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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毒物之皮膚暴露與吸收

皮膚暴露為工業化學毒物進入人體主要途徑之一

皮膚抗阻化學物質入侵之屏障功能 (barrier functions) 常

因物理性及化學性傷害而減損

物理性傷害包含擦傷、磨傷、針扎意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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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傷害包含擦傷、磨傷、針扎意外等

源自作業環境之化學性傷害包括因接觸酸、鹼性物

質導致表皮層 (epidermis) 產生生理結構變化，及因

有機溶劑、清潔劑暴露致使角質層 (stratum corneum) 

滲透性 (permeability) 增加

暴露之化學物質為含多成份之混合物或作業人員遭受多

種化學物同時暴露時，經皮膚暴露之健康危害將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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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表皮層皮膚表皮層

角質層角質層角質層角質層

顆粒層顆粒層顆粒層顆粒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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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狀層棘狀層棘狀層棘狀層

基底層基底層基底層基底層

表皮層與角質層

人體角質層厚度因部位之不同而異，一般介於 10~20 微

米 (µm) 間，為皮膚抗阻化學物穿透之主要障壁；角質

層主要由角質細胞 (corneocyte)、細胞間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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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llular lipid) 與連接角質細胞並固定角質細胞間隙

的蛋白質所組成

在自然狀況下角質層會隨著基底層細胞的增生與分

化而更新替換

一般人正常角質層的再生週期平均約為 15 天



不同身體部位皮膚角質層厚度不同身體部位皮膚角質層厚度

皮膚所在區域皮膚所在區域皮膚所在區域皮膚所在區域 角質層厚度角質層厚度角質層厚度角質層厚度 (µm)

腹部 15

前臂 16

背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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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 10.5

額頭 13

陰囊 5

手背 49

手掌 400

腳掌 600

皮膚障壁功能

皮膚可有效阻止體內水分的散失，維持體內生理恆定、

阻擋外來物侵入之功能，此功能統稱為「皮膚障壁功能」

(skin barrier functions)

在毒理學上，皮膚障壁功能的討論焦點在化學毒物如何

直接破壞皮膚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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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破壞皮膚障壁功能

角質層細胞多寡與結構直接影響障壁功能的優劣

化學物穿透表皮層之速率常以定量化的皮膚滲透係

數 (skin permeation coefficient, Kp) 表示

正常情況下，角質層會隨著基底層細胞的增生與分

化而更新替換；此一過程提供了維持皮膚障壁功能

穩定的基礎



影響皮膚障壁功能的原因

不同身體部位角質層間之差異：

不同身體部位之角質層在厚度上存有差異

不同部位的角質細胞間隙雙極性脂肪層在結構上亦

有差異；因該脂肪層為化學物擴散、滲透通過角質

層的主通道，故其差異可導致皮膚障壁功能變化

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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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主通道，故其差異可導致皮膚障壁功能變化

物理性因子：

物理性傷害可包括擦傷、刀傷、紫外光暴露、及膠

帶黏貼等；作業環境中，以擦傷與刀傷最為常見

物理性傷害之重要性在於其能增加化學毒物皮膚吸

收的風險，使一些不易穿透健康皮膚之化學毒物，

取得藉由皮膚吸收進入人體的途徑

化學物於不同身體部位皮膚滲透速率比較化學物於不同身體部位皮膚滲透速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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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皮膚障壁功能的原因
物理性因子：

其他物理性因子包括溫度與相對濕度

化學物於介質內之分子擴散及溶解會隨溫度上升而增
加；而其皮膚吸收亦會隨相對濕度上升而增加

研究顯示：定溫狀況下，當濕度由 20% 升至 90%時，

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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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定溫狀況下，當濕度由 20% 升至 90%時，
巴拉松之皮膚吸收可增加 2 至 4 倍

病理性傷害：

影響障壁功能之病理因子以皮膚病 (dermatoses) 為主

患有接觸性皮膚炎 (contact dermatitis) 的皮膚，若皮膚
炎處於急性反應階段，角質層障壁功能可隨之下降

研究顯示：重度疥癬患者皮膚對農藥靈丹 (lindane) 之
吸收量為非患者之 10 至 40 倍

影響皮膚障壁功能的原因

化學物承載體 (vehicle) 效應：

化學物承載體通常為一混合物中之液體 (如有機溶

劑)，內含他種毒性較高的溶質 (如溶劑中之污染物)

