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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大專院校使
用化學品實驗室發生火災、爆炸的原

一、簡介
在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內必陳列
各式各樣化學藥品與警示標誌，這景

因，並探討相關法令的適用性，期望
對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的相關安全法
令和規範提出實質的建議。在研究步

觀暗含「潛在危險」的訊息。國內外
近幾十年來使用化學品的實驗室常

驟中，先收集國內外大專院校使用化

因各種因素而產生化學品外洩或失

學品實驗室相關災害的案例，並分類

控反應，以致於釀成劇烈燃燒的火

災害類型。建立「適用大專院校使用

災、規模不小的爆炸和有毒氣體外

化學品實驗室安全規範藍本」
，以此藍
本複檢案例，並整合法令分析之結
果，探討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
操作及貯存安全守則，提出「大專院
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稽核表」。
關鍵詞：爆炸、使用化學品實驗
室、法令、燃爆特性、稽核表

洩，而災害往往造成人員的死亡或傷
害、實驗室財物的損失及環境的長久
污染。因此，對使用化學品實驗室而
言，有關危害性化學品[1,2]的使用、
儲存與操作過程的安全考量，以及設
計緊急應變與規劃，可說是相當實際

的問題。如今，使用危害性化學品為

全條件破壞而產生，例如：地震易造

實驗原料和樣品的實驗室，早已十分

成化學品傾倒而產生激烈反應，也可

普遍存在於各級學校及工業界中，使

能使儲存容器毀壞而引起化學品外

用危險性化學品的實驗室愈多，意味

洩，再者颱風豪雨也易造成實驗室積

著發生事故的可能性越高，而且針對

水，使化學品快速反應並外洩。後者

目前國內因地狹人稠而導致實驗室

則肇因於操作人員對化學品本身性質

內安全距離普遍不足的現況，如何訂

的不了解，以致於準備不週和錯誤判

定一個適用於國內情況的公安準

斷，或者操作人員於使用儲存化學品

則，則是目前的重要課題。

過程中的不當操作、疏忽和未定期檢

實驗室常用的化學品種類繁多，
其性質範圍也相當廣，其中無論是對
生物具威脅性的化學品，或具有強反

視安全條件。
若將上述事件以相同的條件放
大規模，例如在大規模生產的實際工
廠中，此類化災所造成的人員死傷、

應能力的化學品皆不在少數，而這些
化學物質對於實驗研究的價值甚高，

生產設備損失、自然環境破壞都將遠
甚於實驗室化災所造成的不良後

也對於科技的精進與人類生活品質的

果，例如：1974 年 6 月英國傅立克斯

提昇有相當大的影響，事實上，經由

鎮的尼龍原料廠因修改管線設計錯

眾多化學實驗原料所開發出來的化學

誤和過多囤積的易燃化學品，而發生

產品與材料，使得近幾年人類無論是
在特用化學品、醫學應用或生物科技
上都突飛猛進。而危險化學品長久以

蒸氣雲爆炸[6,7,8]。1989 年 10 月美國
帕薩丁納市高密度聚乙烯(HDPE)工
廠因維修管理不佳，導致化學品外洩
而發生蒸氣雲火災爆炸[6,7,8]。1998

