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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辨識



實驗室危害
生物
動植物、微生物或其
產物引起的過敏、感
染、中毒症狀

物理
電氣、噪音、輻射、振動、
機械、高(低)溫作業、墜落
(掉落)、採光照明、
異常氣壓危害。

人因工程
機械設計未配合人體
使用，導致生理性與

心理性的危害。

化學
有害氣體、液體、固體的

洩漏、火災、爆炸

實驗室危害分類



化學性危害

定義：化學物質因其化學特性，對人體可
能造成特定的傷害。

如中毒、致癌、腐蝕、刺激

化學物質進入人體的途徑：吸入、食入、
皮膚接觸、皮膚注射等。

人類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管理不當或操
作不慎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亦可視為化學
性危害。

如火災、爆炸 5



認識你的化學品-
閱讀標示與安全資料表

使用前要認識你所使用、在你身旁周
遭的各種化學品的危害特性

使用前必須閱讀與瞭解化學品容器上
的標示，與所附的安全資料表

對於毒性或危害特性仍缺乏資訊的化
學品，尤其不可掉以輕心



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GHS)

根據物質的危害特性，將化學品進行危害
分類，並且設定對應的圖示及危害標示，
以提醒使用者化學物質的潛在危害及因應
防範措施

危害特性可分為三大類、28種危害分類：

物理性危害：如易燃液體、爆炸物、氧
化性液體等

健康危害：如急毒性物質、生殖毒性物
質、吸入性危害等

環境危害：水環境之危害、臭氧層危害 7



危害性 項次 危害分類

1 爆炸物

2 易燃氣體

3 易燃氣膠

4 氧化性氣體

5 加壓氣體

6 易燃液體

7 易燃固體

8 自反應物質

9 發火性液體

10 發火性固體

11 自燃物質

12 禁水性物質

13 氧化性液體

14 氧化性固體

15 有機過氧化物

16 金屬腐蝕物

17 急毒性物質

18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19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20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21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22 致癌物質

23 生殖毒性物質

24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露

25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重複暴露

26 吸入性危害物質

27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28 臭氧層危害物質

物理性危害

健康危害

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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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

 易燃氣體、易燃氣膠

 易燃液體、易燃固體

 自反應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

 自熱物質、禁水性物質

炸彈爆炸

 爆炸物

 自反應物質A型及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及B型

圈圈上一團火焰
 氧化性氣體

 氧化性液體

 氧化性固體

腐蝕

 金屬腐蝕物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骷髏及兩根交叉骨

急毒性物質第1級～第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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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鋼瓶

 爆炸物

 自反應物質A型及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及B型

驚嘆號

 急毒性物質第4級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級

 皮膚過敏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
一暴露第3級

健康危害

環境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呼吸道過敏物質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致癌物質
 生殖毒性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

暴露第1級~第2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

暴露
 吸入性危害物質



化學品(危害物質)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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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有使用危害物質者，於容器外應有標示，
標示內容具備：

危害圖示

內容包括：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險”或“警告”

 危害警告訊息:對應每一個危害分類和級別，用以描述一種
危害產品的危害性質之短語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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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情況得有不同排列方式

※ 標示內容以中文為主



002-01 

可氯丹 Chlordane 
 

 

 

 

 

危險 

 主要成分： 可氯丹 Chlordane (毒性化學物質) 

 100    % w/w 

 危害警告訊息： 

 易燃液體和蒸氣 

吞食有毒 

皮膚接觸有毒 

造成輕微皮膚刺激 

懷疑致癌 

懷疑對生育能力或胎兒造成傷害 

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危害防範措施： 

 緊蓋容器 

置容器於通風良好的地方 

遠離引火源－禁止吸菸 

勿倒入排水溝 

避免暴露於此物質－需經特殊指示使用 

 製造者、輸入者或

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安全資料表 

 

GHS標示範例
毒性化學標示及安全資料表管

理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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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名稱