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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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內含他種毒性較高的溶質 (如溶劑中之污染物)

承載體本身未必具高皮膚毒性或皮膚吸收率，但可

破壞角質層之障壁功能 (如萃取移除角質層內之脂

肪或改變其分佈)，進而增加毒性較高溶質之皮膚

吸收



影響皮膚障壁功能的原因

閉合效應 (occlusion effect)：

閉合效應乃指皮膚因以濕度無法穿透之障壁物

(moisture-impenetrable barrier) 如手套覆蓋或包裹，

以致皮膚污染發生時，沾附於皮膚表面之化學物

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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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皮膚污染發生時，沾附於皮膚表面之化學物

無法透過揮發移除

同時皮膚因覆蓋或包裹產生水分及溫度上升，導

致化學污染物之皮膚吸收增加

在作業環境中，閉合效應通常發生在勞工使用化

學防護衣，但因選擇或使用不當，使得化學污染

物進入防護衣內的情形

皮膚障壁功能指標

皮膚障壁功能有許多評估指標如經皮水分散失

(transepidermal water loss, TEWL)、皮膚含水量 (skin 

hydration) 等；其中以 TEWL 為目前應用最廣泛者

TEWL為一非侵入性 (non-invasive) 之測量方式，主要

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皮膚生理結構與障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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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WL為一非侵入性 (non-invasive) 之測量方式，主要

原理係量測在沒有知覺流汗的情況下，體內水分以水

蒸氣型態，採被動擴散的方式排出體外之多寡

以作為皮膚障壁功能評估指標而言，TEWL測量因其敏

感度高，且可在短時間內得到結果，除評估皮膚無論

在正常或病態時的障壁功能外，亦可應用於皮膚的損

傷預測，或臨床上皮膚疾病的診斷等



皮膚含水量皮膚含水量

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70%(基底層基底層基底層基底層)  

活性表皮層活性表皮層活性表皮層活性表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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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30%(下角質層下角質層下角質層下角質層)

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含水率15%(上角質層上角質層上角質層上角質層)

非活性表皮層非活性表皮層非活性表皮層非活性表皮層

TEWLTEWL

測量儀測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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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污染物化學污染物化學污染物化學污染物

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

化學毒物皮膚暴露發生之型態化學毒物皮膚暴露發生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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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
檯面污染檯面污染檯面污染檯面污染 衣物衣物衣物衣物 空氣空氣空氣空氣

皮膚表面皮膚表面皮膚表面皮膚表面

直接暴露直接暴露直接暴露直接暴露間接暴露間接暴露間接暴露間接暴露

作業環境中皮膚暴露發生之模式

造成皮膚污染之化學物可為液體、固體或氣體；與皮

膚之直接接觸方式包含沉浸或濺潑

空氣可載送化學物到皮膚表面；在此狀況下與皮膚直

接接觸者則為固態氣懸膠、液態氣懸膠或蒸氣

化學毒物皮膚暴露發生之型態化學毒物皮膚暴露發生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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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暴露方式包含透過衣物或使用防護衣物不當時產

生之二度污染，及自受污染之工作檯面與皮膚接觸

化學物一但抵達皮膚表面後，可因物理慣性脫落、滴

落、或揮發重新進入空氣中；此外衣物之穿脫及與其

他工作檯面之接觸亦可將化學物部份自皮膚表面移除

以上所述各端或其組合，都會影響最後累積於皮膚表

面，可為皮膚吸收進入人體之化學劑量



化學物經皮暴露危害鑑識數據類型化學物經皮暴露危害鑑識數據類型化學物經皮暴露危害鑑識數據類型化學物經皮暴露危害鑑識數據類型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活性關活性關活性關活性關
係分析係分析係分析係分析

局部傷害局部傷害局部傷害局部傷害

初級皮膚刺激及初級皮膚刺激及初級皮膚刺激及初級皮膚刺激及
腐蝕效應腐蝕效應腐蝕效應腐蝕效應

經皮吸收系統毒性經皮吸收系統毒性經皮吸收系統毒性經皮吸收系統毒性

單次暴露急性系統毒性單次暴露急性系統毒性單次暴露急性系統毒性單次暴露急性系統毒性

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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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分析係分析係分析係分析 腐蝕效應腐蝕效應腐蝕效應腐蝕效應