來亦是許多化學災害的肇事者，經常

年 1 月高雄某人造纖維聚酯廠因於乙

在使用及貯存過程中發生火災、爆炸

二醇蒸氣冷凝器內發生半成品(對苯

[3,4,5]。

二甲酸和乙二醇反應之高分子)阻塞

引發實驗室化學災害的原因分為
兩類：天然災害的化災與人為因素的

而發生爆炸。1997 年 12 月中油大林
煉油廠正為一座已停用兩年多的冷
凍液化石油氣儲槽進行漏氣檢修前

化災。前者是由於天災造成實驗室安

置作業時，由於施工不慎而發生氣

例對照的表格。

爆。1998 年 4 月高雄縣仁武鄉南亞塑

3.依據「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

膠廠內製造塑膠的仁四廠，因系統故

驗室安全規範藍本」和燃爆實驗數

障而引發大火竄出濃煙。1996 年 10

據編製「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

月桃園縣蘆竹鄉某樹脂塗料公司因

室安全稽核表」[13,14,15,16]，將完

過氧化丁 酮反應槽冷卻速度不夠或

成的稽核表初稿與對此初稿相關意

加料不慎而發生了小爆炸，然後廠房

見的問卷郵寄至各大專院校使用化

發生火災[9,10,11,12]。因在種種防護

學品的實驗室，再以電話訪問追蹤

之下，爆炸案卻仍層出不窮，所以探

以此稽核表初稿的稽核結果，並依

究過去的眾多案例，並研究法令規範

此結果建立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

的補強是十分重要的。

驗室與稽核項目對照的稽核成果
表，最後以此表檢驗和修正初稿，

二、研究方法

提出更具使用性的稽核表。

本研究 研擬 更適當的預防措
施，以期降低危險性化學品災害的發

三、結果與討論

生機率與化災損失，預定完成之工作
項目及成果包括：

本研究的相關案例與文獻，除了

1.收集並分類國內外大專院校使用化

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

學品實驗室的相關災害案例。將取

究所的災害案例取得之外，並且透過

得的案例分類製成災害發生源與案

教育部環保小組獲得有關大專院校曾

例對照的表格和爆炸類型與案例對

發生過使用化學品實 驗室的災害報

照的表格。

告。搜尋的資料包含如台灣大學、中

2.彙整「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
驗室的安全條文與規範」和「適用
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安全