毒化物重量百分比(w/w)

加註毒性
化學物質

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
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
號，大小以能辨識清楚為度。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達
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名稱（中英文）標示，並
加註毒性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
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訊息內容應符合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一五○三○所
列各項危害特性。
(五)危害防範措施：依危害物特性採
行污染防制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
、地址及電話：供應商即輸入毒性化
學物質之運作人。



安全資料表(SDS)



安全資料表之用途

化學物質的「身分證」或「說明書」

過量暴露之健康危害

操作、儲存、使用時的風險評估

保護作業人員與應變人員的方法

事故緊急處理步驟

※須放置於操作人員易取得之處，
且定期檢視其內容的符合性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目的：當使用者對產品或
SDS內容有疑問或緊急狀況
發生時，能迅速提供重要而
有效的訊息。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1）

化學品名稱：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用途：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
址及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危害辨識資料

 目的：希望能讓使用者由簡
短摘要式的敘述，了解物質
最重要的危害效應及可能之
防範措施。

化學品危害分類

標
示
內
容

象徵符號：
警示語：
危害警示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其他危害：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是某種物質的唯一的數字識別號
碼。美國化學會的下設組織化學
文摘社負責為每一種出現在文獻
中的物質分配一個CAS編號，其
目的是為了避免化學物質有多種
名稱的麻煩，使資料庫的檢索更
為方便。

三、成分辨識資料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

純物質：

目的：在讓使用者辨
識物質的名稱、組成
成分，是緊急事故時
必須立即知道的訊息。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2）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食入：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對醫師之提示：

目的：以協助廠內員工或緊急救
護人員可在就醫前採取之立即性
處理措施及醫師該注意。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3）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特殊滅火程序：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目的：提供滅火時可使
用之材料、程序及可能
遭遇之特殊危害，儘可
能減少火災造成的危害。

六、洩漏處理方法

目的：提供意外洩漏及
外溢情況下之應變步驟
以降低對生命、財產與
環境的不良影響與傷害。

個人應注意事項：

環境注意事項：

清理方法：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4）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儲存：

目的：提供一些規範
或指南，使在處置與
儲存實務上，能降低
物質潛在的危害。

八、暴露預防措施

目的：提供在使用或貯存此物質時，可以採取的工
程對策、個人防護設備與衛生措施，以降低個人暴
露的危害，也提供法令的容許濃度等控制參數。

工程控制：

控制參數：
1.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2.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3.最高容許濃度
4.生物指標

個人防護設備：

衛生措施：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5）



 係指在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40小時正常作業下，

大多數健康勞工重覆暴露於此濃度下，終其一生，其

健康不致於有不良反應。

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TWA: Time Weighted Average



 係指勞工於短時間內連續暴露在有害污染物裡，所能
容許之最高濃度。每次連續暴露在此濃度下不得超過
15分鐘。在此種條件下，大部份勞工不致於產生下
列情況：

不可忍受之刺激

慢性或不可恢復的組織病變

麻醉昏暈作用，以致增加意外事故傾向或減低工
作效率

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STEL: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係指任何時間的暴露濃度皆不得超過此值，以

防勞工產生不可忍受的刺激或生理病變。

最高容許濃度
Ceiling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目的：協助使用者辨別此物質之外貌並
了解其特性以作為平常處理與緊急狀況
應變之參考。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目的：提供物質的反應特性資料，
以作為勞工或職業安全衛生專業
人員在儲運、操作或棄置化學物
質時的參考，也可作為消防人員
或緊急應變人員處理緊急狀況時
的參考。

外觀（物質狀態、顏
色等）：

氣味：

嗅覺閾值： 熔點：

pH值： 沸點/沸點範圍：

易燃性 閃火點：
測試方法：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 爆炸界限：

蒸氣壓： 蒸氣密度：

密度： 溶解度：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揮發速率：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6）



