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防護具個人防護具個人防護具個人防護具

大專校院實驗室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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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高雄港附近拍到”個人防護具”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1.認識實驗室常用之個人防護具的種類

2.學會正確選擇個人防護具

3.學會個人防護具正確穿戴方法及保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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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單元2. 個人防護具簡介

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單元5. 防護衣

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單元7. 聽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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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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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 危害評估

– 檢視工作或實驗的流程，與所使用的儀器設備與原料

，判斷可能的危害類型與嚴重度

– 例:化學性作業:翻閱所使用的化學物質的物質安全資料

表，瞭解該物質的在環境中的性狀與本身特性(固/液/氣表，瞭解該物質的在環境中的性狀與本身特性(固/液/氣

態、腐蝕性、揮發性與脂溶性高低等)、毒性等級等。

– 生物實驗操作細菌或病毒，可先查閱”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附表二”，瞭解該微

生物的生物危害分級 (Risk Group 1~4)，或參考國外的

”生物安全資料表”，瞭解該為生物的毒性高低、危

害類型與應採取的危害預防措施等
6



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危害預防方法的優先順序：

1. 工程控制
a. 取代：低毒原料取代高毒原料；低危險製程代替高危險製程

b. 減量：以較少原料進行生產

c. 隔離：將產生危害的設備、製程或人員隔離c. 隔離：將產生危害的設備、製程或人員隔離

d. 通風：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

2. 行政管理
a. 教育訓練

b. 個人衛生

c. 廠房整潔

d. 物料標籤

3. 個人防護具（（（（最後一道防線最後一道防線最後一道防線最後一道防線））））

e. 輪班作業

f. 環境監測

g.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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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案例與參考作法:

案例一：噪音危害
1. 工程控制：將噪音產生源隔離或加裝屏障
2. 行政管理：改變作業方式以產生較低噪音的方式為之

或輪班工作或輪班工作
3. 個人防護具：配戴耳塞或耳罩

案例二：呼吸危害
1. 工程控制：局部排氣系統或整體換氣
2. 行政管理：改變作業方式或輪班工作
3. 個人防護具：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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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個人防護具使用之時機：

--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時

(如歲修)。

--進行作業場所危害預防裝置的維護、保養、修

護工作時(學校抽氣櫃故障?)。護工作時(學校抽氣櫃故障?)。

--當工作的場所或製程本身無法採取合適之工程

控制措施時(烤漆工人、機車騎士)。

--即使採用了工程控制措施，仍無法將可能發生

的危害風險降至可接受的範圍。

--緊急意外事故逃生或搶救人命時。 9

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進入實驗室基本且必要的安全衛生防護裝備：

1. 眼鏡與實驗衣 醫生穿白袍?

（http://www.ecm.auckland.ac.nz/safety/saf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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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危害評估與控制

•進入實驗室基本且必要的安全衛生防護裝備：

2. 包腳鞋

（http://www.ecm.auckland.ac.nz/safety/safety.html）
11捷運站要穿??

單元2. 個人防護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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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2. 個人防護具簡介

•眼睛與臉部防護
具
•呼吸防護具
•防護衣

• 唯有使用時，個
人防護具才能提
供保護

個人防護具種類個人防護具種類個人防護具種類個人防護具種類：：：： 重要觀念重要觀念重要觀念重要觀念：：：：

•防護衣
•手足安全防護
•聽力保護
•……

• 個人防護具一定
要正確使用，否
則將比不用時更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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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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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試想當時如果沒有這些保護裝置

• 後果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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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進入任何對眼睛具有潛在危害的場所中

應強制規定使用眼睛保護裝置。

• 對象應包括老師、學生、維修人員、訪

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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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實驗室中會對眼睛或臉部造成傷害的因素：

危害種類 相關作業

衝擊
切削、研磨、雕刻等會產生體積較大且具
有較大動能的飛行物體或碎片有較大動能的飛行物體或碎片

熱 高溫爐、鎔鑄、焊接等會產生高溫的作業

化學物質 化學品或檢體的操作

粉塵 木工作業

光 焊接、熔切、操作雷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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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防護具種類與選擇：

1. 安全眼鏡 2. 護目鏡
3. 面罩
(無法單獨提供保護)

化學品處理或有
液體噴濺之虞者

安全眼鏡或護目鏡
不足時可搭配使用

機借操作或研磨作業等
具有固態物質噴射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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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防護具種類：

