒、0.7 秒

及 0.7 秒。經過比較，實際量測與聲場模

型模擬出的廠房殘響時間差異皆在 0.1 秒

以內。因此，可確認聲場模型中所建構的

廠房布置、廠房尺寸以及材料吸音係數的

準確性。

表 4   實際量測與聲場模型模擬的廠房殘
          響時間

125
 Hz  

250 
Hz  

500 
Hz  

1000 
Hz  

2000 
Hz  

4000 
Hz

實際量測 1.2  1.0  0.9 0.8  0.8  0.7  

聲場模型
模擬 1.1  0.9  0.9 0.8  0.7  0.7  

殘響時間
RT60(s) 

B. 廠內三個區域的噪音音壓分布比較

　　確認廠房的尺寸、配置以及材料使

用正確之後，便可將計算出的噪音源聲

功率輸入模型中。圖 10 為現場量測和利

用聲場模型模擬出廠房中的音壓分布圖

的比較圖，比較值見表 5。由圖及表中

可見其三個區域量測值與模擬值誤差值

在 3 dB 以內，在模擬容錯值範圍內。因

此，此聲場模型擁有高精確度並可用作

之後的噪音改善評估。

圖 10   (A) 實際量測值與 (B) 聲場模型的

            音壓分布比較

表 5  模型校估表

作業區 A

作業區 B

休息區

(A) (B)

作業區A

作業區B

休息區

97~101

96~99

93~95

96~101

96~100

94~95

±1

±1

±2

測量
位置

現場量測
音壓值
(dBA)

模擬
音壓值
(dBA)

模擬
誤差值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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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場噪音改善評估

1.1. 螺帽壓置機上方振動盤加裝隔音罩之隔螺帽壓置機上方振動盤加裝隔音罩之隔

　 音效果模擬評估　 音效果模擬評估

　　如圖 7(B) 所示，現場有一台螺帽壓置

機的振動盤部分已由廠方人員加裝隔音

罩，由表 1 及表 2 可得知在上方振動盤加

上隔音罩之後，其單一台螺帽壓置機之聲

功率在2,000至8,000 Hz下降約10 dB左右。

而在建構高精確度的電腦模型之後，便可

將一台加裝振動盤隔音罩的螺帽壓置機聲

功率套用至廠房中的所有螺帽壓置機以預

估整體廠房的降音效果。將其套用至所有

的螺帽壓置機後，發現其廠房的總降音量

僅約 3 dB 左右。此結果顯示，進行螺帽

壓置機的噪音防制不可只針對振動盤做處

理，且隔音罩下方並未密封，約有 20% 的

開口，因此，無論製作隔音罩的材料其穿

透損失有多高，實質上的隔音效果將只剩

餘 6 dB。此外，廠房中的工作人員仍會受

到噴槍噴氣噪音以及收集管路噪音所影

響。因此，如要有效率的針對螺帽壓置

機進行噪音防制，不僅必須同時對於振動

盤、噴氣噪音以及收集管道三個部分施行

降噪措施，更需要使用適當的材料以及正

確的製作方式才可達到良好的降噪效果。

2.2. 噪音改善方案樣態設計與評估噪音改善方案樣態設計與評估

　　針對該廠進行現場噪音量測及使用聲

場模型進行分析之後，清楚顯示如要有效

降低廠房的噪音量，必須同時針對上方振

動盤、中段噴氣噪音以及下方收集管道噪

音進行降噪措施。表 6 便為本研究針對螺

帽壓置機廠房所設計的三個噪音改善方

案，其改善項目共有以下五項：

1. 振動盤 - 貼附減振隔音片 _ 參見圖

11(A)
2. 噴氣噪音 - 改用低噪音噴頭 _ 參見

圖 12

3. 收集管道 - 貼附減振隔音片 _ 參見

圖 11(B)
4. 專為螺帽壓置機設計隔音罩 _ 參見

圖 13
5. 增加廠房內之吸音率 - 懸掛天花吸

音障板 _ 參見圖 14

表 6   改善項目以及三個改善方案組合

改善項目
改善
方案A 

改善
方案B 

改善
方案C

振動盤-
貼附減振隔音片 

噴氣噪音-
改用低噪音噴頭 

收集管道-
貼附減振隔音片 

加裝螺帽壓置機
專用隔音罩 

增加廠房內之吸音率-
懸掛天花吸音障板 

















　　在振動盤以及收集管道的外殼貼上減

振隔音片，其厚度可為 25 公釐，密度約

為 5 kg/m2，減振隔音片表面為一層強化

鋁箔，可降低振動盤內螺絲撞擊壁面以及

螺帽撞擊金屬管道的振動以減少因振動而

輻射出之噪音，其所採用之減振隔音片插

入損失參照表 7。而相關文獻也指出改用

經過適當設計的低噪音噴頭，不但可以使

整體噪音下降約 14 至 18 dB，更可以在維

持相同氣流的前提下降低 23 至 36% 的耗

氣量以節省成本 [12]。

頻率(Hz) 

減振隔音
片的插入
損失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9 5 11 20 21 23

表 7   減振隔音片的插入損失 (單位：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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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螺帽壓置機設計專用之隔音罩則

規劃以壓克力等透明材料進行設計，螺帽

壓置機中段之噴槍的部分為方便工作人員

進行操作及維修，因此可設置一拉門以方

便人員作業；而下方集裝箱的部分也可設

置拉門或是掀蓋式的活動門以方便將裝滿

加工完成的螺帽的集裝箱運出。此外，振

動盤上方也需設計可掀式的隔音上蓋以配

合入料，隔音上蓋與振動盤接觸的部分需

使用橡膠等軟性材料以避免上蓋和振動盤

一起振動而產生額外的噪音，設計良好的

隔音罩其隔音性能如表 8。而在增加廠房

內吸音率之方案中所採用的金屬吸音板則

為內披覆 50 公釐吸音棉的沖孔鋼板，其

沖孔率為 23%；天花障板則為 5 公分厚的

玻璃棉。

頻率(Hz) 

隔音罩
隔音性能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14 17 19 21 23 25

表 8   隔音罩隔音性能 (單位：dB)

　　圖 15 為三個改善方案的模擬廠房分

布圖，表 9 則為各方案的改善效果。改善

方 案 A 在 作 業 區 的 降 噪 效 果 為 13~14 
dB，在休息區則為 14 dB；改善方案 B 在

作業區的降噪效果為 21 dB 左右，在休息

區則為 22 dB；以改善方案 A 為基礎再

加上吸音材料的改善方案 C 在作業區

的降噪效果為 14~15 dB，在休息區則為

18 dB。

　　由上述結果可知，改善方案 A 和 B
皆有一定程度的降噪效果，而每台螺帽壓

置機的改善材料費用不超過 50,000 元，

不過皆須注意製作工法與盡量減少漏音範

圍。根據研究結果 [12]，只要有 1% 的孔

隙便可讓原本傳遞損失 (Transmmission 
Loss) 為 48 dB 的隔音罩下降至 29 dB，如

有 20% 的孔隙更可讓傳遞損失下降至 5 
dB 以下，形同虛設。

　　改善方案 C 為一般欲進行噪音工程

改善之事業單位最常選擇的方式，即為於

廠房牆面及天花板貼附吸音材料。經由聲

場模擬結果可知，改善方案 C 在作業區

A 以及 B 的降噪效果僅比改善方案 A 多

1 至 2 dB；此方案在休息區的降音效果較

好，較改善方案 A 多 4 dB。其原因為作

業區 A 及 B 距離噪音源 - 螺帽壓置機較

近，工作人員所感受到的噪音多為直接

音，而增加廠房的吸音能力對於直接音的

影響趨近於零 ( 廠房的吸音能力主要為處

理空間內的反射音 )。因此，離噪音源較

遠的休息區由於受到噪音源的反射音影響

較多，因此相對有較佳的降音效果。然

而，在廠區牆面及天花板貼附吸音材料所

費不貲，因此改善方案 C 相對 A 和 B 而

言，其成本 - 成效比較差。

(A) (B)

圖 11   (A) 振動盤 (B) 收集管道貼附減振

　　　隔音片的範圍

圖 12   在振動盤下方使用合適的低噪音

　　　 噴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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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廠房區域

作業區A

作業區B

休息區

改善預算 
(材料費用)

方案A 
降低音壓

(dB) 

13~14

13~14

14

每台費用
約20,000
共13台

每台費用
約50,000
共13台

吸音材料
費用約

3, 000,000

21 14~15

21 14~16

22 18

方案B 
降低音壓

(dB) 

方案C 
降低音壓

(dB) 

圖 15    (A)改善方案 A (B)改善方案 B
             (C)改善方案 C之模擬聲場

表 9    三種改善方案的受音點位置音壓值
           比較

圖 13    專為螺帽壓置機設計 (A)隔音罩
             (B)隔音上蓋之示意圖

圖 14     (A)牆面金屬吸音板 (B)天花障板

(A) (B) (C)

結論

　　本研究以一間螺帽加工廠房為例，利

用一套針對螺絲製造業噪音之頻譜量測分

析、診斷與聲學改善評估模式，包括使用

頻譜分析技術診斷噪音源特徵；使用聲強

計量測噪音源之聲功率測定方法；以室內

聲場模擬軟體診斷不同噪音源之影響貢

獻；由不同噪音源之影響貢獻進行改善策

略的思考；以及應用室內聲場模擬軟體建

立聲場模型評估受音者工作及休息區域噪

音分布的程序；本研究提出之噪音改善方

案，經評估預測，可有效改善受音者工作

區之音量。

　　利用本研究的模式，可以將複雜的噪

音影響成因，以診斷的方式明列出影響排

序，並且在複雜的實務工廠環境中，量測

出聲場參數，進一步藉由模擬軟體將可行

之改善方案成效提出，不同成效與成本的

可行性評估，更易於讓決策者決定採用何

種改善方案，以及何時進行改善，真正進

入工程改善的實際層面，而確實改善勞工

的勞動環境。

參考文獻

[1] 周瑞淑、陳秀玲：螺絲業安全衛生和

勞工暴露危害調查。勞動部勞動及職

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計畫；2016。

[2] 劉穎輝：室內聲學設計與噪音振動控

制案例教程。中國北京市，化學工業

出版社；2014。

[3] Schaffer Mark E. A practical guide to
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ol for HVAC 
systems.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Incorporated; 1993.

