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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指引 (108_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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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1712/2725926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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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總則

第 1 條本校為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以下簡稱職安法)第34條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及第42條訂定之，特

訂定本守則。

第二章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人員

•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總務處環境保護組)

•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 工作場所負責人

• 工作者
20210409_NDHU_LAB_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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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工作者若有違反(一)至(三)之情形，勞動檢查單位得
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35 條規定對工作者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下罰鍰。

第20條 第32條 第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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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試）驗室安全作業規定
• 長髮飄逸增加實驗效率

• 赤腳比較容易在實驗時移動，加
速實驗進行

• 美味的滷肉飯可以增加實驗時的
體力，可以在實驗時一邊進食

• 實驗時的濾紙、剩餘化學藥品廢
棄物直接棄置於公用區的垃圾桶

就可

• 增加實驗室同學間友誼，一邊實
驗一邊討論『傳說對決』的技巧

• 做實（試）驗時應有老師或專職人
員擔任監督之角色

• 實（試）驗室作業人員應穿著實驗
衣、戴護目鏡，不宜穿著過於寬鬆

之衣物

• 出入口、通道及樓梯等處不可堆置
雜物或器材，應保持其暢通

• 實(試)驗室或化學品、有機溶劑等之
堆置區域，嚴禁煙火、著火性、引
火性物品

• 不同的藥品或液體應分開置於不同
的架上或匣子內，液體藥品應放置

於防漏盤內。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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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化學品全球調和制度
（GHS）系統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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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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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

20210409_NDHU_LAB_SU 18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危害通識條文：

有二種以上危害圖式時，
應全部排列出，其排列

以辨識清楚為原則，視

容器情況可以有不同排
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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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料表SDS
1. 物品與廠商資料
2. 危害辨識資料
3. 成分辨識資料
4. 急救措施
5. 滅火措施
6. 洩漏處理方法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8. 暴露預防措施/個人防護
9. 物理及化學性質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11. 毒性資料
12. 生態資料
13. 廢棄處置方法
14. 運送資料
15. 法規資料
16. 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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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loromethane <Methylenechloride> 二氯甲烷
20210409_NDHU_LAB_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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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列管毒化物

依特性區分為第一至四類毒化物，目前共列341種。

第一類（難分解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

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第二類（慢毒性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

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第三類（急毒性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

生物生命者。

第四類（疑似毒化物）：非前三類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2320210409_NDHU_LAB_SU

聯合國國際癌症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致癌分類

• 第一級(Group 1)致癌物：現有88類物質(如前述的馬兜鈴酸、苯、黃麴毒素、放射性物
質、石綿、戴奧辛等)，對人類為確定之致癌物。

• 第二級A類(Group 2A)致癌物：現有64類物質(如前述的氯黴素、甲醛、多氯聯苯、丁
二烯、硫酸二甲酯、環氧氯丙烷、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柴油引擎廢氣等)，
對人類為很可能致癌物，對動物則為確定之致癌物。

• 第二級B類(Group 2B)致癌物：現有236類物質(如黃樟素、四氯化碳、電磁波、抗甲狀
腺藥物propylthiouracil、汽油引擎廢氣、乾洗業等)，對人類為有可能致癌物，對動物
為很可能也是致癌物。

• 第三級(Group 3)致癌物：現有496類物質(如前述的furazolidone、咖啡因、食用色素等)，
目前尚無足夠的動物或人體的資料，以供分類該物質是否為人類致癌物。

• 第四級(Group 4)致癌物：現有1類物質(己內醯胺caprolactam(CPL)，為一種纖維或塑料
原料)，根據已有的資料，足以認為該物質並非致癌物。 2420210409_NDHU_LAB_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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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系統整合，自
動整理實驗室運作紀錄成申報記

• 錄，㇐個按鍵就完成申報作業
• 緊急事件發生時，可隨時掌握現場化學品，
並可取得標示圖示、場所平面圖與現場現
存量與化學品種類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2620210409_NDHU_LAB_SU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工研院何玲菁, 20201105