十一、毒性資料

 目的：提供化學品的毒性，對健
康的可能危害，達到警示與事先
防範的效果。

LD50(半致死劑量)：
指的是在動物實驗中，能致
使實驗動物產生百分之五十
比例之死亡所需要化學物質
之劑量。

(ex: 500 mg/Kg)

LC50 (半致死劑量) ：
指的是動物實驗中施用之化
學物質能使百分之五十實驗
動物族群發生死亡時所需要
之濃度。

(ex: 50 ppm/30 min)

暴露途徑：

症狀：

急毒性：
皮膚接觸：
吸 入：
眼睛接觸：
LD50
LC50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7）



十二、生態資料

目的：提供一些資訊，以評
估當物質洩漏至環境中，所
造成的環境效應影響，可供
環保、廢棄處理人員參考。

生態毒性：

持久性及降解性：

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流動性：

其他不良效應：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8）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目的：提供適當的處理廢棄物之
方法，以降低對環境的不良影響，
可作緊急應變人員、環保人員或
相關技術人員在處理處棄物時的
參考。

十四、運送資料

 目的：提供運輸上相關資
訊，以及利用聯合國編號
查對緊急應變指南，而能
儘速採取因應措施。

聯合國編號(UN No.)：

聯合國運輸名稱：

運輸危害分類：

包裝類別：

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緊急應變處理原則：
聯合國編號(UN No.)：

為一組4位數字的號碼，用以顯
示貨運容器內部是屬於某些特性
的物質，因此兩個具有相似性質
的化學物品，可能會出現同一個
聯合國編號。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9）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目的：此欄位是將此物質
直接相關的法規列示出來，
提供使用者了解在環保、
安全衛生、交通等方面之
相關法規訊息。

參考文獻

製表單位 名稱：

地址/電話：

製 表 人 職稱： 姓名(簽章)：

製表日期

十六、其他資料

 目的：此欄位是提供任何相關訊息
加註的地方，例如前十五項欄位的
參考文獻，可在此處加註。或是留
下製表者資料，以提供使用者一個
諮詢管道。

安全資料表之內容（10）



個人防護具



防護器具使用的觀念與原則

 防護具是用來「阻絕」危害，「非消除」危害。

 最後一道防線。

 一定要在認知危害（種類及強度）後才能使用。

 個人護具選擇與使用

• 瞭解個人防護具功能（經由測試）

• 瞭解個人防護具使用時間及限制

 防護具的保養



實驗室常見之防護具種類

眼部、臉部防護

聽力防護

呼吸防護

手部防護

身軀防護

Foot and Hands Protection



眼部、臉部防護

防塵及防噴濺

一般化學實驗室應使用防噴濺式



聽力防護

依照環測及個人聽力檢查報告選

擇聽力防護具

選擇大小

注意各式聽力防護具廠商提供之

衰減度表

正確的穿戴法

保養及清潔消毒



呼
吸
防
護
具

淨
氣
式

供
氣
式

無動力

動力

輸氣管面罩

自攜呼吸器

粒狀物

氣狀物

機械、靜電

化學反應、吸收

呼吸防護具之功能分類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口罩)

防塵口罩無法對氣態有害物提供適
當防護。若氣體、蒸氣有害物與粒
狀污染物共同存在時，必須使用粒
狀物氣態物兼用呼吸防護具。

佩戴時需選擇大小適中及適合臉型
的口罩，以達最大的防護效果。

當濾材效率明顯降低、呼吸阻力上
升、結構破損時應立即更換口罩

丟棄式面體在工作結束後應立即拋
棄更新，不應於下次工作時繼續使
用。

注意密合度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防毒面具)