[4] Barron RF. Industrial noise control and 
acoustics. CRC Press; 2002.

[5] Cheremisinoff  NP. Noise control in 
industry: A practical guide. Elsevier; 1996.



以聲場模擬技術評估螺帽壓置機噪音改善研究

81

[6] Bies DA, Hansen CH. Engineering noise
control: theory and practice. CRC press; 
2009.

[7] Laborderie JD, Moreau S. Prediction of
tonal ducted fan noise.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2016; 372: 105-32.

[8] Michelsen R, Fritz KR, Sazenhofan CV.
Effectiveness of acoustic pipe wrappings. 
Proceedings of the DAGA 1980; 301-
304; German.

[9] 林桂儀、王偉輝：建立國內產業噪音

工程改善現場量測與評估方法。勞動

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報

告；2016。

[10] 林桂儀、王偉輝、盧士一：職業場所

噪音工程改善技術研究。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報告；

2017。

[11] 李昆哲、林桂儀、王偉輝：金屬製造

業噪音現況調查與改善評估。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報

告；2018。

[12] Berger EH. The noise manual.AIHA; 
 2003.



研究論文

Journal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82

Research Articles

A Study on Noise Improvement of Screwing Machine
based on Sound Field Simulation Technology

Wei-Hui Wang1　Szu-Hao Chen2　Chieh-Yuan Cheng2　Kuei-Yi Lin3　 
Kun-Che Lee4　Pai-Chun Hsiao4　Yuan-Hao Huang4

Abstract

　　The screw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quite prosperous, and the screws produced ar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through factory visits, the on-site noise of the screw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as high as 95 dBA, and the noise exposure dose reached 200% 
during the whole working day,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safety standar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a noise source survey measurement technique 
for the screw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factory visits, to use the spectral analysis 
technique as basis to establish sound source diagnosis and a noise improvement assessment 
model, and to complete the case of screw manufacturing improvement design patterns for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assessment, and comparis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imul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noise of the screw 
factory can enable decision-makers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improved 
projects used and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funding, so that decision-maker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confidence and effectiveness expectations of the choice of improvemen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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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台灣面板產業蓬勃發展，隨著消費者對於電視與手機等產品之螢幕尺寸及高

精細畫質要求，使得本產業製程不斷的演進與改良。蝕刻製程係將進行微影製程前所

沈積的薄膜，以化學反應或物理作用將未被光阻覆蓋保護的區域清除，本製程依作業

特性及方式不同，區分為乾式蝕刻及濕式蝕刻。其中，濕式蝕刻屬於液相及固相間的

化學反應，其利用蝕刻液的化學反應將未覆蓋光阻區域的基材移除，並在完成蝕刻反

應後，由溶液攜走腐蝕雜質達到剝除效果。

　　面板廠等高科技產業因製程需求使用各類危害性化學品，若使用不慎可能導致面

板廠之事故。其中，廠務供料系統為廠內化學品之供需要角，在物料傳輸、機台運作

乃至於廢液處理時需評估物質潛在的物化性反應，以防止化學品洩漏、廢液處置不當

及誤入料時可能產生之危害。本研究選擇科技廠蝕刻製程機台常見之蝕刻液：銅蝕刻

液 ( 含過氧化氫與酸液 ) 與氯酸鈉蝕刻液進行熱分析比較，並探討廠務供料系統遭遇

酸性物質 ( 硫酸、鹽酸、硝酸 ) 時可能產生之酸催化與不相容性反應。本研究藉由微

差掃描熱卡計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進行動態昇溫速率之熱分析實驗

與不相容性測試，以求得蝕刻液之相關熱力學數據，如放熱起始溫度 (T0)、峰值溫度 
(Tp) 以及放熱量 (ΔHd)，並估算蝕刻液放熱反應之動力學參數與自放熱模式。實驗結果

顯示銅蝕刻液相較於氯酸鈉蝕刻液有較低的放熱起始溫度及較高的放熱焓值，針對銅

蝕刻液在硫酸、鹽酸、硝酸等三種酸催化狀況下，於硝酸誤入製程機台、管線中產生

的危害性較大；而針對氯酸鈉蝕刻液則是在硫酸與鹽酸誤入製程機台與管線時可產生

較高的危害風險，故科技廠應建立對蝕刻製程之溫度與物質濃度偵測、反應物質相容

性及溶液混合等危害辨識與製程防護技術，若再加以良好的製程安全管理與緊急應變

措施，將可確保製程避免熱反應危害之風險。

關鍵字：關鍵字：蝕刻液、微差掃描熱卡計 (DSC)、熱分析、動力學參數

民國107年10月1日投稿，民國107年10月22日修改，民國108年6月18日接受。

通訊作者：王義文，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40402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電子

郵件信箱：evenwa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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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高科技產業於生產過程中，常使

用高危險性設備 ( 如壓力容器、鍋爐等 ) 
以及種類繁多的危害性化學品，若人員操

作或管理控制不當，將導致製程中斷、危

害性化學品洩漏、甚至造成人員傷亡等不

可 彌 補 與 影 響 企 業 形 象 的 損 失。例 如

2018 年 4 月 28 日，桃園市敬鵬工業平鎮

廠火災 ( 印刷電路板工廠 ) 因不明原因起

火，現場又存放 2,000 公升柴油與大量化

學藥劑，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故其火

災造成的影響相較其他產業高 [1]。因此，

如何有效預防工安事故是每個企業需面臨

的重要課題。

　　現今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消費

者對於電視與手機的面板螢幕尺寸及高解

析度等需求不斷提升，使得相關產業鏈不

斷將生產技術提升與改良。例如，電視或

手機所使用到的玻璃面板以及印刷電路板

等產品在生產過程皆需經過多段前處理的

製程。而蝕刻液常用於製造彩色顯像管、

積體電路版、珠寶與銘牌等產品。蝕刻製

程係將進行微影製程前所沈積的薄膜，以

化學反應或物理作用的方式將未被光阻覆

蓋保護的區域去除。蝕刻製程依作業特性

及方式不同，可分為乾式蝕刻及濕式蝕

刻。乾式蝕刻是利用氣體分子或其產生的

離子及自由基對晶圓上的材質進行物理式

濺蝕及化學作用以移除欲蝕刻的區塊，其

後被蝕刻的物質會變成揮發性氣體再經由

抽氣系統抽離。活性離子蝕刻即是利用電

漿放電進行異向性蝕刻的方法，在電漿的

環境中，含有大量的活性自由基 （reactive 
free radical) 轉化自中性的原子 ( 或分子 ) 
及帶電荷離子，可以與被蝕刻物進行化學

腐蝕反應，而正離子在蝕刻物表面產生垂

直撞擊的效果，可以加速蝕刻物垂直方向

之蝕刻率，而得到異向蝕刻的結果。乾式

蝕刻的優點為產品精細度高、在電性上有

較好表現、廢氣產生量較少、比濕式蝕刻

所產生的廢液處理容易；缺點為製程期間

較長、需避免污染物進入製程真空機或機

台設備維護不易等問題。濕式蝕刻是使用

蝕刻液的化學反應來達成蝕刻目的，可將

未覆蓋光阻區域的基材去除，並在完成蝕

刻反應後，由溶液攜走腐蝕雜質。濕式蝕

刻的化學反應屬於液相及固相間的反應

[2]，其優點為製程簡單、批次產量高、

生產速度快、高選擇性、材料與製程設備

相對便宜等，但這種完全利用化學反應來

進行蝕刻的技術有其先天上的缺陷，即蝕

刻液在蝕刻面板等基材結構時，其蝕刻方

向係等向均勻的，如此會造成嚴重的側向

腐蝕現象從而影響元件尺寸細微化的發

展。由於濕式蝕刻的化學品用量較大，因

此應特別注意化學品之危險性，如腐蝕、

火災與爆炸的危險性等。乾式蝕刻與濕式

蝕刻之特性比較如下表 1 所示。

橫向蝕刻
深度

蝕刻輪廓

蝕刻速率

選擇性

設備費用

產量

化學藥品
使用量

3um以下
製程不可
接受

等向性

高

高

低

高(批量)

高

極小

可控制，非等向
性到等向性

尚可，且可控制

尚可，且可控制

高

尚可，且可控制

低

濕式蝕刻 乾式蝕刻

1. 樣品介紹

2. 實驗設備

表 1  乾式蝕刻與濕式蝕刻之特性比較

3. 實驗方法

4. 動力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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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探討濕式蝕刻之製程使用之