4. 焊接用防護面具 5. 濾光鏡片

焊接專用面罩
上圖:不同波長其防護鏡亦不同
下圖:安全眼鏡之透鏡顏色須依使

用場所之需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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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場所之需求而有所不同

案例
• 案例一(2005/11/30)博士生進行Raman cell 實驗時，不慎被

由稜鏡折射的雷射光擊中右眼部，使得黃斑部受到嚴重傷
害，因為護目鏡將訊號光減弱太多，無法看見訊號光，所
以摘下護目鏡。

• 案例二(2008/2/27)某博士後人員在調節OPO雷射時，被雷
射打傷眼部。

• 案例三(2009/11/27)某博士後人員在使用770 nm dye laser • 案例三(2009/11/27)某博士後人員在使用770 nm dye laser 

時，發現反射鏡鬆動，需加以固定。在調整反射鏡時，由
於鏡片轉動，光線掃到左眼，當時感覺一片漆黑。左眼目
前仍在觀察就醫，黃斑部灼燒一個洞，預期不會恢復。已
通知勞保職業傷害給付。目前正常上下班及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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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隱形眼鏡：

－在實驗室中

1. 禁止配戴隱形眼鏡（最保守的作法）

2. 審慎評估戴隱形眼鏡的風險2. 審慎評估戴隱形眼鏡的風險

3. 使用氣密型護目鏡

－當化學品不慎進入眼睛時

1.以清水沖洗並立即摘除隱形眼鏡

2.連續沖洗至少15～30分鐘

3. 送醫院檢查
21

單元3. 眼睛與臉的保護

• 隱形眼鏡（無法視作個人防護器具）

－在實驗室中一般是禁止配戴隱形眼鏡，主要的原因為：

1. 當異物進入眼睛時，由於人體的反射動作將使眼皮

緊閉，讓取下隱形眼鏡的難度增加，延長急救的時緊閉，讓取下隱形眼鏡的難度增加，延長急救的時

間。

2. 有些化學品的蒸汽會穿透隱形眼鏡材質，而在隱形

眼鏡的覆蓋下蒸汽分子與眼睛反而有更長的作用時

間。

3. 長期配戴隱形眼鏡會降低角膜敏感度而減少淚液的

分泌，因此降低保護作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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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4. 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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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呼吸危害物之分類空氣中呼吸危害物之分類空氣中呼吸危害物之分類空氣中呼吸危害物之分類

油性油性油性油性
物質物質物質物質

霧滴霧滴霧滴霧滴

「「「「粒狀物粒狀物粒狀物粒狀物」」」」是指懸浮於空氣中的微粒懸浮於空氣中的微粒懸浮於空氣中的微粒懸浮於空氣中的微粒

其大小通常以微米微米微米微米（10-6 公尺）

或奈米奈米奈米奈米（10-9 公尺）為單位。

液態

粉塵粉塵粉塵粉塵

燻煙燻煙燻煙燻煙

生物性生物性生物性生物性
微粒微粒微粒微粒

氣體氣體氣體氣體

蒸氣蒸氣蒸氣蒸氣

固態
氣狀氣狀氣狀氣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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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media
Dirty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呼吸防護具的選擇

1. 「防塵口罩」與「防毒面具」的差異？

圖片來源:濾罐吸附有機溶劑負荷情形(Nelson,1976)

Filter media
Dirty 
air

Clea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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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FR84 之濾材分類

N-Series

Not for oil 

R-Series*

Resistant to oil

P-Series**

Oil Proof

95% N95 R95 P95

類別

過濾效率

* Time restriction of 8 hours continuous or intermittent use if oil is present.
** Manufacturer’s time use restrictions apply if oil is present.

99%

99.97%

N99

N100

R99

R100

P99

P100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呼吸防護具的選擇

2. 呼吸防護具有不同的型式與等級，是否適合?

是否有效?

3. 同一種類型的PPE不是每個人都適用3. 同一種類型的PPE不是每個人都適用

4. 佩戴呼吸防護具可將危害物濃度降低多少倍? 