皮膚刺激皮膚刺激皮膚刺激皮膚刺激
((((臨床案例臨床案例臨床案例臨床案例))))

皮膚過敏皮膚過敏皮膚過敏皮膚過敏

重複暴露重複暴露重複暴露重複暴露((((亞急性亞急性亞急性亞急性)   )   )   )   
系統毒性系統毒性系統毒性系統毒性

癌症或標的器官癌症或標的器官癌症或標的器官癌症或標的器官////
生物系統健康效應生物系統健康效應生物系統健康效應生物系統健康效應

亞慢性及慢性亞慢性及慢性亞慢性及慢性亞慢性及慢性
系統毒性系統毒性系統毒性系統毒性

經皮吸收系統毒害效應

急性暴露：工業用化學毒物經由皮膚吸收，嚴重者可

造成勞工死亡；經醫學文獻正式記載者如下：

因氫氟酸 (hydrofluoric acid) 暴露而致死；暴露皮膚

表面積超過全身皮膚表面積 2.5%

2,4- (2,4-dichlorophenol) 

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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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4-二氯酚 (2,4-dichlorophenol) 暴露而致死；暴

露皮膚表面積低於全身皮膚表面積 10%

因二甲基汞 (dimethylmercury) 暴露 (經手套污染間

接暴露) 而致死

重複性暴露：毒物經重複性皮膚暴露亦能導致系統性

毒害效應，其中農藥 (pesticides) 之皮膚暴露曾被廣泛

而完整的調查



經皮吸收系統毒害效應

工業化學毒物經皮膚暴露致癌：

世界衛生組織下轄國際癌症研究組織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針對利用煤焦

油生成之副產品，如防腐油、瀝青、煤灰及礦物油

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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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生成之副產品，如防腐油、瀝青、煤灰及礦物油

中所含之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進行分析評估，認定 PAHs 暴露

可導致人類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non-melanoma skin 

cancer)，主要包含鱗狀細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及基底細胞癌 (basal cell carcinoma)

皮膚刺激、腐蝕及刺激性接觸皮膚炎

化學物與皮膚接觸而產生的皮膚刺激主要含：

初級刺激 (包括刺激性接觸皮膚炎) — 臨床診斷上多

為皮膚紅斑及水腫生成

皮膚侵蝕 — 診斷上可為皮膚潰瘍、可見之表皮／真

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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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侵蝕 — 診斷上可為皮膚潰瘍、可見之表皮／真

皮壞死、出血、結痂、脫色等

改變之色素沉澱

氯痤瘡 (chloracne) — 由鹵化芳香族碳水化合物引起

依病原學區分，最常見的兩型職業性接觸皮膚炎

(occupational contact dermatitis, OCD) 為刺激性接觸皮膚

炎及過敏性接觸皮膚炎



刺激型與過敏型接觸性皮膚炎之臨床鑑別診斷刺激型與過敏型接觸性皮膚炎之臨床鑑別診斷

刺激型
接觸性皮膚炎

過敏型
接觸性皮膚炎

發生率 高 低(比例依致病物質
而有所不同；通常在
20%以下)

初次接觸即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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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皮膚症狀

潛伏期 短(甚至沒有) 長(一週至數年)

與其他物質之
交互反應

無 有

表現型態 灼傷樣或溼疹樣 溼疹樣

接觸之物質致病
所需的濃度

高 低

職業性皮膚病之類型職業性皮膚病之類型--色素改變色素改變

色素改變
色素沉著

接觸鉻酸鹽 (chromates) :皮膚會成黃色

硝酸銀 (silver nitrate) :皮膚變黑

砷 : 棕色細斑樣的色素沉著

其他 : 炎症後的皮膚色素增多、藥物之光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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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炎症後的皮膚色素增多、藥物之光化性
反應、光線照射等

色素減少

樹脂 (resins) 製造業勞工

使用樹脂來製造各種黏著劑 (adhesives) 的

橡膠業或電子業勞工

接觸苯二酚 (hydroquinone) : 職業性白斑
(occupational vitiligo)



職業性皮膚病之類型職業性皮膚病之類型--職業性痤瘡職業性痤瘡

職業性痤瘡
接觸油脂、機油、潤滑油、瀝青及焦油等物質

發生部位:接觸該物質的部位

某些含鹵素的芳香族化學品，如氯萘胺多氯聯苯及
多氯戴奧辛，可導致全身中毒

氯痤瘡 : 敏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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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痤瘡 : 敏感指標