化學品潛在熱危害。濕式蝕刻的製程控制

參數為：溶液濃度、蝕刻時間、反應溫度

以及溶液的混合與攪拌等。針對製程機台

部分，由於蝕刻化學清洗機多採用加熱製

程，又清洗機、清洗槽及管線材質多採耐

酸鹼的塑膠材質等，若發生火災事故，後

續將發生連鎖反應，其影響非僅限廠區甚

至可能危害環境與周遭居民，故需探討物

質危害特性以防範未然，為廠區提供最大

程度的安全保障 [3]。本研究的研究目標

為探討兩種蝕刻液的本質熱危害、蝕刻液

與酸不相容性反應與物質動力學評估，本

研究希望能為蝕刻液建立廠區製程安全操

作條件，並針對危害性較大的蝕刻液進行

後續的動力學評估，最後探討製程機台誤

入過量酸性物質時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

實驗設備與方法

1.1. 樣品介紹樣品介紹

　　樣品為銅蝕刻液與氯酸鈉蝕刻液，

銅蝕刻液 (Cu etchant) 主要成分為過氧化

氫、鹼性化合物、有機酸、無機酸及水，

其一般用於金屬蝕刻製程；氯酸鈉蝕刻液 
(NaClO3 etchant) 主要成分為氯酸鈉及水，

其可用做蝕刻製程之再生劑。針對兩種蝕

刻液進行本質的熱分析實驗。此外，還探

討銅蝕刻液或氯酸納蝕刻液在蝕刻製程中

遭遇過量酸性物質或誤混時可能產生的潛

在危害，以濃度為 6N 的硫酸、鹽酸、硝

酸 (H2SO4, HCl, HNO3) 分別添加至兩種蝕

刻液中進行不相容性測試。

2.2. 實驗設備實驗設備

　　本研究使用微差掃描熱卡計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對銅蝕刻液及

氯酸鈉蝕刻液進行熱分析實驗，以量測

物質的熱量變化與溫度之間的關係。基

本原理是以無熱變化的基準物質與被測

物質在同樣實驗條件下同時升溫或降溫

以量測、紀錄兩者的溫度差異。使用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生產之 DSC 1 進行熱

分析測試，其原理是將樣品放入坩堝內並

與空坩堝 ( 作為參考體 ) 一同置於熱感測

器上，當加熱爐昇溫到樣品的轉移點時 
( 如晶態轉移、融點或熱裂解 )，可藉由

感測器測得電位訊號變化以得到樣品及參

考體的吸放熱功率。此熱流對溫度的關係

圖，即是該樣品的熱譜圖，可獲得之相關

熱分析數據有放熱起始溫度 (T0)、最大放

熱時的溫度 (Tp)、放熱量 (ΔHd)，可利用

測得之參數估算蝕刻液之反應動力學數據

與模擬自放熱模式 [4–6]。本文透過 DSC 
進行動態昇溫實驗，檢視蝕刻液之放熱量

以及分析製程遭遇其他酸性物質時的潛在

影響。

3.3. 實驗方法實驗方法

　　在本研究中，研究可區分為兩種蝕刻

液的本質熱危害比較及蝕刻液與酸的不相

容性探討。在本質熱危害部分，我們藉由 
DSC 先以動態昇溫速率 (4°C min-1) 模式

初步探討兩種蝕刻液的熱分解反應數據，

其後針對危害性較大的蝕刻液進行後續

的動力學評估，同時利用熱安全分析軟體 
(Thermal Safety Series, TSS) 來模擬蝕刻液

的動力學模式。在蝕刻液與酸催化的不相

容性部分，為模擬製程機台或管槽遭遇酸

性物質造成的潛在風險，我們藉由 DSC 
進行實驗，將 6N 硫酸、鹽酸、硝酸分別

添加於兩種蝕刻液中，探討不相容性反應

可能產生之熱危害。本研究藉由熱分析實

驗求得蝕刻液之熱力學數據，如放熱起始

溫度 (T0)、峰值溫度 (Tp) 以及放熱量 (Δ
Hd)，並估算蝕刻液放熱反應之動力學參

數與自放熱模式。

4.4. 動力學分析動力學分析

　　針對動力學分析，美國材料與測試學

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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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STM) E698-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kinetic parameters for thermally 
unstable materials using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and the Flynn/Wall/Ozawa 
method 建議透過 DSC 與數種動力學模式

來 估 算 物 質 活 化 能 的 方 法 [7]，其 中 
Kissinger 與 Ozawa 方法分別如方程式 (1) 

與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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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β 為  DSC  的加熱速率、TP 為
峰值溫度、A 為頻率因子、R 為理想氣體

常數、Ea 為物質活化能。

　　Thermal safety software (TTS) 動力學

分析可以評估反應物質的危害，該軟體可

將製程中各種物質的熱反應經驗及研究結

果應用於實際製程，可進行一系列的動力

學數據模擬及製程安全條件設定，進而提

供給專業人員必要的化學品危害資訊。製

程工程師與安全工程師能夠依據製程反應

的動力學進行製程設計、危害評估以及防

護措施的建立。將  DSC 擷取的原始數

據輸入 TSS 軟體中，並使用電腦模擬出

  n  階反應及各種化學反應，分析動力學數

據便可用於製程失控安全分析，本研究係

透過計算蝕刻液動力學參數可作為估算物

質的自放熱速率：

結果與討論

　　藉由 DSC1 進行動態昇溫掃描之熱分

析實驗，探討銅蝕刻液、氯酸鈉蝕刻液及

蝕刻液之酸催化的放熱反應，其實驗數據

結果如表　2　-　6　之測試數據，以及圖　1　-　8之

實驗熱譜圖。根據 DSC 於　4°C min-1
　升溫

速率之動態升溫實驗結果 (表　2　及圖　1　) 顯
示銅蝕刻液主要是在  60   °C   時開始熱分

解，進而呈現大量放熱的趨勢，且銅蝕刻

液之總放熱量可高達  533.05J  g-1，若遇現

場製程、大型儲槽周圍有製程偏離或火災

等異常事件，將引發後續的連鎖反應。氯

酸鈉蝕刻液的放熱量相較於銅蝕刻液較

低，其主要是在    190   °C    時開始熱分解，

且氯酸鈉蝕刻液之放熱值僅 62.80 J g-1，

危害程度明顯小於銅蝕刻液。依據聯合國

危 險 性 物 質 運 輸 規 範 (UN Orange book: 
Transportationof Dangerous Goods, TDGs) 
建議反應熱 (Heat of reaction/decomposition)
需大於 300 J g-1 時須考慮量測自加速分

解溫度 (Self-accelerating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SADT)[8]；美國化學工程師

學會化學製程安全中心 (Center for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CCPS) 之 一 般 標 準 危 害 辨

認之放熱量為 130 - 400 J g-1 以上可視為

熱不安定性物質 [9]。
　　根據前述之 4 °C min-1 動態升溫實驗

，其實驗結果顯示銅蝕刻液之熱危害程度

較大，由相關實驗數據結果顯示，銅蝕

刻液之放熱起始溫度為 60 °C ，放熱值為

533.05-588.41　J g-1。故可針對銅蝕刻液探

討其在 1, 2, 4, 8 °C min-1 不同升溫速率時

比較放熱波峰，以利後續的活化能計算與

動力學評估，其實驗數據結果如表3及圖

　2　所示。表　4　為銅蝕刻液運用　　Kissinger 
與  Ozawa 方法計算後所得相關參數，並

運用所得參數進行迴歸，如圖　3　及圖　4　分

別列出 Kissinger 與 Ozawa 方法計算動力

學參數，其主要透過熱分析實驗數據繪製

線性圖形。不同動力學方法所求得之活

化能不同，經  Ozawa  方法求得  Ea 約為

79 kJ  mol-1，由  Kissinger  方法求得  Ea  約

(1)

(2)

dT
dt
= ∆H

cp

dx
dt
= ∆H

cp
[− ] (1 − )A (3)

　　其中，dT   dt-1 為升溫速率、cp 為比

熱、  ∆H 為熱焓、A 為速率常數、x 為轉

化率與反應階數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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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品介紹

2. 實驗設備

3. 實驗方法

4. 動力學分析

為 76 kJ mol-1。

　　本研究使用熱安全分析軟體 (Thermal 
Safety Series, TSS) 模擬出 n 階反應以及化

學反應機制，分析動力學數據便可用於製

程失控安全分析 [10]。表 5 為銅蝕刻液

利用 TSS 軟體分析之動力學參數，圖 5
及 圖 6 為 TSS 軟 體 進 行 製 程 反 應 模 擬

之 後 與 DSC 實 際 反 應 之 數 據 比 較 圖。

模擬曲線 (Stimulation Curve) 與實驗曲

線 (Experiment Curve) 越相近，其計算

出之動力學數據越準確。n 代表化學反應

之級數，可以得知反應物濃度對反應速率

之影響程度，銅蝕刻液經 TSS 軟體計算

為 Ea= 86  kJ mol-1。本研究另外探討銅蝕

刻液、氯酸鈉蝕刻液在遭遇酸性物質時可

能產生之潛在危害，其實驗數據結果如表

6 及圖 7- 8。根據表 6 及圖 7 顯示，銅蝕

刻液在硫酸、鹽酸、硝酸等三種誤入料的

狀況下，於硝酸誤入於製程機台、管線中

所產生的危害性較大，每公克的原液硝酸

混合液在  79 °C  時開始熱分解，可產生

446.25 J g-1。而根據表 6 及圖 8 顯示，氯

酸鈉蝕刻液在硫酸、鹽酸誤入製程機台與

管線時可產生較高之製程危害風險，每公

克的原液硫酸混合液在  141 ° C  時開始熱

分解，可產生 1428.26 J g-1；每公克的原

液鹽酸混合液在 149 ° C 時開始熱分解，

可產生 1362.15 J g-1，故應排除硫酸、鹽

酸、硝酸等酸性物質誤入蝕刻製程機台、

管線的可能性，以避免酸催化反應產生的

製程危害。

Sample β 
(°C min–1) 