5. 何謂「防護係數」與「密合係數」？

30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呼吸危害：環境中空氣不適合呼吸(如缺氧)

或有危害物存在。

• 何謂IDLH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IDLH狀態下須要使用供氣式呼吸Health)？ IDLH狀態下須要使用供氣式呼吸

防護具

特別針對急性呼吸危害之暴露而定，達此濃度可能造成

1. 生命喪失

2. 不可逆的健康效應

3. 降低逃生能力

31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氧氣濃度與生理現象

安全界限
但應連續
實施換氣

呼吸及脈
數增加,
頭疼嘔心

失神昏倒
7-8分鐘以
內死亡

顏面蒼白
意識不明

目眩嘔心
肌力下降
無法支稱
體重而墜
落

瞬間昏倒
停止呼吸
痙攣
於6分鐘
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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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係數
(Protection Factors, PF)

PF =
環境中污染物之平均濃度

防護具內污染物之平均濃度

濾材效率 +  面體洩漏

濾材效率檢測
42CFR Part 84

EN 149:2001

CNS 14755 Z2125

密合度測試

當濾材效率達100％
時，PF = FF（密合度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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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你的並不一定適合我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具使用原則

挑選適當大小的面體，注意密合情形。

Surgical Surgical Surgical N95 N95 Surgical

mask 1

Surgical

mask 2

Surgical

mask 3

N95 

mask 1

N95 

mask 2

平均 3.9 5.7 4.0 21.6 80.9

標準差 2.1 4.4 3.0 27.7 70.7

最大值 8.4 23.3 17.0 112.6 200.0

最小值 1.2 2.0 1.4 1.6 4.4

100以上比例以上比例以上比例以上比例 0.0% 0.0% 0.0% 6.5%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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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呼吸防護具的使用

1. 選用正確有效呼吸防護具。

2. 使用前檢點

3.3. 密合度測試（定性與定量）與密合度檢點

（正壓與負壓）

37

•教導並要求正確的戴用。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20030401聯合報）
（時報週刊1311期） 38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具密合確定方法:密合度檢點（fit check），
每次都應該進行；呼吸防護具配戴者自行檢查防護具
與臉部密合的情形

正壓檢點 負壓檢點
拋棄式防塵口罩簡
易密合檢點之方式

39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具密合確定方法:密合度測試（fit test），
第一次挑選或定期測試合度測試

定性測試
防塵--糖精、刺激性煙霧
防毒--香蕉油

定量測試
實際測定面體內外濃度

40



單元4. 呼吸防護具

• 呼吸防護具儲藏

1. 避免呼吸防護具遭受到
– 物理性破壞 (physical damage)

– 化學性物質 (chemicals)– 化學性物質 (chemicals)

– 粉塵 (dust)

– 陽光 (sunlight)

– 極端溫度 (extreme temperatures)

– 過度濕度 (excessive moisture)

2. 供緊急使用之呼吸防護具應標示清楚並
備使用方式置放於適當位置。 41

單元5. 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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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5. 防護衣

• 一般實驗衣（laboratory coats）

1. 在使用或儲存化學物質的實驗室中必須穿著實

驗衣。

2. 一旦發現實驗衣有污染時應立即脫除，因此實2. 一旦發現實驗衣有污染時應立即脫除，因此實

驗衣的顏色應以白色為最理想，而且必須保持

乾淨。

3. 個人穿著：穿著長褲以及包腳鞋（鞋跟不宜太

高）、鬆垮的衣服以及過長的頭髮也可能造成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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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5. 防護衣

• 特定作業用防護衣

1. 當操作毒性、腐蝕性較強的化學物質時，應穿

著適當之化學防護衣,如:防火防護衣、防電防護

衣、防化學物質防護衣、防高溫防護衣、防輻衣、防化學物質防護衣、防高溫防護衣、防輻

射防護衣。

2. 處理檢體或微生物相關作業時，必須穿著符合

相關規定之防護衣具。

45

化學防護衣具等級分類表(美國疾病管制局)

防護等級防護等級防護等級防護等級 環境狀況環境狀況環境狀況環境狀況 使用裝備使用裝備使用裝備使用裝備

A 1.劇毒化學物質，化學液體，化學氣
體會傷害皮膚.
2.氧氣濃度低於19.5%

1.正壓全面式的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2.包含自攜式空氣呼吸器的正壓式輸氣管面。
3. 氣密式連身防護衣。
4.防護手套
5.防護靴

B 1.已知濃度和種類的有害污染物，可
由呼吸進入人體造成影響。
2.空氣中含氧量小於19.5％。

1.正壓式全面式的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2.包含自攜式空氣呼吸器的正壓式輸氣管面
罩。2.空氣中含氧量小於19.5％。