多氯聯苯 (PCBs) 是氯痤瘡的致病原之一

表現為黑頭大粒的痤瘡

好發於面部、耳朵前後、胸膛及上背部

暴露於礦物油 (mineral oil) 而導致職業性痤瘡的病例
亦十分常見

皮膚暴露、飲食及呼吸接觸

過敏及過敏性接觸皮膚炎

因皮膚暴露而引起的皮膚、黏膜或呼吸道免疫反應通

常與以下二免疫反應機制相關：第一型 (Type I) 立即

過敏反應及第四型 (Type IV) 延遲過敏反應

則第一型反應通常在暴露後幾分鐘內即可發生；第

四型反應則可於 24 至 72 小時內發生

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皮膚暴露引發之負面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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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型反應則可於 24 至 72 小時內發生

第四型免疫反應需經過一連串細胞層面的變化 (誘

發期) 最終導致發炎反應 (發炎引發期) 產生；就職

業暴露而言，最常見亦即最重要之第四型反應為過

敏性接觸皮膚炎

過敏發生之初，受暴露個人之過敏反應可能極為輕微

甚至無法辨識；但發生後過敏者會隨著重複暴露而產

生強烈反應，且反應可能在極低暴露劑量下發生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

化學性
因素

･有機溶劑
･礦物油
･食品及食品添加物
･清潔劑
･有機粉塵

･接觸性皮膚炎(包括
刺激性及過敏性)

･痤瘡
･氯痤瘡
･皮膚染色

皮膚病之致病因子皮膚病之致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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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粉塵
･塑膠或黏膠
･酚甲醛樹脂
･橡膠及其製品
･電鍍液重金屬:鎳、
鈷、鉻等

･酸或鹼
･玻璃纖維

･皮膚染色
･皮膚脫色
･化學性燙傷或燒傷
･接觸性蕁麻疹
･皮膚潰瘍
･皮膚乾燥症
･皮膚癌症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

物理性

因素

･低溫

･高溫

･溼熱

･凍傷

･燒傷/灼傷

･汗疹

皮膚病之致病因子皮膚病之致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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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熱

･日光/紫外線、放射線

･壓力

･反覆摩擦

･汗疹

･皮膚癌症、蕁麻疹

、光敏感性皮膚炎

、皮膚癌

･反覆性擦傷或割傷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致病因子或病原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常見例子)

生物性

因素

･細菌感染

･病毒感染

･黴菌感染

･接觸性皮膚炎

･濕疹

･皮膚感染性疾病

皮膚病之致病因子皮膚病之致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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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黴菌感染

･螺旋菌感染

･寄生蟲

･動物毛皮

･植物汁液或毒素

･皮膚感染性疾病

･炭疽症

･皮膚寄生蟲症

化學性防護衣與化學性防護衣與防護手套防護手套

化學性防護衣物 (Chem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CPC) 是

較常使用之皮膚防護具，當無法藉由製程改善或工程

控制等方式，以避免勞工受到危害時，選用適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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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護衣物，則為保護勞工健康的重要防護措施

化學性防護衣物主要包括防護手套、防護衣及防護鞋，

其功能是阻隔化學物質接觸到使用者，以降低皮膚暴

露所造成之危害，達到保護使用者的目的



防護手套之材質是屬於聚合物 (polymer)，其由化合物單

體經過縮合 (condensation) 或加成 (addition) 化學反應而結

合，因此亦稱為高分子

縮合反應：

−聚合物形成反應中最重要的一種

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高分子聚合物高分子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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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形成反應中最重要的一種

−應用於許多聚合物的製造過程，如聚酯 (polyester)

加成反應：

−重複的單體與原始的單體具有一樣的組成

−反應中的重要步驟：打斷不飽和鍵，如乙烯

(ethylene) 合成聚乙烯 (polyetheylene)

防護衣使用之聚合物種類：

單一聚合物 (pure polymers) ：僅由一單體聚合而成

共聚物 (copolymers) ：含至少 2 個以上重複的單體

任意共聚物 (random copolymers)

(block copolymers)

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高分子聚合物高分子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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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狀共聚物 (block copolymers)