Mass 
(mg) 

T0 
(°C) 

ΔHd 
(J g–1) 

Tp 
(°C) 

Peak Value 
(W g–1) 

Cu-etchant 4.0 3.8 60.09 533.05 118.88 0.51 

NaClO3- etchant 4.0 4.3 190.12 62.80 232.15 0.08 

β Tp 1000 Tp
–1 ln (β TP

–2) log (β) 
(oC min–1) (oC) (1000 K–1) (Kissinger Method)  (Ozawa Method) 

1.0 96.92 2.70 -11.82 0.00 

2.0 108.22 2.62 -10.50 0.60 

4.0 118.88 2.55 -9.86 0.90 

8.0 130.29 2.47 -9.69 1.00 

表 2  由 DSC 分析昇溫速率  4 °C min–1  下銅蝕刻液與氯酸鈉蝕刻液之熱分析參數

表 3  由  DSC  分析不同昇溫速率下銅蝕刻液之熱分析參數

表 4  銅蝕刻液之 Kissinger 與 Ozawa 相關參數

Sample 

Cu-etchant 

1.0 3.4 59.93 588.41 96.92 0.13 

2.0 3.8 60.31 533.22 108.22 0.27 

4.0 3.8 60.09 533.05 118.88 0.51 

8.0 3.5 59.94 548.65 130.29 0.97 

β 
(°C min–1) 

Mass 
(mg) 

T0 
(°C) 

ΔHd 
(J g–1) 

Tp 
(°C) 

Peak Value 
(W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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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0 

(oC) 
ΔHd 

(kJ kg–1) 
lnA 

(s-1)  
Ea 

(kJ mol-1) 
n 

TSS 60.09 279.23 20.96  86.44 1.00 
Kissinger 60.09 279.23 6.392*109 76.91 -- 

Ozawa 60.09 279.23 7.462*1013 79.05 -- 

表 5  經由三種動力學方法計算銅蝕刻液之動力學參數

表 6  昇溫速率  4 °C min–1  下兩種蝕刻液與三種酸性物質之不相容性測試

圖 1  由 DSC 分析昇溫速率  4° C min–1  下

銅蝕刻液、氯酸鈉蝕刻液之圖譜

圖 2  由 DSC 分析不同昇溫速率下銅蝕刻

液之圖譜

圖 3  Ozawa 動力學模式計算銅蝕刻液之

動力學參數（Ea  與 A)
 圖 4  Kissinger 動力學模式計算銅蝕刻液

之動力學參數（Ea  與 A)

Sample Mass
(mg)  

T0 ΔHd 

(J g–1) 
Tp Peak value 

(W g–1) 

Cu-etchant +H2SO4 3.0 72.55 304.60 127.82 0.72 
Cu-etchant +HCl 3.0 74.69 333.53 143.32 0.47 

Cu-etchant +HNO3 3.2 79.17 446.25 117.54 0.35 

NaClO3-etchant + H2SO4 4.8 141.80 1428.26 171.87 6.06 
NaClO3-etchant + HCl 3.7 149.66 1362.15 228.83 1.45 

NaClO3-etchant + HNO3 3.6 151.52 216.32 160.01 0.28 

(oC)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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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藉由 DSC 進行動態昇溫之熱分析實

驗，在 4° C min–1 之昇溫速率發現銅蝕刻

液相較於氯酸鈉蝕刻液有較低的放熱起

始 溫 度 以 及 較 高 的 放 熱 焓 值，銅 蝕 刻

液主要是在 60 ° C   開始熱分解，可產生

533.05-588.41 J g-1，其成分含有過氧化氫

乃是其具熱危害之原因。經由 Kissinger 
與 Ozawa 動力學方法計算銅蝕刻液之活

化能分別為 76 kJ mol-1 與 79 kJ mol-1，然

而銅蝕刻液經 TSS 軟體計算活化能為 86 
kJ mol-1。此外，針對銅蝕刻液在硫酸、

鹽酸、硝酸等三種誤入料狀況下，於硝酸

誤入製程機台、管線中所產生的危害性較

大；而針對氯酸鈉蝕刻液則是在硫酸、鹽

酸誤入製程機台與管線時可產生較高的製

程危害風險。

　　依據本研究之結果，建議科技廠應對

蝕刻製程之溫度偵測與控制、物質濃度不

相容性及溶液蝕刻處理時間等等建立製程

操作參數設定，如透過溫度監測系統預防

製程溫度過高、藉由控制進料流率以穩定

蝕刻製程的反應速率、廠務入料時多重確

認以防止誤入料 ( 作業檢點、填充標示、

不同化學品使用不同接頭規格、條碼感

應、人員確認 ) 等，若再加以良好的製程

安全管理與緊急應變措施，將可確保製程

處於本質較安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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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Hazard Evaluation on the Nature
and Incompatibility of Industrial Etching Solution

Zih-Syuan Lin　Yih-Wen Wang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in the screen size, and the demand for high-definition image quality and 
high resolution for optoelectronic industry, various chemicals or physical processe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improving. The etching process is performed for a film deposit before 
the lithography process, and cleans the area without the photoresist by using chemical or 
physical reaction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dry etching and wet etching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nner of operation. Wet etching belonging to the reaction between liquid 
and solid phases is a chemical process using an etching solution for removing the substrates 
without covered by the photoresist region and the corrosive residuals from the solution after 
the etching reaction is completed.
　　TFT-LCD industry has a safety concern of the reactive materials due to the process 
demands for many hazardous chemicals, which may cause harmful, fire or explosion incidents 
in case of wrong operation. The facility supply systems in the factory are using various 
reactive chemicals that should establish saf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oreover, chemical 
supply operation systems need to be carefully planned in order to prevent possible failures 
from tanks or pipelines, and improper handling or mixing of hazardous materials. This study 
tested two etching solution (H2O2/acids and NaClO3)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electronics 
factory for wafer cleaning or thin-film etching. However, the acidic and oxidants substances, 
may be encountered thermal hazard. Thermal dynamic scanning of DSC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was used to analyze exotherm and incompatibility of two etching 
solution and reacting with themselves and H2SO4, HCl and HNO3. The calorimetric data, such 
as exothermic temperature (T0), the peak temperature during exotherm (Tp), heat of reaction 
(ΔHd), were evaluated the reaction kinetics and self-heating model.

Keywords: Etching solution,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Thermal analysis,  
                    Ractio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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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摘要

　　職業性皮膚疾病是重要的職業病，一般情況下不會致命或導致失能，但是盛行率

高，而且大多能預防與控制。分析國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醫院所通報的職業

性皮膚疾病個案，以探討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流行情況，並討論我國職業疾病通報

系統面臨的挑戰。依據 2006 年至 2013 年的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分析並探討其

人口學特徵與其他變項的分布情形。 2006 年至 2013 年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個案數

逐年增加，通報系統的電子化提升了通報率。罹病勞工的職業前三名分別為餐飲

22.1%，機械維修與洗床機械、五金加工 10.7%，以及美髮美體推拿 8.6%。現有通報

系統收集的資料有限，通報來源分布不均，對於高危險因子與勞工族群的辨識、疾病

的預防與控制策略的擬定等用途幫助有限。建議重新審視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系統的

通報內容，修訂通報資料欄位，並提升通報誘因，才能獲得更有用的通報資料。

關鍵字：關鍵字：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系統、危險因子

1. 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
民國107年7月13日投稿，民國107年8月13日修改，民國108年6月26日接受。 
通訊作者：郭浩然，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傷病防治中心，70403台南市北區勝利

路138號， 電子郵件信箱：hrguo@mail.ncku.edu.tw。

2. 資料分析方法

2. 個案人口學特徵

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4. 個案職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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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所有職業疾病中，皮膚疾病是除

了外傷和重複性傷害外最常見的問題。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99 年資料顯示，職業性皮膚

疾病占所有職業性疾病約 10-15%，1997
年的發生率為 67/100,000，到 2014 年的

發生率為 26/100,000。而 1997 年的資料

顯示其中約有 14.3% 的勞工因職業性皮膚

疾病而無法工作，大多數的請假天數為 3
至 5 天，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為 2.2至 10
億美金，當中包含醫療支出和勞工補償費