此類口罩有質量輕、體積小、保養容易，不會對使用者

的行動造成太大影響的優點

密合度較佳，適用於緊急應變事故場所。

濾毒罐有使用時限與限制。



防毒面具使用時機與限制

已知污染物的種類和濃度。

有核准的濾罐能使用。

空氣中的氧氣濃度至少為19.5 %。

須做密合度測試。



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

此類裝置由空氣鋼瓶直接供給空氣，對人員呼吸防護上提供

較大的安全防護功效，但鋼瓶使用上有時間之限制 (一般為30 

- 40mins 左右)，且其重量亦為人員負荷考量。

防護效力是所有呼吸防護具中最高等級。



手部防護
依需求選擇正確材質

(手套材質必須與接觸化學品不
易起反應)

選擇大小及長度

重複使用應注意清潔



於特定場所中所使用之防護衣物，保護人員免於危

害性化學物質之傷害。在初步了解現場狀況後，可

穿戴適當防護衣並進行現場環境污染物偵測，將事

故傷害減至最低。

身軀防護-防護衣

Hazmat ProtectionGeneral Protection Chemical Protection 



D級防護衣(實驗服)

長頭髮應往後梳

衣服袖口寬緊適宜

主要可以避免衣物被化
學品濺到而腐蝕

尚有其他不同材質(如耐
燃,抗靜電等)



C級防護衣

• 使用的原則

• 已知作業場所的氣體濃度，且濾毒罐

能有效吸收此毒性物質。

• 化學物質不會對皮膚接觸產生嚴重性

的傷害。

• 作業環境中氧氣>19.5％。

• 全包覆式防護衣、防毒面具、抗化手套、抗化鞋



• 全包覆式防護衣、自攜式空氣呼吸器、抗化手套、抗化鞋。

• 使用的原則

• 化學物質與皮膚接觸的可能性較低。

• 作業環境存在未知的化學物質，但可能與皮膚接觸的

影響沒那麼嚴重。

• 化學物質會對人體造成吸入性的危害。

• 作業環境中氧氣<19.5％。

B級防護衣



A級防護衣
• 全包覆式氣密型防護衣、自攜式空氣呼吸器、抗化手套、

抗化鞋。

• 使用的原則

• 現場狀況不明。

• 作業方式將會浸入或接觸到毒性物質

• 現場空氣監測顯示存在高濃度毒性氣體。

• 作業環境中氧氣<19.5％(侷限空間)。

※最高等級的防護裝備
※無法於火場中使用



實驗室災害及災後清理流程



應變處理原則

「預防」是避免意外災害的最高指導原則。

平日即應注意各種應變、急救設備(如滅火

器、急救箱等)的所在位置與狀態，熟悉各

類災害的通報、應變程序。

災害發生時，最重要的是保持鎮定，注意

自身安全，再依應變程序，進行通報、救

災與急救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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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



SIN-應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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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的注意事項

1. 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 搶救人員須確實配戴適當防護裝備。

4. 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向專家及相關災害

諮詢求救！

5. 要會運用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 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

7. 行動務求正確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

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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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外洩應變步驟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若外洩狀況有立即中毒或火災爆炸的危險:

 應立即疏散並尋求外援

 若外洩狀況沒有立即的危險:

 化學品若具可燃性，應立刻關閉所有火源，移除高溫設備。

 外洩氣體或液體若具揮發性，應立刻開啟窗戶通風，通知

實驗室負責人員。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具。關斷洩漏源，以適當的吸收劑

處理。

 盛裝受污染物品（如使用後的吸收劑）的容器，需考量材

質之相容性與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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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應變步驟

如火勢過大，應立即疏散，關閉總電源，執行緊急

通報程序，並通報消防隊請求協助滅火。

如火勢尚未擴大，應立即關閉現場易燃性氣體容器

開關與電源，並儘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與化學品。

確認火災種類，選擇適當的滅火器或滅火毯滅火。

如為化學品外洩起火，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

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通報實驗室負責人與校內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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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分類

一般為火災搶救方便，通常係由發生燃燒
之物質將火災分為四類:

甲類(A類)火災：一般普通火災。

乙類(B類)火災：油類火災。

丙類(C類)火災：電器火災。

丁類(D類)火災：金屬火災。



操作口訣-拉！ 拉！ 壓！

滅火器操作要領



1.拉
拉開安全插銷



2.拉

拉起皮管，朝向火源根部



3.壓

壓下手壓柄，左右移動皮管掃射接近火點



4.確認

熄滅後，用水澆熄餘燼，保持監控，

確認火勢已熄滅





疏散與逃生

逃生設施：需確保逃生通道可通往出口，逃生門

勿上鎖。

平時應維持實驗室內出入口的動線暢通。

平時應熟悉多個逃生路線：至少需熟悉區域內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逃生路線。

熟悉場所配置，摸黑抵達最近的逃生出口。

疏散集結：至事先訂定的疏散集合地點清點人數，

若有失蹤人員應通知緊急應變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災後清理重點

 成立災後復原工作小組，擬定災後復原計畫

 進行災區劃分與管制

 確認災害現場(Hot Zone)之潛在危害

 污染濃度高低著合適防護裝備(以偵測值評估)

 殘存化學品的處理及回收

 環境及受損設備的清理及恢復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
現場警戒與

安全

現場狀況

研析

配戴個人防

護裝備

偵測現場有

害物濃度

實驗室通風

換氣

中和洩漏化

學品

吸收體吸附

洩漏化學品

廢棄物密封

桶裝

以小蘇打或

檸檬酸清洗

持續通風

換氣

依廢棄物清

理法規清理

確認實驗室

環境安全無

虞始得開放

使用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1)

 現場警戒與安全

 限制人員進入，未著防護裝備人員勿進入污染區直至洩
漏區域完全清理乾淨為止，另將所波及化學物質種類、
潛在危害的訊息及管制範圍通知有關的人員，並作必要
的標示。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2)
 現場狀況研析

 現場狀況研析需包括取得實驗室運作化學物質清單(含數
量)、實驗室內部配置圖、現場污染濃度複查偵測，以利
評估所需復原資材，包括個人防護設備、實驗室化學物質
暫存區、儲存容器種類與數量、圍堵與吸附設備、抽風或
排氣裝置等。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3)
 配戴個人防護裝備

 進行災後清理復原作業時，為避免人員暴露化學物質危
害，務必參考化學物質的安全資料表(SDS)所建議的防
護等級，若無相關資訊，建議防護等級至少是C級化學
防護衣，以確保作業人員安全。

防毒面具

防護手套

抗化靴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4)

 偵測現場有害物濃度

 選擇適當的偵測器，進行現場有害(毒)化學物質濃度以及
廢水pH值等監(偵)測數值，建議優先偵測現場可燃氣體的
濃度(LEL, %)、氧氣濃度、VOCs濃度等，且需確認是否
有火災爆炸(如是否達爆炸下限)、侷限空間(如氧氣、一氧
化碳以及硫化氫等)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5)
 實驗室通風換氣

 為快速降低實驗室污染物濃度，可將實驗室對外之門窗開
啟，並利用電風扇等抽氣裝置，進行強制換氣，以減少化
學品蓄積，並降低清理人員之健康風險，但仍需注意如實
驗室背景資料中有易燃易爆之化學品時，應先考量可能會
引起引火源之動作或設備。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6)

 中和洩漏化學品

 如洩漏化學品如為強酸、強鹼、急毒性等物質，可能
會直接影響操作人員之安全物質，請優先查詢救災資
訊(如SDS)，確認適合的除污溶液，若無相關資訊，應
詢問原化學品供應商或相關應變單位，確認是否適合
之除污溶液。

 吸收劑吸附洩漏化學物質

 洩漏化學物質先以條狀的吸液棉圍堵住，再以片狀的
吸液棉將洩漏液吸附完成清理，最後圍堵使用過後吸
液棉，需放入特定的廢棄物處理桶，以縮短災後復原
時間及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的情況。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7)