正大學(圖 1、圖 2)、中興大學(圖 3)、
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海

檢查項目」
，建立「適用大專院校使

洋大學、師範大學、台北醫學院、慈

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規範藍本」
，以

濟大學、雲林科技大學、遠東技術學

此藍本複檢案例並將案例複檢結果

院等等相關實驗室的災害案例 17 例之

製成「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
驗室安全規範藍本」與燃爆災害案

外，並收集 15 個國外大專院校使用化

學品實驗室的火災爆炸案例，為了要

中，依意外災害發生的原因可分為三

清楚分析上述災害案例的細節，本研

大類：化學品管理過程不當、機械或

究將搜尋到的 32 個案例以發生日期、

儀器走火、天災，其中化學品管理過

災害類型、人員傷亡、財物損失和發

程不當包含：化學品儲放過程不當、

生原因幾個元素與災害案例對照製成

化學品操作過程不當、化學品運送過

分析表。最後將取得的案例分類製成

程不當和化學品廢棄過程不當四個部

爆炸類型與案例對照表、火災類型與

分，發現國內災害的發生源 52%為機

案例對照表和災害發生源與案例對照

械或儀器走火，而國外機械或儀器走

表。在爆炸類型與案例對照表中，整

火只佔 6%，顯見國內對於機械或儀器

合 國 內外案例 依物理爆炸、化學爆

的規範檢查不足，亦缺乏定期保養維

炸、物理化學爆炸三種常見的爆炸類

修的觀念。化學品的管理方面，儲放

型製成圓餅圖，發現在化學品實驗室

不當國內有四件而國外有三件、操作

發生的爆炸，90%屬於化學爆炸，顯示

不當國內有三件而國外有十一件、廢

出化學物質的管理對爆炸災害發生有

棄不當國內有一件而國外有三件(圖

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圖 4)。在火災類型

6)。

與案例對照表中，依普通可燃物引起

本研究共收集"危險物及有害物

的火災、可燃性液體和可燃性氣體引

通識規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其

起的火災、電氣設備引起的火災、可

施行細則、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特

燃性金屬和其合金引起的火災四種常

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有機溶劑

見的火災類型製成圓餅圖，發現國內

中毒預防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

火災的類型近 60%為電氣火災，而可

則、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

燃性液體引起的火災則佔 30%，國外

法施行細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90%為可燃性液體引起的火災，而無電

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氣火災，顯示國內相較於歐美國家對

查辦法、勞動檢查法、勞動檢查法施

於電氣安全較不重視，必須加以注意

行細則"等十四項法令規範，並逐條探

(圖 5)。在災害發生源與案例對照表

研，將非關於安全規範的條文過濾除

去，刪除不適用於大專院校使用化學

室設施操作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

品實驗室的條文，整理出的適用參考

教導。4.安全檢查-對於電器設施加強

的條文，再依類似且相關的條文予以

維護檢查。5.個人防護具-應定期維護

合併整理出「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

與保養。6.儀器設備自動檢查檢點表應

品實驗室的安全條文與規範」共 133

詳實記錄並予以保存三年，備檢查機

條。

構查驗。7.危害通識計畫實施並加強危
本研究參考勞委會勞動檢查所依

險物之管理。在校部應加強的方向有 2

據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而針

點如下，1.應結合各院組成稽核小組，

對大專院校各種實驗室製作的自動檢

不定期至各單位場所實施稽核作業。

查表，並將範圍適用於大專院校使用

2.組輔導小組至各系所作自動檢查方

化學品實驗室的自動檢查項目適度改

案計劃之實施。

寫為「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

本研究在工廠相關規範方面，參

室的自動檢查項目」並分類為安全管

考兩家化工廠、兩家半導體晶圓廠和

理措施、學校單位工作場所安全設備

一家光電廠的每日和每週自動檢查表

措施、危險物及有害物管理、急救個

中之各項規範，篩選可套用於大專院

人防護與健康管理、安全衛生教育訓

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範圍，將選出

練和事故調查處理制度及緊急應變計

的規範項目修改成規模、條件和環境

畫等六個自動檢查項目，由上述各項

皆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

規範的內容對照案例發生的細節，整

檢查項目製成「參考國內化工和半導

理出需加強的兩個部分：系所實驗

體廠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

室、學校方面。在系所實驗室部分應

的安全規範」共 40 項。並以故障樹分

加強的方向有 7 點如下，1.安全管理：

析探討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燃

災害統計、承攬商安全管理事項。2.