環境管理03

2720210409_NDHU_LAB_SU

空間管理

• 通道應有足夠寬度，保持暢通，不可堆放物品。
• 主要人行道及安全門、安全梯應有明顯標示。
• 安全門應保持關閉，但不可上鎖。
• 地板應無油污、水或其他易致滑之物質。
• 桌面應保持整潔，以避免濺出的化學物質破壞衣
• 物與身體，亦可減少災害的危險。

20210409_NDHU_LAB_SU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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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理

• 實驗室內禁止跑步嬉鬧、進食及從事與實驗無關的活動。
• 實驗室需有門禁管制，非實驗人員不得進入。
• 門禁與禁止事項需於明顯處標示。
• 進入實驗室者需穿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 應定期清點安全防護裝置隻數量與有效期限
• 定期安全防護訓練及緊急應變演練

20210409_NDHU_LAB_SU 29

化學品管理
1. 購買化學品前注意事項
• 應先清查單位內實驗室化學品清單
• 避免過量購買
• 查閱相關法規，確認欲購買的化學品是否為法規列管物質，如：

• 毒性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 甲類特定化學物質-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

• 瞭解、遵守法規列管物質的特殊購買、使用規定
2.建立化學品清單/使用紀錄
3. 化學品保存與管理：鑰匙、防漏、防蝕、上鎖

20210409_NDHU_LAB_SU 30

防火防爆櫃

實驗中應注意事項

•搬運化學品及傾倒化學品時應防傾倒、洩漏、潑灑
•儘可能縮短操作時開啟瓶蓋的時間與次數，規劃實驗流
程準備與熟悉實驗操作。

•操作易燃性化學品時，週遭不可存在熱源。
•化學品污染桌面、地面時，立即清除乾淨(使用吸收劑等) ，
並保持現場通風。

•於排氣櫃(hood)中操作揮發性化學物質。

20210409_NDHU_LAB_SU 31 20210409_NDHU_LAB_SU 32

照片中那裡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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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那裡有問題？

防護設備04

3420210409_NDHU_LAB_SU

個人防護具使用時機

R臨���&U�&��6M,�&$�6M���.9�T

R�行�&��F5B;(A�-<U)2U9<"����3:�N
1O�T

R�"����,?8���!K�#4�"8D'PL���IQ�&�T
R*+�K
"8D'PLSJ�!���	��F5�@降/�%�
�H=T
R7E� �1G�,>C�0�T

20210409_NDHU_LAB_SU 35 20210409_NDHU_LAB_SU 36



2021/4/12

10

20210409_NDHU_LAB_SU 37 20210409_NDHU_LAB_SU 38

20210409_NDHU_LAB_SU 39 20210409_NDHU_LAB_SU 40



2021/4/12

11

Ｄ：工作衣，無吸入、

浸泡空氣中無污染物。

Ｃ：防護衣較輕便，

亦不透水，空氣中有

害物氣體濃度經偵測

低於立即危害濃度者、

無直接接觸有害物質

液體或粉塵者，非氣

密式連身防護衣。

A級與B級防護衣在多
數的化學溶劑及氣體
的抵抗性極

佳，因此大多作為化
學災害時搶救的防護
衣著。

20210409_NDHU_LAB_SU 41 20210409_NDHU_LAB_SU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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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毒災安全宣導微電影學生創意獲評第一名

校園毒化災防制安全宣導微電影毒化災應變處理時C級防護裝備之正確穿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FHb_uuBY