 廢棄物密封桶裝及暫存

 環境復原過程中，應將洩漏化學物質或沾附到化
學物質之物品，分類及統一收集放置廢棄物處理
桶中或處理袋內暫時貯存，該暫時貯存的廢棄物
應依
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且須確保
廢棄物處理桶或處理袋內不會有破損或
外漏狀況，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以小蘇打或檸檬酸清洗

 如洩漏在地面、實驗桌、抽氣櫃等處之化學物質
經移除後，仍有可能殘留微量的化學物質，可使
用小蘇打或檸檬酸清洗，以確保洩漏化學物質能
完全除污。



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8)

 持續通風換氣

 完成污染物質移除及環境復原作業後，由於空氣中可
能會有殘留的化學物質氣體蒸氣，故需持續進行實驗
室通風換氣，以確保室內空氣品質。

 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清理

 環境復原後所產生的廢棄物，為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或
任意丟棄，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完成清理。

 確認實驗室環境安全無虞始得開放使用

 經校方環安人員確認實驗室環境安全無虞(無空氣、廢
水、廢棄物等污染危害)後，始得對外開放使用。



案例分享



歷年實驗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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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學校名稱 事故原因 傷亡情形

2013/05 台中市 中興大學 有機合成化學實驗室，進行純化實驗時發生爆炸 2人受傷

2013/05 彰化縣 彰師大
實驗室學生實驗時，因操作不慎，將硫酸倒入水
槽，使多名人員受傷

7人送醫

2013/06 雲林縣
雲林科技大

學
廢棄物火警，消防隊灑水有爆炸及冒白煙現象，
卸載後消防隊射水產生局部爆炸。

2013/06 台北市
臺灣師範大

學
實驗室胺基磺酸鎳與胺基磺酸鈷電鍍槽起火

2014/01 新竹市 清華大學 施工不慎造成起火，由風管管道間延燒 2人受傷

2014/01 新竹市 清華大學 膠體滲透層析儀(GPC)電器火災

2014/02 台中市 大墩國中
疑似學生打掃用水清洗，噴濺氫氧化鈉，現場有
煙霧

1人受傷

2014/03 高雄市 旗山國中
理化課進行燃燒硫粉實驗時不慎吸入所生二氧化
硫氣體

6人受傷

2014/06 新竹市 清華大學 生科二館5樓實驗室，滅菌鍋起火燃燒

2015/04 台中市 中興大學
化學系實驗室進行火焰光度計儀器暖機時，一旁
20公斤之瓦斯鋼瓶不明原因發生爆炸



歷年實驗室案例
時間 地點 學校名稱 事故原因 傷亡情形

2015/09 台南市 成功大學 共用實驗室之晶圓清洗平台發生火警

2015/10 台北市 台北科技大學 電動車實驗時鋰電池失火

2015/12 台中市 中興大學 實驗室之微生物電泳實驗設備起火燃燒

2016/02 屏東縣 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微生物實驗室恆溫震盪器電線走火

2016/05 台北市 台灣大學 物理館實驗室疑似氟氣外洩事故(氖氣)

2016/05 台北市 台灣大學 化工系實驗室內攪拌器起火燃燒

2016/10 台北市 台灣大學 電機二館光學實驗室空壓機起火燃燒

2017/06 台中市 中興大學
學生將硫酸鎂倒入垃圾桶，因桶內有易燃物導致

起火燃燒，造成該名學生受傷送醫
1人受傷

2017/11 台北市 陽明大學 實驗室操作氫氧化銨不慎造成洩漏

2018/02 台中市 東海大學 學生不慎打翻5公升瓶裝倍羰烯造成洩漏 2人受傷

2018/04 台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將實驗室廢液倒入不相容之廢液桶中導致火

災

2018/11 台北市 台灣大學 電機館四樓實驗室砷化氫管線洩漏 46人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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