用 [1,2]。以德國來說，2010 年共 71,263
件職業病案例中，就有 23,596 件屬職業

性皮膚疾病（佔 33.1%）[3]。在歐洲，每

年每一千個工人中，就有一人會罹患職業

性皮膚疾病，導致生產力降低、醫療支出

增加 [4]。
　　在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定義是指

工作環境或因素導致的皮膚病變，常見的

症狀為皮膚的紅、腫、熱、痛、癢與潰爛

等。皮膚病變一開始因症狀不明顯而容易

被忽略，慢性的皮膚病變通常不易根治並

可能降低生活品質、造成他人觀感不佳、

影響個人工作表現和使人感到自卑等。然

而國內職業性皮膚疾病個案多依照醫師問

診及臨床皮膚癥狀判斷，較少運用客觀公

正之診斷工具。一般情況下職業性皮膚疾

病不會致命或導致失能，但是盛行率高，

而且大多能預防與控制。因此，運作良好

的疾病通報系統能夠了解疾病發生的趨

勢，進而有助於疾病的預防與控制。

　　我國的職業傷病通報規定源於前《勞

工安全衛生法》( 現為《職業安全衛生

法》)，但僅限於較為重大的職災，例如

原有「發生死亡災害者」、「發生災害之罹

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的規定。然而職業

性皮膚疾病大多不會致命或導致失能，

因此很少有雇主通報。前行政院檢疫總

所 ( 後併入疾病管制署 ) 為收集本土職

業傷病資料，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

統」，以計畫補助專業學會採定點醫師方

式通報。歷經 12 年後，前衛生署 ( 現為

衛生福利部 ) 於民國 96 年停止補助。而

在此之前，勞工保險局於民國 92 年 9 月

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執行「建構台灣中南

部地區職業傷病醫療服務網絡試辦計

畫」，一年後 ( 民國 93 年 9 月 ) 開始執

行「建構台灣職業傷病醫療服務網絡計

畫」，執行三期以後於民國96年4月停止，

並於民國 96 年 5 月循著建構好的網絡以

經費補助在國內數家醫學中心成立「職

業傷病診治中心」，而各中心則有其網絡

醫 院。於 是，「職 業 傷 病 通 報 系

統」改由勞工保險局以計畫補助執行，

而通報來源改以國內各職業傷病診治中

心及其網絡醫院為主。民國97年7月起，

經費改由勞工委員會 ( 現為勞動部 ) 補

助。民國 99 年 1 月起，「職業傷病診治

中心」改名為「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以

強調其預防職業傷病功能，但通報系統

仍持續經營，希望能夠有系統的蒐集職

業相關疾病資料，掌握本土性職業病之

流行病學狀況，以提供勞工及衛生主管

機關作為推動與評估職業衛生工作的參

考。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國內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醫院所通報的職業

性皮膚疾病個案，以探討我國職業性皮

膚疾病的流行情況，並藉以討論我國職

業疾病通報系統面臨的挑戰。

研究方法

1.1. 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

　　本研究向我國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

2. 資料分析方法

2. 個案人口學特徵

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4. 個案職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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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

管理服務中心取得 2006 年至 2013 年的

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

　　職業性皮膚疾病的通報定義是依據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職業性皮膚疾

病診斷認定基準： (一 )主要基準：(1) 皮
膚病變是工作之後，才發生或惡化。(2)
皮膚病變的位置與工作環境之暴露有關。

(3) 工作上接觸物質是皮膚過敏性物質或

刺激性物質，或其他會致職業性皮膚病

之物質。(4) 若疑為過敏性接觸皮膚炎，

則需貼膚試驗以確認可疑的過敏性致因

物質。(二 )輔助基準：(1) 追蹤觀察休假

或調換工作時病況有所改善。(2) 其他常

見皮膚病已被合理的排除。

2.2.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除了通報個案總數之外，我們分別

就性別、年齡、通報單位 ( 防治中心，

網絡醫院 )、工作場所所在縣市、個案

致病因子 ( 屬性：化學性，生物性，物

理性，人因工程，其他。細項：有機溶

劑，醫療環境，重金屬中毒，溫度，氣

體、蒸氣危害，嚴重外傷，其他與環境

或職業相關之暴露，其他 )、職業標準

分類、行業別、從事該項工作年數、目

前職業狀況 ( 工作狀況，選擇職務 )、是

否曾停止工作、有無使用職業 ( 傷 ) 病

門診單等予以分別統計。

　　本研究所有統計都以 SPSS18.0 進

行，個人資料在統計前皆已刪除。

研究結果

1. 歷年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個案數

　　由 2006 年至 2013 年職業性皮膚疾

病通報的個案數有逐年增加的情形，由

1 位增加到 244 位。在 2009 年開始通報

系統正式改為電腦網路通報後，個案數

從 2008 年的 41 位大幅增加到 2009 年的

105 位 ( 圖 1)。

　　大多數的職業病皮膚疾病個案是由

網絡醫院通報單位，在 869 位當中占了

671 位 (77.2%)。
2. 個案人口學特徵2. 個案人口學特徵

　　在的通報個案中，男性較女性多，

占 57.3%。就年齡分布來看，大多數集

中在 31 至 40 歲之間，占總數的 33.1%。

( 表 1) 

圖 1　2006 年至 2013 年職業性皮膚疾病

　　　通報個案數

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男性

女性

498
371

57.3 
42.7

性別

年齡(歲) ≤ 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 60

20
124
128
160
128
83
68
68
50
38

2.3 
14.3 
14.7 
18.4 
14.7 
9.6 
7.8 
7.8 
5.8 
4.3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工作場所

所在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宜蘭縣

基隆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市

南投縣

23
45
7
3
37
3
1
19
3

2.7 
5.2 
0.8 
0.4 
4.3 
0.4 
0.1 
2.2 
0.4 

表 1　通報個案基本資料分析

4. 個案職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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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資料

2. 資料分析方法

2. 個案人口學特徵 　　個案工作場所所在的縣市以高

雄縣市最多，有 514 位，占總數高達

59.2%。然而，人口眾多的臺北市與新

北市僅各佔 2.7% 與 5.2%。

3.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大部分職業性皮膚疾病的致病因子

為化學性，有 787 位，佔 90.6%。( 表 2)
然而再做細分時，絕大多數屬「其他與

環境或職業相關之暴露」，高達 76.7%。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臺南縣市

高雄縣市

屏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無固定工作場所

9
10
45
74
514
4
9
1
10

1.0 
1.2 
5.2 
8.5 
59.2 
0.5 
1.0 
0.1 
1.2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工作場所

所在縣市

表 1　通報個案基本資料分析（續）

重金屬中毒-鉻

溫度-高溫

嚴重外傷

其他

2
1
1
17

0.2
0.1
0.1
1.9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化學性

生物性

物理性

人因工程

其他

其他與環境或

職業相關之暴

露

有機溶劑

醫療環境-血液

體液暴觸

重金屬中毒-其

他重金屬及其

他合物

氣體、蒸氣危害

重金屬中毒-鉛

787
15
5
1
18

90.6
1.7
0.6
0.1
2.0

687

61
15

6

4
2

76.7

6.8
1.7

0.7

0.5
0.2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個案致病

因子

個案致病

因子細項

個案致病

因子細項

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技術工及有關

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

及售貨員

非技術工及體

力工

機械設備操作

工及組裝工

專業人員

農、林、漁、

牧工作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現役軍人

民意代表、行

政主管、企業

主管及經理人

員

其他

188

158

131

57

49

39
17

6
2
1

203

21.6

18.2

15.1

6.6

5.6

4.5
2.0

0.7
0.2
0.1

23.4

職業標準

分類

表 2   通報個案職業與暴露資料分析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營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

農、林、漁、

牧業

批發及零售業

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

228
204
168
45
37

42

27

20

19

17
11

26.2
23.5
19.3
5.2
4.3

4.8

3.1

2.3

2.2

2.0
1.3

行業別

表 2   通報個案職業與暴露資料分析（續）

4. 個案職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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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分析方法

2. 個案人口學特徵

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以職業標準分類而言，「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

員」、以及「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三大類勞工所占比率最多，分別為

21.6%、18.2% 與 15.1%，其餘皆在 10%
以下，但仍有 23.4% 屬「其他」。在行

業別方面，則以「製造業」、「其他服

務 業」、以 及「住 宿 及 餐 飲 業」三 大

類 勞 工 所 占 比 率 為 最 多，分 別 占

26.2%、23.5%、與 19.3%，其餘大多占

5% 以下。

　　在從事該工作年數方面，大多數的

罹病勞工僅從事該工作 1 年以內，占

24.9%，而 3 年以內者合計占了一半左

右。

支援服務業

運輸及倉儲業

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

教育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社會

安全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0
9
5

4
3

2

1.2
1.0
0.6

0.5
0.4

0.2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行業別

1年內
2年
3年
4年
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1~35年
36年以上

216
137
76
44
39
123
64
44
26
25
9
13

24.9
15.8
8.7
5.1
4.5
14.2
7.4
5.1
3.0
2.9
1.0
1.5

表 2   通報個案職業與暴露資料分析（續） 4. 個案職業狀況個案職業狀況

　　通報系統的資料顯示，回覆工作狀況

的 812 位個案中有 83.7% 的罹患職業性

皮膚疾病的勞工都仍繼續工作沒有休息；

即使有職業性皮膚疾病，77.0% 的勞工仍

然從事原有的工作，並未重新配工。( 表

3) 而回覆過往停工狀況的 816 位個案中

有高達 89.0% 的個案表示曾停止工作。

從事該項

工作年數

表 3   通報個案職業狀況

有工作未休息

有工作，斷續

休息

無工作，治療

中

無工作，勞資

問題

無工作，離職

無工作，資遣

無工作其他(退

休，畢業，職訓

中)

不確定

727
50

15

6

4
1
6

3

83.7
5.8

1.7

0.7

0.7
0.1
0.7

0.4

項目 類別 百分比(%)人數(N=869)

目前職業

狀況-工作

狀況

原公司原職

原公司異職

異公司原職

異公司異職

是

否

有，工會提供

有，公司提供

有，勞保局提供

有，醫師開立

無

669
9
10
1

77.0
1.0
1.2
0.1

43
773

5.0
89.0

6
32
4
160
667

0.7
3.7
0.5
18.4
76.8

目前職業

狀況-選擇
職務

是否曾停

止工作

有無使用

職業(傷)
病門診單

　　就診時只有少數的患者 (23.3%) 在

就診時已經領有職業傷病的門診單，其

中絕大部分 (79.2%) 是由醫師開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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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人口學特徵

