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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之前…………

今天您為何而來？想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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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 好的工作環境能讓人發揮最大效益
• 不好的工作環境除了使工作效率降低，還

可能發生危險，或導致疾病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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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題

• 實驗室安全衛生
• 工作場所潛在的安全與健康危害
• 相關法令簡介
–勞工安全衛生法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 學校教學實驗場所的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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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場所的安全衛生

• 學校的實驗、實習場所往往是工作場所的
縮影
–工廠、實驗室

• 除了技術之外，良好的工作習慣和正確的
安全衛生觀念也需要從小養成
–辨識潛在的危險狀況
–有效的自我保護((((同時也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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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以上實驗場所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

• 勞工安全衛生法已經部份適用於國民中學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101101101年1111月3333日公告「指定

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國民中學部分工作場所適
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並自中華民國101101101101年1111月
1111日生效。」
•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等

部分工作場所。

• 安全衛生的觀念應從小培養
–工作、生活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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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不安全事件

• 79797979年10101010月，台北市○○國小四年級學生在
學校操場玩躲避球時，不幸遭施工中的鏟
土機輾斃

• 88888888年11111111月，台中市○○國中學生在物理實
驗室打掃時，將酒精倒於地上玩耍，在添
倒酒精時引燃氣爆，3333名學生灼傷

• 89898989年4444月，台南市○○國中學生上工藝課時，
以三氯乙烯黏貼塑膠板，因吸入蒸氣而昏
迷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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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物體掉(飛)落災害案例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內的南一書局，於94.5.21
上午九點三十六分時，倉庫內堆放得比人還
高的教具突然傾斜，隨即有如骨牌效應一般
整排倒塌，七名工人來不及閃避，被倒下的
教具壓傷，發生教具倒塌的意外，有七名工
人閃避不及被壓傷，幸好都只是輕微的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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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不安全事件(2)(2)(2)(2)

• 90909090年12121212月，彰化市○○國小7777名學生打掃前
一天校友把玩滅火器後殘留地面之乾粉，
因吸入過多粉末而送醫，其中4444人住院觀察

• 94949494年5555月，台南縣○○國中學生在工藝課時
使用磨刀機，被斷裂的雕刻刀射傷眼睛致
使左眼完全失明

• 95959595年11111111月，台南市○○國中一名學生上課
操作砂輪機發生意外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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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不安全事件(3)(3)(3)(3)

• 95959595年11111111月，台南市○○國中棒球隊許姓隊員，在
球場上被割草機操作時飛濺出的塑膠細片刺傷右
眼失明

• 97979797年10101010越，嘉義縣○○國小二年級許姓學童，下
午在校園內玩躲貓貓遊戲時，意外被電死在地下
室消防機房中

• 98989898年12121212月，屏東縣○○國中導師洪○○帶領學生
打掃校內環境，在校園內空地點火燒垃圾，留置8888
位學生處理善後，黃姓同學不慎滑倒跌入殘火堆
中，造成右手臂及右小腿2222級灼傷住院202020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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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法
• 工作安全與健康的保障

–良好的工作環境除了保障工作者的安全與
健康，也有助於提升工作效能

• 法令規範最低安全衛生標準
–原來只適用於高危險性行業，後逐漸擴增

適用行業
–較具危險性的教學活動已列入管制範圍
•學生是未來的工作者，養成良好觀念與

工作習慣應從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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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類

• 實驗場所常見的危害分為五大型態
–化學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人因危害
–安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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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

• 接觸化學物質引起的身體刺激、損傷
火災、爆炸、缺氧、中毒、腐蝕

火災、爆炸中毒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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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危害

• 過多的能量傳遞至身體而導致危害
噪音、振動、高溫、低溫、電磁波、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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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

• 因為接觸微生物、寄生蟲、動植物、生物
代謝產物或生物製品而產生危害
流行性感冒、過敏、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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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

• 因工作環境、工作流程、工作習慣或工具
設計不當而導致危害
重複性動作、過度施力、過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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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危害

因環境或操作不良而引發人身（財物）危害
墜落、倒塌、崩塌、感電、被夾(捲)、被撞

感電

被夾(捲)墜落

被撞 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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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令

•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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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工作環境條件基本要求
• 安全設施、設備基本要求
• 相關規定是保障人員安全及健康的最起碼

條件，實際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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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全文總計328328328328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二章 工作場所及通路
第三章 機械災害之防止
第四章 危險性機械、設備及

器具
第五章 車輛機械
第六章 軌道機械
第七章 物料搬運與處置

第八章 爆炸、火災及腐蝕、
洩漏之防止

第九章 墜落、飛落災害防止
第十章 電氣危害之防止
第十一章 防護具
第十二章 衛生

第一節 有害作業環境
第二節 溫度及濕度
第三節 通風及換氣
第四節 採光及照明
第五節 清潔

第十三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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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危害通識規則
• 什麼是危害通識
• 危害通識的內容
• 危害通識的標示
• 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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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通識規則，100.1.7100.1.7100.1.7100.1.7更新))))