3.化學液體或氣體或氣體對皮膚不會
嚴重傷害或經由皮膚吸收。

罩。
3.非氣密式連身防護衣。
4.防護手套
5.防護靴

C 1.化學氣體不會傷害皮膚
2.氧氣濃度大於19.5%

1.全面式或半面式的空氣濾清式口罩。
2.一件或二件式化學防濺衣。
3.防護手套
4.防護靴

D 1.空氣中無污染物或濃度低於管制標
準。
2.無飛濺、無浸泡、無吸或接觸上的
危害。

1.通常此狀況無須呼吸防護具。
2.防護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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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防護衣分類標準

• 第一類（Type 1）氣密式防護衣
– EN 943-1:2002

– 相當於美國A級防護衣
• 第二類（Type 2）非氣密式防護衣

– EN 943-1:2002

– 相當於美國B級防護衣
• Type 3• 第三類（Type 3）液體密封式防護衣

– EN 466:1995

– 相當於美國C級防護衣，Tyvek C等級
• 第四類（Type 4）噴液密封式防護衣

– EN 465:1995

• 第五類（Type 5）粒子密封式防護衣
– Tyvek等級

• 第六類（Type 6）濺液有限度密封防護衣

防護衣與手套滲透性測試

• 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 單位面積下,每分鐘化學物質穿透材的量,單位為
µg/cm2/min。

穩定態滲透率穩定態滲透率穩定態滲透率穩定態滲透率::::滲透後逐漸增加而達到的滲透最大值
(Steady-state Permeation Rate, SSPR) ，SSPR越小，
防護效果越佳。防護效果越佳。

• 破出偵測時間破出偵測時間破出偵測時間破出偵測時間: 材質與危害物質接觸後,在材質另一側可以
監測器測到危害物質的第一時間。

正常化破出偵測時間正常化破出偵測時間正常化破出偵測時間正常化破出偵測時間:當滲透率於開放測試腔達0.1

µg/cm2/min或於密閉測試腔達0.25µg/cm2/min所需之時間
(ASTM F739-99,CNS14384-3),或是歐盟所訂之滲透率達
1µg/cm2/min或所需的時間(EN374-3)。



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根據美國職業病發生調查:皮膚疾病
佔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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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 Wetterhahn 博士之死（二甲基汞與乳膠手套）

1.沒有一種材質可以隔絕所有的化學物質，

差別只在於時間的長短。

Picture from The Scientis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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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氫氟酸（工業界中的化骨水）
半導體業以氫氟酸作為清洗劑、玻璃蝕刻業以氫氟酸作為蝕刻劑、鋼鐵業使用氫氟酸

作為表面除鏽劑、石化業以氟化氫作為催化劑、清潔服務業以氫氟酸作為污物腐
蝕清洗劑以及作為外牆清洗劑。一般商品名為無煙鹽酸者部份也含有少量氫氟酸。

氟化氫本身是氣體，溶於水後是一種強酸，稱為氫氟酸，氫氟酸屬特定化學物質丙類
第一種物質，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為3ppm，吸入時會刺激鼻、咽、眼睛及
呼吸道，高濃度蒸氣會嚴重的灼傷唇、口、咽及肺，50ppm 濃度下暴露數分鐘可
能致死；皮膚接觸其氣體或無水液體如濃度不高時可能會延遲數小時才會造成疼能致死；皮膚接觸其氣體或無水液體如濃度不高時可能會延遲數小時才會造成疼
痛難忍的深度皮膚灼傷。有時會由指甲縫滲入手指，造成指尖的疼痛。如係慢性
中毒則可能會有心臟、神經、腸的問題。 氟化氫主要會與身中之鈣、鎂等離子結
合成不溶性物質，而使體內脫鈣而發生問題，數西西高濃度氫氟酸進入體內即可
將體內游離鈣完全結合，骨骼會脫鈣，甚至造成骨骼之壞死，最小口服致死劑量
約為20mg/kg，急救一般以葡萄酸鈣為主，是危險性極高的一種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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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 手套選用

1. 指標：

待處理的物質

暴露時間的長短

浸透率

機械性強度暴露時間的長短

手套之材質

靈活度與厚度

舒適性

現場溫度

抗老化性

機械性強度

工作電壓等級

作業方式

檢驗證明

製造商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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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 檢視

1.使用之前務必檢視手套之狀態：

是否變色？膨脹??