3. 個案工作相關特徵

4. 個案職業狀況
討論

　　2006 年至 2013 年的職業性皮膚疾

病通報系統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職業

性皮膚疾病通報的個案數有逐年增加的

情形，尤其在 2009 年開始通報系統正式

改為網路通報後（曾有一段時間為紙本

與網路並行），個案數從 2008 年的 41 位

大幅增加到 2009 年的 105 位，顯示通報

系統的電子化確實在通報個案上增加了

方便性，也直接使通報率提升。

　　然而，即使到了數目最高的 2013
年，職業性皮膚疾病通報的個案也不到

9.7%；若以我國人口的一半為工作人口

粗估，年發生率為 4/100,000。與歐美國

家相比，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個案數

相對低很多，這並不一定表示我國勞工

職業性皮膚疾病的發生率遠較歐美國家

低，而很可能是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個

案的被通報比例相對低很多。以實務經

驗的觀點來看，皮膚病的診斷所需的時

間較一般疾病短，因此通報所需的時間

相對於診斷所需的時間要長，醫師的通

報誘因較相對較低。再加上職業性皮膚

疾病當中有不少是過敏性接觸皮膚炎，

依據現行診斷認定基準，需貼膚試驗以

確認可疑的過敏性致因物質，而全民健

保對貼膚試驗的給付相對很低，患者還

需要回診兩次，絕大部分醫師都不會為

了診斷而進行貼膚試驗，因此也很難認

定個案是否為職業所引起，也就不通報

了。即使勉強通報，也往往因為沒有進

行貼膚試驗，無法找出確切的致因物

質，所以被通報的個案在致病因子方面

絕大多數屬「其他與環境或職業相關之

暴露」(76.7%)，與這項因素應該有很大

的關聯。

　　通報系統個案之行業與職業的分類

乃是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的 19 類

分類大項及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的 10
類，無法從此大分類中了解罹病勞工的

工作屬性。例如 : 以職業標準分類而

言，罹患職業性皮膚疾病的職業以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以及技術工及有關工

作人員兩大類勞工所占比率最多分別為

21.6% 與 18.2%；若以行業別則製造業

占 26.2 為最多 %，其他服務業占 23.5%
為第二。從上述的結果，並無法得知個

案實際從事的工作內容與工作中實際可

能暴露的物質。因此，我們進一步將通

報者提供的相關資料線索，重新分析罹

病勞工的職業內容，發現罹患職業性皮

膚疾病患者的前三名分別為餐飲業

22.1%，機械維修與洗床機械、五金加

工 10.7%，以及美髮美體推拿 8.6%。從

職業衛生的角度而言，了解並監控各特

定職業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盛行率與相

對危險性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從通報系

統中的行業與職業資料，只能獲得最粗

淺的職業大項分類，無法直接從中獲

得更精確的高風險職業內容，十分可

惜，應對此職業與行業欄位進行修正與

檢討。

　　對於許多疾病的診斷與治療上十分

重要的資料，例如工作中接觸的物質、

發病部位、造成刺激或過敏的暴露物質

等的描述、工作中清洗雙手的頻率、有

無使用防護乳膏以及防護用具等，於通

報系統中皆無特定的欄位。雖然有「職

業暴露證據」或「本次傷病相關之工作

性質描述」的欄位，但是對於繁忙而高

收入的皮膚科專科醫師職而言，目前通

報制度的誘因不足；另一方面各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及網絡醫院則有通報績效的

壓力，權衡之下，醫師就只好採用策略

性的通報，對於疾病相關的描述只求有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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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達到希望能夠有系統的蒐

集職業相關疾病資料、掌握本土性職業

病之流行病學狀況的建置目的，除非是

有強制通報的規定，否則需要加強通報

的誘因，以提升內容與品質。

　　通報的資料顯示，罹患職業性皮膚

疾病的勞工約四之一從事該工作在 1 年

以內，而 3 年以內者合計占了一半左

右。一般情況下，職業性皮膚疾病不會

致命，所以雖然高達 89.0% 的個案表示

曾停止工作，77.0% 的勞工罹病後仍然

從事原有的工作並未配工。所以絕大

多數的患者都是忍著病症工作，而不見

得能真正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這應該

也是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通報相對較

低的原因之一，同時影響到患者接受貼

膚試驗的意願。除了加強宣導之外，還

需要減少就醫障礙、加強促進工作環境

改善的配套措施，才能有效的從根本解

決職業性皮膚疾病的問題。

　　通報的資料也顯示，即使患者排除

萬難就醫，就診時已經領有職業傷病門

診單的患者不到四分之一，其中近八成

是由醫師開立的。

　　綜上所述，要提高通報成效，以提

升通報系統的功能，建議（一）提高通

報獎勵，使醫師的心力付出得到合理的

補償；尤其要注意的是皮膚科醫師往

往是患者接觸的唯一醫師，而皮膚科醫

師的高所得是已開發國家的普遍現象。

（二）簡化通報表單與程序，方便醫師進

行通報。（三）提高貼膚試驗的給付，

提升醫師進行貼膚試驗的意願，不但能

提升職業性皮膚的診斷率，也能使患者

認清致病原因，做出適當的處置，治標

也治本。

結論

　　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的通報個案數

逐年加，尤其通報系統電子化方便了通

報流程，但參考先進國家的數據，顯然

仍有很多個案未被通報。如何提升通報

率，是通報系統面臨的重要挑戰。分析

通報的內容顯示，最常見的是接觸性皮

膚炎，針對相關職業暴露資料的收集有

助於疾病的防治。然而現有的通報系統

資料中沒有直接相對應某些重要資料的

欄位選項，對通報個案之行業與職業的

描述分類過於粗略，因此，改善系統以

方便通報與資料收集，卻又不致讓系統

過於龐雜，是另一項的重要挑戰。

　　至於通報資料顯示，罹患職業性皮

膚疾病的勞工約四之一從事該工作

在 1 年以內、而高達近九成的個案表示

曾停止工作、近八成的勞工罹病後仍然

從事原有的工作忍著病症賺錢；這不是

單靠通報就能解決的問題。通報的個案

就診時僅有少數已經領有職業傷病門診

單，其中近八成是由醫師開立，可見醫

師在協助患者取得應有福利上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如何提升醫師的診斷與通報，

是現今提升我國職業性皮膚疾病患者福

祉最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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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are important occupational diseases. The 
diseases are not often fatal nor often lead to disability, but the prevalence rates are high. 
However, the diseases are preventable and controllable most of the time. Objectives:  To 
describe the epidemiology of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in Taiwa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Taiwan's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disease notification system and discuss challenges that the 
system is facing. Methods: We obtained the data on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from Taiwan's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disease notification system between 2006 and 2013 and study the 
distribution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variables of the cases. Results: The 
reported cases of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from 2006 to 
2013. The use of the electronic reporting system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reporting rate. 
Occupations with the highest rates of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are catering (22.1%), 
mechanical maintenance, milling machines, and metal processing (10.7%), and hairdressers 
and cosmetologists (8.6%). Conclusion: The data reported through the system are sufficient, 
and the sources of reporting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Consequently their use is limit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and high risk occupations, development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etc.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useful reporting data, we suggest reviewing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modifying revise the reporting form, and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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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是我國重要的作業場所化學物質危害防制法令。此法令原

本是參考日本法令所制定。根據回溯探討，可以發現規則中有關有機溶劑分類、容許

消費量與通風換氣要求等量化規定早期係依據飽和蒸氣壓模式、無通風模式與暴露空

間模式等量化暴露評估模式所建立。上述模式目前均為美國工業衛生協會所接受的初

步暴露評估方法。

　　無論採用何種模式，都需要事先訂定各種化學物質的容許濃度或暴露上限。根據

飽和蒸氣壓模式，有機溶劑飽和蒸氣壓對濃度上限的比值可用以初步決定所需採用的

控制設施。而在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需要使用密閉或局部排氣裝置的第一種有

機溶劑，上述比值大略在 1,000 以上。無通風模式則是推估以室內既有空氣量稀釋有

機溶劑消費量所可達到的濃度，進而可用以決定有機溶劑容許消費量。暴露空間模式

則是推估在穩定有機溶劑釋放率與通風換氣率所能達到穩定濃度，也可用以推估在給

定有機溶劑消費率下將空氣中有機溶劑濃度維持於容許值所需的通風換氣率。有機溶

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第一、二種有機溶劑的容許消費量與通風換氣能力需求均接近依

各種有機溶劑計算所得的中位數。

　　面對更多形式的化學暴露，我國目前已制定涵蓋範圍更廣的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辦法，此法令也接受將量化模式做為職業場所暴露評估方法。本研究對有機

溶劑中毒預防規則與量化暴露評估模式的比對與回溯，將有助於事業單位在新法令規

範下依相同評估程序，自行建立對各種化學物質的規範與控制措施。

關鍵字：關鍵字：有機溶劑、暴露評估模式、飽和蒸氣壓、濃度

民國107年10月2日投稿，民國107年11月6日修改，民國107年11月20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友剛，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電子郵