爆案例的發生源，藉以了解發生燃爆

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及入學新生一般安

事件的危險因子並針對此些因子作防

全講習、實施全體人員消防及緊急應

範及規劃。

變訓練。3.工作安全分析-應增訂實驗

依據已建立之「適用大專院校使

用化學品實驗室的安全條文與範」、

化學品實驗室，並附上意見回函，依

「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

據回函的意見，再一次印證稽核表的

自動檢查項目」和「參考國內化工和

實用性。並以電話訪談來印證「適用

半導體廠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

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稽核

驗室的安全規範」
，並按照故障樹分析

表初稿」的實用性，訪談對象包含 13

圖(圖 7)的各項危險因子進行規範，完

所學校(包含科技大學)，共 45 間實驗

成適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

室，其問題及結果如下：

安全規範藍本」分類為安全管理措施

1.您認為本表是否對於貴實驗室進行

(包含訓練和緊急應變)、實驗室安全設

安全檢查有實質的幫助？

備措施、危險物管理、實驗設備安全

認為非常有幫助佔 36/45、有幫助佔

設計和備註等 5 個大項共 82 條，和「適

6/45、尚佔可 1/45、沒有幫助佔 2/45、

用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稽

完全沒有幫助佔 0/45。

核表初表」其檢查項目分成相關藥品

2.您認為本表是否對於貴實驗室之安

儲存（包含冷凍藥品櫃和抽氣式）
、高

全性有正面的效應？

壓氣體鋼瓶、沖淋設備、消防設備、

認 為 非 常 正 面 佔 37/45 、 正 面 佔

安全防護具、電氣儀器設備、加熱設

6/45、無影響佔 0/45、負面佔 2/45、

備、鍋爐、排煙櫃（ Hood）
、相關藥品

完全負面佔 0/45。

廢棄、相關危害物管理，如（ MSDS、

3.是否有任何您認為應增加的檢查項

危害物清單）、檢驗整體環境、安全規

目或檢查重點？

定、安全訓練、緊急應變及災害防止

是，有需再增加者佔 0/45、否，無需

計畫、意外分析記錄及損失控制、特

再增加者佔 45/45。

殊器材（特定化學設備）、緊急避難用

4.您認為本表之檢查項目或檢查重點

出口通道或器具和危險性機械等 19 個

是否具體，容易瞭解？

項目，且針對發生災害案例的實驗室

認 為 非 常 具 體 佔 33/45 、 具 體 佔

進行複檢整理成「稽核複檢結果表」，

5/45、尚可佔 4/45、不具體佔 3/45、

亦將稽核表寄送給數十間抽樣的使用

完全不具體佔 0/45。

5.您是否認為檢查項目或檢查重點繁

失控和化學不相容物混合。其中電氣

雜？

走火的原因包括下列 3 點：操作不當、

認 為 完 全 不 繁 雜佔 5/45 、繁 雜佔

故障或老舊、地震，本研究研擬出以

5/45、尚可佔 4/45、繁雜佔 3/45、非

下檢查要點來預防：1.操作不當造成，

常繁雜佔 0/45。

其檢查項目及問題有下列 4 個：(1)是

6.如果請您為本表打個分數，您會打幾

否有經適當的訓練？(2)是否熟知儀器

分？

設備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3)操作前

打 100 分佔 24/45、打 80 分佔 16/45、

精神狀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過於勞累

打 60 分佔 3/45、打 40 分佔 2/45、打

等)？(4)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重要性

0 分佔 0/45。

有充分的瞭解(引起火災爆炸之嚴重性

7.您認為本表有任何的缺點嗎？抑或

等)？2.故障或老舊造成，其檢查項目

對於本表有任何的建議嗎？

及問題有下列 3 個：(1)儀器是否有按

是，認為本表具有下列缺點 1.內容過

期保養維修(按廠商交代時間)？(2)操

於繁雜 2.說明上不夠清楚 3.範圍涵

作前和操作完是否有確認儀器的狀況

蓋太廣佔 3/45、否，認為本表無缺點

(電源線、安全裝置等)？(3)儀器的壽命

佔 42/45。

是否過於老舊？3.地震造成，其檢查項

由上述意見和參考故障樹分析圖

目及問題有下列 2 個：(1)儀器是否有

中的各項危險因子，如欲防止災害的

適當的安全固定措施？(2)是否有緊急

發生，需做到如下三項其中之一：引

防護措施？在加熱過程失控的原因包

火源防止、作業環境含危險化學品防

括下列 2 點：操作不當、加熱裝置失

止和隔絕空(氧)氣。其中第三項的隔絕

控，本研究研擬出以下檢查要點來預

空(氧)氣，在實際執行上有困難，成本

防：1.操作不當造成，其檢查項目及問

過高，因此不考慮。第一項引火源防

題有下列 4 個：(1)是否有經適當的訓

止的部分，需先確認引火源的種類，

練？(2)是否熟知儀器設備操作步驟和

於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引火

注意事項？(3)操作前精神狀況是否足

源有下列三種：電氣走火、加熱過程

以勝任工作？(4)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

重要性有充分的瞭解？2.加熱裝置失

規定？c.是否依照安全規定進行容器

控造成，其檢查項目及問題有下列 3

的儲放、使用和廢棄？d.是否對於容器