20210409_NDHU_LAB_SU 47

危害事故的三種威脅

•缺氧氧氣濃度<18%
•毒性
•易燃性
• 數值越大越危險之參數：燃燒範圍(爆炸範圍)、蒸氣壓、燃燒速度、燃燒
熱、火焰傳播速度。

• 數值越小越危險之參數：燃燒下限(爆炸下限)値、閃火點、自燃溫度、沸
點、最小著火能量。

20210409_NDHU_LAB_SU 48

https://sr-rs.facebook.com/%E4%BA%9E%E6%B4%B2%E5%A4%A7%E5%AD%B8Asia-University-Taiwan-201785650801/videos/%E4%BA%9E%E5%A4%A7%E8%B3%87%E5%82%B3%E7%B3%BB%E7%92%B0%E4%BF%9D%E7%BD%B2-%E6%AF%92%E7%81%BD%E5%AE%89%E5%85%A8%E5%AE%A3%E5%B0%8E%E5%BE%AE%E9%9B%BB%E5%BD%B1%E5%AD%B8%E7%94%9F%E5%89%B5%E6%84%8F%E7%8D%B2%E8%A9%95%E7%AC%AC%E4%B8%80%E5%90%8D%E7%8B%82%E8%B3%80-%E7%92%B0%E4%BF%9D%E7%BD%B2%E8%A8%8A%E6%84%9F%E8%AC%9D%E5%8F%83%E8%88%87108%E5%B9%B4%E6%A0%A1%E5%9C%92%E6%AF%92%E5%8C%96%E7%81%BD%E9%98%B2%E5%88%B6%E5%AE%89%E5%85%A8%E5%AE%A3%E5%B0%8E%E5%BE%AE%E9%9B%BB%E5%BD%B1%E6%AF%94%E8%B3%BD%E6%81%AD%E5%96%9C%E4%BA%9E%E6%B4%B2%E5%A4%A7%E5%AD%B8-%E6%A2%81%E4%BF%8A%E5%82%91%E7%8D%B2%E5%BE%97%E8%A9%95%E9%81%B8%E7%AC%AC%E4%B8%80%E5%90%8D-%E5%BD%B1%E7%89%87%E5%90%8D%E7%A8%B1/4595635547558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FHb_u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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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 火災: 在消防上通常具備以下之三要件：
(一) 有造成火災之主體－火源。
(二) 因失控或縱火致使火擴大成災。
(三) 必須用滅火設備滅火－造成損失。

ØC類(電氣火災)：二氧化碳滅火器滅火(精密機器) 。指電壓配線、電動機
器、變電器等電氣火災。

ØD類(化學火災；亦稱禁水性物質/特殊火災)：使用特殊型乾粉滅火器。
指可燃性金屬、禁水性物質及特殊氣體(矽烷)火災。

20210409_NDHU_LAB_SU 49

爆炸

爆炸: 壓力之快速產生，並釋放至周圍壓力較低之環境，因氣體快
速膨脹，擠壓空氣或容器壁摩擦，發出聲響，通常造成破壞。

• 物理性爆炸
Ø高壓容器洩漏爆炸。
Ø水蒸氣爆炸。

• 化學性爆炸
Ø氣體爆炸、可燃性蒸氣爆炸、霧滴爆炸、粉塵爆炸、化學失控爆炸、高
爆炸性炸藥爆炸等。

• 物理化學性爆炸
Ø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 BLEVE)。

20210409_NDHU_LAB_SU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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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化災案例討論05

5220210409_NDHU_LAB_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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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5 年校園實驗(習)場所重大事故災害類型分析

20210409_NDHU_LAB_SU 54

20210409_NDHU_LAB_SU 55 20210409_NDHU_LAB_SU 56

教育部109年學校實驗(習)場所重大災害案例宣導－實驗室遭化學品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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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9年學校實驗(習)場所重大災害案例宣導－實驗室遭化學品灼傷 實驗室案例分析-綜合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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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09/20東華大學實驗室火災
• 火災類型?
• 救災時應該先如何判斷？

2. 2013/04/25虛驚！成大實驗室火警「王水」險外洩
• 同學的反應
• 消防員的安全防護

3. 2018/04/18朝陽科大實驗室火警180師生緊急疏散
• 氧化鐵是強氧化劑?
• 廢棄物桶中還有？化學品

4. 2013/05/08彰師大化學實驗7生遭硫酸灼傷
• 錯誤廢液處理？

5. 2020/06/05疑乾燥機起火宜蘭大學土木系實驗室爆炸1送醫
• 電器火災

6. 中美和化學災害演習
• 冷區？熱區？暖區？
• 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指導原則(20180823)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 questions & comments are always 
welcome.
mcsu@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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