件信箱：ykchen@mail.cjcu.edu.tw。



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102

Research Articles

前言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是我國重

要化學品管理法令 [1]。此法規早年係針

對工廠有機溶劑對工作人員危害，參考日

本同名「有機溶剤中毒予防規則」所制定

[2,3]。其中規範 53 種工業界常用有機溶

劑及其混存物於特定有機溶劑作業的設施

與管理。基本上，此類有機溶劑在使用期

間會溢散於空氣中，對工作人員健康造成

危害。

　　在「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對

所規範有機溶劑所使用的通風裝置均有所

規定，包括：

1. 各種有機溶劑所使用的通風裝置。

2. 各種有機溶劑的容許消費量：當有機

溶劑每日或每小時消費量未超過容許

消費量，可以免除設施與管理。這是

針對極微量使用的狀況。

3. 各種有機溶劑所需的通風換氣能力要

求。

　　然而工業界所使用化學品並非侷限於

法令所規定者，且隨時都會有新的化學品

出現，並非政府法令所列舉者所能涵蓋，

因此業界有必要對其危害與控制設施予以

自行評估。

　　早年日本相關法令並未如歐美直接明

示容許濃度，因此所制定之法令係根據簡

單定量推估模式，制定能使作業場所化學

品暴露能達到內定容許濃度（日本稱許容

濃度）的設施規格。而容許濃度則相當於

對設施性能的規範，此方面我國已制定勞

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4]。
　　上述三種規定所採用的定量推估模

式 分 別 為：飽 和 蒸 氣 壓 模 式（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model）、無通風模式（zero 
ventilation model）與暴露空間模式（box 
model，或 稱 均 勻 混 合 模 式，well-mixed 
model）[5-8]。

　　根據我國「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辦法」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技術指引」，雇主必要時可使用

半定量、定量評估模式或工具實施化學

品評估 [9,10]。因此若能對有機溶劑中

毒預防規則進行回溯探討，將有助於業

界依據相同評估程序，對法令法令未具

體規範控制與管理措施之化學品自行建

立適當管理辦法，採取有效控制設施。

通風裝置要求
與飽和蒸氣壓模式

　　根據「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除

非是溶劑呈散佈形式或者是在貯槽等侷

限空間內（包括通風是否不充分作業場

所相關細部考量），基本上第一種有機溶

劑（7 種及其混合物或混存物）必須使

用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第二種有

機溶劑（39 種及其混合物或混存物）必

須使用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上述分類的考量基準即飽和

蒸氣壓模式。各化學品的飽和蒸氣濃度

可自物質安全資料表所列出飽和蒸氣壓

推得 [11]。

環環境與通風條件 暴暴露濃度推估 

侷限空間或 

無通風 

飽和蒸氣濃度 × 1/10 

通風不良 飽和蒸氣濃度 × 1/100 

整體換氣 

（ACH = 6） 

飽和蒸氣濃度 × 1/1000 

局部排氣 飽和蒸氣濃度 × 1/10000 

密閉作業 飽和蒸氣濃度 × 1/100000 

表 1 飽和蒸氣壓模式在各種環境條件

　　　下暴露濃度與飽和蒸氣濃度的關

　　　係 [5,7]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的暴露評估模式應用

103

　　圖 1 所示為我國「有機溶劑中毒預

防規則」所規範有機溶劑飽和蒸氣壓與

容 許 濃 度 的 關 係。其 中 飽 和 蒸 氣 壓 依

所取得物質安全資料表來源不同，環境

溫度為 20℃ 或 25℃，容許濃度則依據

我國的「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4]。圖中顯示，必須使用密閉設備或局

部排氣裝置的第一種有機溶劑飽和蒸氣

濃度對容許濃度的比值大約都在 1,000 以
上；而 可 以 使 用 整 體 換 氣 裝 置 的 第 二

種有機溶劑則大多在 10 至 1,000 之間。

與 表 1 比 較，可 以 得 到 一 致 的 結 果。

以 1,2,－二氯乙烯為例，其容許濃度為 
200 ppm，飽和蒸氣壓濃度 240,000 ppm

（180 mmHg），因此飽和蒸氣濃度 / 容許

濃度 = 240,000/200 = 1,200，若使用整體

換氣裝置，推估暴露為 240,000/1,000 = 
240 ppm，高於容許濃度，若使用局部排

氣裝置，則為 240,000/10,000 = 24 ppm，

低於容許濃度。因此 1,2,－二氯乙烯必須

使用局部排氣裝置，也就是被分類為第

一種有機溶劑。因此，第一種有機溶劑

實為：必須使用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

置的有機溶劑；而第二種有機溶劑實為：

必須使用防護效果高於整體換氣裝置的

有機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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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種有機溶劑飽和蒸氣濃度與容許

　　　濃度的關係

　　此外，根據表 1，局部排氣與整體換

氣的暴露濃度推估相較，局部排氣裝置

應該要至少達到 90% 的捕集效果才是合

格的局部排氣裝置。

　　表 1 本身其實是一個被普遍採用的經

驗模式，用於只知道所使用化學品為何，

其他條件（如釋放率）不明時，其來源並

不 明 確。根 據 英 國 學 者 Pitt（2006）的

文 獻 回 顧，將 飽 和 蒸 氣 濃 度 對 容 許 濃

度比值做為蒸氣危害指標（Vapor hazard 
index）是他在 1982 年引入英文文獻，

而後才出現在美國 Popendorf 的文獻中，

不 過 他 也 承 認 那 時 此 概 念 已 出 現 在

法、德文獻中 [12-14]。也有美國的部落

格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o 
Chemicals 於 2015 年 則 提 到 這 10 倍 律

（rule-of-ten）早已使用 35 年，也就是在 
1980 年之前就被採用 [15]。據推斷表 1 
應早為實務上使用，但各因其理論基礎

較薄弱，因此遲未出現於學術文獻中。

顯然於 1960 年（昭和 34 年）制定的日

本有機溶剤中毒予防規則已採用此概念。

而我國的「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是

於 1974 年由內政部制定。

　　儘 管 缺 乏 理 論 基 礎，但 因 容 易 使

用，且與經驗相符，此模式已被收納為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AIHA）的 第 一 階

段（tier-one）可接受暴露評估方法之一

[5,6]。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的第三

種有機溶劑是屬於礦物油脂混合物，其

對健康危害程度不若其他種類有機溶劑，

因此另列為通風要求較低的第三種有機

溶劑。

容許消費量與無通風模式

　　考慮極少量的有機溶劑使用，根據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5 條，若有

機溶劑消費量未超過容許消費量，得免

設所規定控制設施。各種類有機溶劑容

許消費量如表 2 所示。在對外界相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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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自然通風不充分的是內作業場所，消

費量是以每日計算；在對外界相對開放

的場所則是以每小時計算。此項規定係

根據無通風模式所制定。

表 2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有關容

            許消費量之規定 [1]

(1)

　　若給定化學品的容許濃度，則容許

消費量則是

　　因此表 2 中各種類有機溶劑所對的

係 數（1/15、2/5 與 3/2）相 當 於 有 機 溶

劑的以 g/m3 為單位的質量容許濃度。

　　在 所 有 第 一、二 與 三 種 有 機 溶

劑中，容許濃度的中位數（較不易受極

端 值 影 響）分 別 為 0.04（範 圍 0.007~
0.8）、0.30（範 圍 0.016~1.9）與 0.5（範

圍 0.4~0.9），其中前兩者接近表 2 中的

係數。在現行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中，並未涵蓋所有的第三種有機溶劑。

由於各化學品容許濃度常會因各種因素

逐年變動，再加上各國甚至各機構之間

所採取的標準也會有所差異。當年日本

係根據飽和蒸氣濃度與當時許容濃度對

有機溶劑進行分類。若以各有機溶劑飽

和蒸氣濃度對我國現行工作業場所容許

暴露標準區分，應該不會得到完全一致

的結果，但仍能呈現依無通風模式推估

所應有的趨勢。

　　基本上無通風模式所得的結果是作

業場所最大可能暴露，若此結果仍低於

容許濃度或事業單位所採用的職業暴露

上限（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OEL，

不得高於法定容許濃度），則無需使用工

程控制設施。此模式也被收納為美國工

業衛生協會的第一階段可接受暴露評估

方法之一 [5,6]。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5 條尚

考慮化學品於室內非均勻混合的狀態。

當室內有化學品釋放源時，靠近釋放源

處的品學品濃度會高於遠離釋放源處。

紊流擴散模式（turbulent eddy diffusion 
model）是推估這種趨勢的方法之一。根

據此模式，當化學品於靜止空氣中自一

點釋放時，會在釋放源周圍空間對稱形

成一如常態分佈的濃度分佈。這些空氣

中化學品到釋放源點距離平方 r2 的平均

為：
(2)

(3)

　　也就是常態分佈的變異數。根據常

態分佈的特性也就是有 68% 的化學品會

散佈於此範圍內的空氣中，也就是距中

　　無通風模式是指當室內作業場所無

新鮮空氣換氣，僅以室內有限的空氣對

化學品稀釋所能達到的暴露濃度。在這

種狀況下，若化學品在室內空間均勻混

合，或者是化學品在室內的平均濃度即

為：

有有機溶劑或其

混混存物之種類 
有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容許

消消費量（（mg）） 

第一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1/15 × 作業場所之氣積（m3） 

第二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2/5 × 作業場所之氣積（m3） 

第三種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 
3/2 × 作業場所之氣積（m3） 

(1) 氣積為不含超越地面 4 公尺以上高度之

空間。 
(2) 氣積超過 150 m3 者，概以 150 m3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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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以 1 小時（= 60 min）時間釋放並

散佈，則是：

(5)