有無穿孔或撕裂？

55

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安全手套使用時的注意事項安全手套使用時的注意事項安全手套使用時的注意事項安全手套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1.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不得使用手套。
2.使用前和使用後都應做手套之外觀檢查。
3.無萬能的手套，使用時必須正確穿戴適合於作業內容的手套。
4.須特別注意有些手套可耐濃硫酸，但卻不耐稀硫酸，其他類似情形亦同。
5.可耐單種溶劑如酒精、甲苯之手套，但卻不一定能耐此混合之有機溶劑。
6.因手套製造過程中有混入可塑劑等種種物質，其與主材質原性能將大不相同，需6.因手套製造過程中有混入可塑劑等種種物質，其與主材質原性能將大不相同，需

特別注意。
7.使用適合工作場所電壓值的電用橡膠手套。
8.使用高電壓手套（B種或C種）一定要在手套外側另套用皮革手套，以保護橡膠手

套免於作業中受刺穿破，以策安全。
9.戴用電用橡膠手套前，應將手錶及手鍊等金屬物卸下。
10.戴上手套後試握手指會不會痛，以及觀察指頭的縫製有沒有擰在一起。
11.戴用防振手套從事工作，如機具握太緊時振動感較大，但放鬆時作業性又會變差，

故要握得恰到好處。
12.在檢查時或使用中如發現有任何不良，應立即更換新品，不可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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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手套的保養維護安全手套的保養維護安全手套的保養維護安全手套的保養維護

1. 保存的地方應避免高溫高溼的場所。
2. 有些材質的手套不適合與空氣接觸，應用塑膠袋等保存較

好。
3. 熔接用防護皮手套不能洗，並且不要密封在塑膠袋內以免

變質或發霉。
4. 避免重物壓放或摺疊存放。
5. 電用橡膠手套若有接觸油污、應立即以酒精清洗。若以水

清洗時，要立即用乾布擦拭，並放陰涼處風乾。
6. 電用橡膠手套洗濯時不要使用含油性強的溶劑系列。
7. 電用橡膠手套應避免受到太陽直接照射（紫外線會使其提

早損壞），以室溫保存較不易變形，並塗抹滑石粉一雙一
雙保存於箱內。

8. 職業衛生用防護手套使用後用水洗（聚乙烯醇材質之手套
除外），並讓其陰乾。

9. 各種手套的保養維護，都必須依照廠商提供之使用說明書
內的保養維護方法。

單元6. 手部安全防護

• 拋棄式手套脫除步驟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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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7. 聽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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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7. 聽力保護

• 聽力損失的種類

• 認識聽力損失

1. 噪音所引起的聽力損失是不容易察覺的過程，

而且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 聽力損失的種類

1. 傳音性

2. 感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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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7. 聽力保護

• 防護具種類

1. 依外型分成耳罩與耳塞。

優點 缺點

耳罩

• 方便雇主或檢查人員判斷作業人員有
無配戴

• 沒有尺寸上的問題

• 適合長時間使用（密合性、舒適性）

• 頭部會有束縛感

• 在熱環境下比較不舒服

• 不容易與其他防護具搭配使用

耳塞

• 體積小、重量輕

• 在熱環境下工作時感覺較舒服

• 比較容易與其他防護具搭配使用

• 容易鬆拖，需要經常做調整

• 配戴上較需要技巧

• 容易污損 61

單元7. 聽力保護

• 耳塞之配戴方法

1. 因外耳道有向眼睛之方向前下方彎，要帶好

耳塞應將耳道拉直，才能達預期效果。

A.若為可壓縮型，將耳塞柔捏成細長
調狀；若為不可壓縮型，則跳過此
步驟。

B.另一手繞過頭部，將耳朵向外向後。
C. 將耳塞插入耳道，由外往內壓數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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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7. 聽力保護

• 使用注意事項

1. 醫療衛生：例耳道疾病患者不適用耳塞。

2. 佩戴防音效果檢查：因講話咀嚼等動作會使耳

塞鬆脫，進而影響其防音效果，需隨時檢查重

新佩戴。

3. 保養及更換：長期使用防護具，其軟墊、橡膠

等部分會有老化現象，進而影響其防音效果，

需隨時檢查或更換。

4. 個人衛生習慣：注意佩戴時手部清潔，防護具

應為個人專屬，不宜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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