• 危險及有害化學品管理的基本原則
–危險物：具有火災、爆炸、腐蝕等危險性的

化學品
–有害物：可能會影響人體健康或生態平衡的

化學品
–目前分為27272727大類危害特性，透過列表的方

式管制化學物質

什麼是危害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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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標示
• 危害通識計畫
• 物質安全資料表
• 教育訓練
• 危害物質清單

危害通識規則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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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 圓圈上一團火焰 炸彈爆炸

腐蝕 氣體鋼瓶 骷髏與兩根交叉骨

驚嘆號 環境 健康危害

危害標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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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標示

• 圖式標示共九種
– 白底紅邊++++黑色符號

易於辨識危害特性
– 圖式不含文字，

各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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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標示

標示於化學品包
裝外，以便辨識
潛在危害

 

丙烯腈(Acrylonitrile) 

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危害成分：丙烯腈 

危害警告訊息：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吞食致命 

皮膚接觸致命 

造成皮膚刺激造成眼睛刺激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懷疑致癌 

長期暴露會影響腸胃 

對水生生物有毒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危害防範措施：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遠離引燃品－禁止抽煙 

穿戴適當的防護衣物 

避免長期暴露 

避免釋放至環境中 

 

製造商或供應商：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害圖式

危
害
警
告
訊
息危

害
防
範
措
施 供應商資料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險 警示語

產品(商品)名稱
(主要危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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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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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二﹑危害辨識資料 十﹑安定性與反應性

三﹑成分辨識資料 十一﹑毒性資料

四﹑急救措施 十二﹑生態資料

五﹑滅火措施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六﹑洩漏處理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十五﹑法規資料

八﹑暴露預防措施 十六﹑其他資料

緊急事故
處理資訊

※※※※至少每三年更新一次至少每三年更新一次至少每三年更新一次至少每三年更新一次

危害
處理
方法

如
何
預
防
事
故
發
生

其他
相關
資訊

物質安全資料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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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怎麼用？

• 平日放在顯眼且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 使用操作者應該先看過物質安全資料表，

並依照建議操作方式使用及儲存化學物質
–主要危害特性
–危害預防方法、儲存方式、防護具選用
–使用及廢棄注意事項

• 緊急狀況生時，可按照說明進行緊急應變
–急救、清理、善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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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更新

• 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第15151515條
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物質安全資料表內
容之正確性，並適時更新，其內容、更新
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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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清單

•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第17171717條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其內容應含物品名稱、
其他名稱、物質安全資料表索引碼、製造
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使用資料
及貯存資料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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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第17171717條
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
害物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及時數依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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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

• 中小學的實驗教學活動，本質上大多已經
設計在安全的前提下進行，但學生應從最
安全的狀況下，建立安全衛生的概念
–事故往往在不注意的瞬間發生，有時後果無

法彌補
–事前的預防更勝於事後的補救

36

實驗場所的安全衛生

• 建立安全的工作觀念，養成安全的工作習
慣，可以降低危害發生的機會，保護自己
也保護他人

• 實驗、實習場所應明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進入這些場所，需事先了解相關規定並確
實遵守
–安全衛生規定大多是根據前人流汗、流血或

慘痛經驗獲得的教訓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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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衛生準則(1)(1)(1)(1)

• 實驗前的準備工作
–確實了解危險設備的安全操作步驟
–了解緊急狀況的處理步驟
–熟悉實習場所緊急逃難路線及替代路線
–熟悉鄰近滅火器、洗眼器、淋浴裝置、

急救箱的位置
–熟記危急處理電話號碼及呈報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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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衛生準則(2)(2)(2)(2)

• 實驗、實習場所的安全衛生準則
–確實遵守各實驗場所訂定的安全規則
–每一次使用工具、機械、設備等，都要確實

按照正確程序使用，不要任意省略任何步驟
–設備若有安全裝置，每次務必確實使用



39

安全裝置及防護具

• 所有的安全裝置都是為了保護使用者的安
全而設置的，請務必確實使用
–開始操作機械設備前，應確認正確操作程序，

並確認所有安全裝置都正常使用中
–安全裝置損壞時應暫停使用設備，待更新或

維修完畢後再使用，以確保安全
• 工作過程中若需使用防護具，應確實配戴

並正確使用

40

實驗室常用的防護具

• 幫助避免危害發生，或降低危害的程度
• 通常用在身體可能接觸危害的部位
–頭部、臉部、眼睛：頭盔、面罩、安全眼鏡
–皮膚：手套、安全鞋、工作服、防護衣
–耳朵、口鼻：耳塞、耳罩、口罩

• 選用適當的防護具，正確使用並定期清理
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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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用的防護具
配合實驗((((工作))))的
潛在危害，使用
適當的防護具
確實佩戴使用
定期檢修保養或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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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用的防護具

手套
• 不同材質適用不同的

環境條件
– 隔熱、耐酸鹼、防電

• 有些手套不適合重複
使用，有些一有破損
就必需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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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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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概論

• 實驗場所的潛在危害
• 安全衛生法規簡介
–勞工安全衛生法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 實驗室的安全衛生管理

本單元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