　　因此當室內對外界空間相對封閉與

相對開放時，紊流擴散係數值分別為 
0.03 m2/min 與 0.27 m2/min。與各文獻據

現場量測所得（在 0.085 到 11.5 m3/min 

之間，大多在 1 m3/min 以下），上述數

值屬較低者，也就是低估化學品散佈

範圍，同時高估空氣中化學品濃度 [6, 
16-19]。
　　由於在工作場所，化學品發生源都

置於平面上，化學品於空氣中形成半

圓 球 體 分 佈。半 徑 4 m 的 半 圓 球 體 積

為 134 m3，接 近 表 2 所 示 氣 積 的 上 限 
150 m3 （或者是令擴散體積為 150 m3，

所對應的擴散距離則是 4.15 m）。當採

用低估的紊流擴散係數時，也會得到較

低的氣積上限與容許消費量。

　　前述以 68% 化學品擴散範圍不超過 
4 m 推估紊流擴散係數，可視為「大部分」

化學品的擴散距離不超過 4 m。若以「絕

大多數」，如 99% 化學品擴散範圍不超

過 4 m，將會推得更小的紊流擴散係數，

所得結果約略為上述結果的

                      倍。

通風換氣能力要求

與暴露空間模式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15 條
規定各種類有機溶劑的通風換氣能力如

表 3 所列。表中顯示對健康危害愈大的

有機溶劑，每消費單位質量（g），通風

換氣能力需求愈高。

表 3 飽和蒸氣壓模式在各種環境條件
　　　下暴露濃度與飽和蒸氣濃度的關

　　　係 [5,7]

消消費之有機溶劑

或或其混存物物種類 
換換氣能力（m3/min）） 

第一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率（g/h）× 0.3 

第二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率（g/h）× 0.04 

第三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率（g/h）× 0.01 

心一個標準差範圍內。上式中，r68%、

r95% 與 r99% 分別為包含 68%、95% 與 
99% 化學品的擴散範圍。

　　上 述 的 紊 流 擴 散 係 數（turbulent  
diffusional coefficient）DT 會隨室內空氣

擾動的狀況而異。當室內空氣擾動較大

時，此係數值隨之增加，在相同時間內

化學品散佈範圍愈大，但濃度值較低；

反之，若室內空氣較穩定時，此係數降

低，在相同時間內化學品散佈範圍愈小，

但濃度值較高。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考慮兩種

狀況：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

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容許消費量以一日

（8 小時 = 480 min）計；於室內作業場所 
( 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除所 ) ，容

許消費量以 1 小時 = 60 min 計。其中通

風是否不充分則取決於室內空間對外開

放的程度（定義於規則第 2 條第 6 ）。

　　倘若在 8 小時（= 480 min）內，有 
68% 的化學品散佈於距釋放源點 4 m 的
範圍內，根據上式可以反推得：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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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暴露空間模式，若新鮮空氣中

不含任何化學品，化學品於室內空間成

均勻分佈之穩態濃度或其平均穩態濃度

為

　　對有機溶劑作業而言，化學品釋放

率即有機溶劑消費率。若給定化學品或

有機溶劑容許濃度時，上式則成為

　　當各物理量單位一致，譬如通風換

氣率、有機溶劑消費率與容許濃度的單

位分別為 m3/min、mg/min 與 mg/m3 時，

可以根據上式建立各物理數值（相當於

物理量 / 單位）之間的關係：

　　若 依「有 機 溶 劑 中 毒 預 防 規 則」

所使用的單位，通風換氣率需求、有機

溶 劑 消 費 率 與 容 許 濃 度 的 單 位 分 別

為 m3/min、g/h 與 mg/m3，

　　將上式與表 2 對照，表中各種類有

機溶劑所對應的係數（0.3、0.04 與 0.01）

實相當於上式中的 16.7 除上以 mg/m3 為
單位的容許濃度。

(8)

(9)

　　在 所 有 第 一、二 與 三 種 有 機 溶

劑中，以上數值的中位數（較不易受

極 端 值 影 響）分 別 為 0.42（範 圍 0.02~
2.4）、0.055（範圍 0.009~1.0）與 0.03（範

圍 0.02~ 0.04），與表 2 中的係數比較雖非

完全一致，但也相當接近。其差異如前所

述，是因為各國在不同時間所採用的容許

濃度值會不時變動修正。

　　此模式也被收納為美國工業衛生協

會的第一階段可接受暴露評估方法之一

[5,6]。

討論

　　根據前述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

則」與各種量化暴露評估模式對照的結

果，可以勾勒出事業單位對蒸氣化學品

暴露風險評估的通則：

1. 先對化學品設定一職業暴露標準，

此標準可為法定容許濃度或達到某

種管理標準的濃度（如根據危害性

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第一

級管理取 50% 容許濃度）。若無上

述資料則需要毒理學的理論推估。

此議題並非本研究所探討的範圍。

2. 根據化學品釋放量，利用無通風模

式初步判斷是否需要使控制設施。

3. 利用飽和蒸氣模式初步決定所採用

的控制設施型式。

4. 根據化學品釋放率，利用暴露空間

模式初步推估所需要的通風換氣能

力。

5. 若能確定其他參數，可利用二區間

暴露模式、紊流擴散模式等屬於第

二階段推估模式，得到更精確的推

估結果。這方面也非屬本研究議

題。

6. 持續根據環境測定或個人採樣結果

調整控制設施型式與通風換氣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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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國「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辦法」，定量模式推估也是可以接

受的暴露評估方式 [9]。若要完全取代現

行法令所規定的環境測定，仍需要更多

的現場驗證。為保障現場作業人員的健

康，一般都採用考慮最劣狀況的參數設

定（如前述決定氣積上限的紊流擴散係

數設定），若所得的推估結果仍低於容許

濃度或管理濃度，則可確認作業人員的

暴露符合要求。

　　本研究並未期望量化評估模式可以

取代現場環測。但是對於無法進行現場

環測、無適當分析方法之化學品、無指

定容許濃度化學品仍可提供相當的暴露

評估結果。若加上趨向保守的最劣狀況

參數設定，在未來擁有更豐富現場比對

結果，至少可以排除對輕微暴露狀況進

行現場環境測定的需求。

　　在日本方面，其有機溶剤中毒予防

規則也經過數次修改。其中第一種有機

溶劑除 1,2,－二氯乙烯與二硫化碳外，

全部改由「特定化学物質障害予防規

則」（相當我國「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

防標準」 ）管制，並稱為特別有機溶剤

[20-22]。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的有機

溶劑消費量其實未必等於有機溶劑的釋

放量，只有當有機溶劑在作業期間散佈

於空氣中者才算是釋放量。若有部分成

為產品成分的一部分，則不應計入釋放

量。有鑑於此，「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

則」第 15 條也指定部分作業可乘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指定值，也就是所消費有

機溶劑中會散佈於空氣中的比率。針對

此議題，日本則有「有機溶剤等の量に

乗ずべき数值を定ある告示」[3, 23]。
倘若無此方面的參數可使用，將消費量

做為釋放量仍不失為一種考慮最劣狀況

高估暴露的做法。

結論

　　本研究比對我國「有機溶劑中毒預

防規則」與各初級暴露評估模式，發現

規則中有關有機溶劑分類、容許消費量

與通風換氣能力等要求均建立於暴露評

估模式。其中並參考日本方面的原始規

定。此方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有助於事業單位面對新化學物質時，自

行建立暴露風險推估系統。雖然我國所

制定「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

法」已接受暴露評估模式做為風險評估

模式，但現行法令仍規定對指定化學品

進行環境測定。儘管模式本身已採用各

種高估暴露的做法，未來是否能以暴露

評估模式取代現行環境測定（或者在某

種條件下可以取代），仍需要更多的模式

推估與實際測定數據比對，方能確保現

場作業人員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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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 in Regulation to 
Prevent from the Intoxication of Organic Solvent

Tin-Yi Wu     Yu-Kang Chen 

Abstract

　　Regulations to Prevent Toxication by Organic Solv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crees that 
control the chemical hazards in occupational site. It was originally adapted from Japan. In this 
regulation, th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 categorization of organic solvents, the tolerant 
consumption amoun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displaced ventilation were found to be based on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model, zero ventilation model, and box model. These quantitative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s have been accepted by AIHA as primary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occupational exposure hazard.
　　No matter which model to be used, a permitted exposure level for each concerned organic 
solvent must be determined at first. According to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model, the control 
facilities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ratio of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of a concerned organic 
solvent to its permitted exposure level. In Regulations to Prevent Toxication by Organic 
Solvent, the first kind organic solvents are required to be controlled by a closure or local 
exhaust system. The above ratio of this kind of organic solvents was found to be above 1000. 
Zero ventilation model estimates the concentration of a chemical diluted by the existing air in 
a room. This model can determine the permitted consumption amount of an organic solvent. 
Box model estimates the steady-state concentration of an organic solvent under a given 
consumption and ventilation rates. In above Regulation, the permitted consumption amount 
and required ventila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ind organic solvents are close to the median 
values calculated from those of each kind.
　　To deal with a variety of chemicals, a domestic Stipulation on Hazardous Chemicals 
Assessment and Categorization Management was drawn up. This stipulate regards the 
quantitative models as the acceptable methods to assess the exposure in occupational sites. 
This study compared and retrospected above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quantitative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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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models.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for an employer to establish his own measure to 
control a variety of chemicals by following a similar logic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under the
Stipulation.

Keywords: Organic solvent, Organic solvent,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 Saturated vapor 
                    pressur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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