個：(1)儀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按廠

管理有適當的訓練或宣導？(3)地震造

商交代時間)？(2)操作前和操作完是

成：a.容器是否有適當的安全固定措

否有確認儀器的狀況(電源線、溫控器

施？b.是否有緊急防護措施？

等)？(3)儀器的壽命是否過於老舊？

依據故障樹分析中的各項危險因

在化學不相容物混合的原因則包括下

子針對實驗室中的藥品、儀器設備和

列 2 點：危險化學品管理不當、危險

環境，寫出內容而便於實驗進行前後 2

化學品儲存容器設備毀損，本研究研

∼3 分鐘完成檢查的「大專院校使用化

擬出以下檢查要點來預防：1.危險化學

學品實驗室安全重點稽核表」(表 1)檢

品管理不當，其檢查項目及問題有下

查項目為引火源防止和作業環境含危

列 5 個 ：(1) 是 否 備 齊 所 有 藥 品 的

險化學品防止，在引火源防止中包括

MSDS？(2)是否依照 MSDS 進行藥品

電氣走火預防、加熱過程失控預防和

的儲存、使用和廢棄？(3)實驗室是否

化學不相容物混合預防，在作業環境

張貼有化學不相容物表？(4)是否對於

含危險化學品防止中包括危險化學品

化學不相容物有充分的瞭解？(5)是否

管理不當和危險化學品儲存容器設備

對 於 化學品管理有適當的訓練 或宣

毀損。完成之稽核表的實用性驗證，

導 ？ 2. 危 險 化 學 品 儲 存 容 器 設 備 毀

訪談以中正大學化工所為對象做調

損，其檢查項目及問題有下列 3 個： (1)

查，而訪問的結果則一致對於稽核表

容器洩漏造成：a.容器的材質是否適

的內容及效果表示相當滿意。

當？b.容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c.
使用前和使用完是否有確認容器的狀
況？d.容器的壽命是否過於老舊？(2)
容器管理不當造成：a.是否所有容器皆
經安全檢定且備有證明或標示？b.是
否備有容器儲放、使用和廢棄的安全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大專院校使用
化學品實驗室火災爆炸案例的原因，
並提出可降低災害發生的預防措施，

根據整理的文獻資料，歸納出下列結

使用化學品實驗室的公司一個參考的

論和建議：

價值，以降低國內火災爆炸案利的發

1.建議加強宣導實驗人員配戴或穿著

生。

安全防護具(如：實驗衣、安全眼鏡
等)的規定，目前國內大專院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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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專院校使用化學品實驗室安全重點稽核表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現況評核結果

一、引火源防止
電 氣 走 火 操作不當造成：
預防
1. 是否有經適當的訓練？
2. 是否熟知儀器設備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
3. 操作前精神狀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過於勞
累等)？
4. 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瞭解
(引起火災爆炸之嚴重性等)？
故障或老舊造成：
1. 儀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 按廠商交代時
間)？
2. 操作前和操作完是否有確認儀器的狀況(電
源線、安全裝置等)？
3. 儀器的壽命是否過於老舊？
地震造成：
1. 儀器是否有適當的安全固定措施？
2. 是否有緊急防護措施？
加 熱 過 程 操作不當造成：
失控預防 1. 是否有經適當的訓練？
2. 是否熟知儀器設備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
3. 操作前精神狀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
4. 是否對於操作安全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瞭
解？
加熱裝置失控造成：
1. 儀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 按廠商交代時
間)？
2. 操作前和操作完是否有確認儀器的狀況(電
源線、溫控器等)？
3. 儀器的壽命是否過於老舊？
化 學 不 相 見危險化學品管理不當
容 物 混 合 見危險化學品除純容器設備毀損
預防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二、作業環境含危險化學品防止
危 險 化 學 管理不當造成：
品 管 理 不 〈1〉
是否備齊所有藥品的 MSDS？
當
〈2〉
是否依照 MSDS 進行藥品的儲存、使
用和廢棄？
〈3〉
實驗室是否張貼有化學不相容物表？
〈4〉
是否對於化學不相容物有充分的瞭
解？
〈5〉
是否對於化學品管理有適當的訓練或
宣導？
危險化學
品儲存容
器設備毀
損

容器洩漏造成：
1. 容器的材質是否適當？
2. 容器是否有按期保養維修？
3. 使用前和使用完是否有確認容器的狀況？
4. 容器的壽命是否過於老舊？
容器管理不當造成：
1. 是否所有容器皆經安全檢定且備有證明或
標示？
2. 是否備有容器儲放、使用和廢棄的安全規
定？
3. 是否依照安全規定進行容器的儲放、使用和
廢棄？
4. 是否對於容器管理有適當的訓練或宣導？
地震造成：
1. 容器是否有適當的安全固定措施？
2. 是否有緊急防護措施？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