混合聚合物 (blended polymers)

兩個或多個以上的鏈狀聚合物組合而成

聚合物鏈之間並非以化學鍵結合

層壓聚合物 (laminate of polymers)

由 2 層以上的不同聚合物黏貼而成



製作化學防護手套的製作化學防護手套的聚合物結構聚合物結構

直鏈 (linear) 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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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聚合物 (branched) 

網狀 (network) 聚合物

聚合物的排列：

線性 (直鏈狀) 聚合物 (linear polymer)

沒有分支 (no side-chain)

如：聚乙烯在聚合的過程中雖然有些形成“Z” 字形

結構，然仍是一線性聚合物，因為沒有邊鏈的存在

製作化學防護手套的聚合物結構製作化學防護手套的聚合物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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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聚合物或共聚物 (branched polymer or copolymer)

沿聚合物的主鏈上有分支出現

邊鏈的出現是因為聚合反應過程中，偶而會發生反

應的單體接連於其他非末端

如：置放於線性鏈上反應點之單體具三個易反應之

官能基，其中兩者可進行聚合反應，剩餘的官能基

則可能形成分支



聚合物的排列：

交互聯結 (crosslinked polymer)

聚合物以交互聯結或網狀排列

為分支聚合物的特例

製作化學防護手套的聚合物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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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支聚合物的特例

當聚合物鏈的分支長度和頻率增加時，分支將從

一特定的聚合鏈連結到另一聚合鏈上，最後終將

成為交互聯結

當分支越來越多進而連接成一立體結構時，整個

物體成為一個巨大的分子

塑料物質 (plastic substances)：

塑料物質之特性在於具可塑性，同時在常溫時可維持

固定形狀

例：聚氯乙烯是塑料物質之一；通常另加入塑化劑

(plasticizer) 增加其可塑性

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化學防護手套使用材料——塑料與橡膠物質塑料與橡膠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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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izer) 增加其可塑性

防護面罩之緊密式面體亦為塑料物質

塑化劑 (plasticizers)：

在聚合物中加入塑化劑之目的在降低聚合物之結晶性

塑化劑與聚合物之分子鏈形成次級鍵結，增加分子鏈

間之區隔，進而增加聚合物的可塑性



手套材質 特性 缺點

天然橡膠天然橡膠天然橡膠天然橡膠 具有極佳之耐磨性、耐切割、
耐穿刺性、耐撕裂性等物理
特性，對少數幾種化學物質
具有耐化特性，耐鹼但不耐
強酸。

在空氣中易老化，遇熱變粘；
可耐植物油，但在礦物油或
汽油中易膨脹和溶解。

常用防護手套材質常用防護手套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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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丁橡膠氯丁橡膠氯丁橡膠氯丁橡膠 耐磨性及彈性良好，不怕陽
光直接照射，有特別好的耐
候性能。耐稀酸、耐矽酯系
潤滑油，具防燃特性。抗油
性較腈橡膠稍差。

不建議使用於強酸、硝基烴、
酯類、氯仿及酮類化學物。
成本較高。

腈橡膠腈橡膠腈橡膠腈橡膠 壓縮性、抗磨性及伸長力良
好，具備抗油、抗水、抗溶
劑及抗高壓油的特性。用途
廣且成本最低。

不適合用於極性溶劑之中，
例如酮類、臭氧、硝基烴、
2-丁酮 (MEK) 及氯仿。耐撕
裂性較天然橡膠差。

手套材質 特性 缺點

丁基橡膠丁基橡膠丁基橡膠丁基橡膠 對大部份氣體具不滲透性，
抗氧化作用，對熱、日光、
臭氧之抵抗性大，電器絕緣
性佳。對極性溶劑抵抗大，
可暴露於動物或植物油。

不建議與石油溶劑、石油分
餾混合物(煤油等)同時使用，
低溫時彈性較差。

常用防護手套材質常用防護手套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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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聚氯乙烯聚氯乙烯聚氯乙烯 加可塑劑會軟化，強度、電
氣絕緣性、耐藥品性佳，具
耐燃性。

耐熱性不佳，溫度超過
190oC 時易發生裂解，而放
出腐蝕性之氯化氫氣體。耐
磨性、耐切割、耐穿刺性、
耐撕裂性差。

聚乙烯醇聚乙烯醇聚乙烯醇聚乙烯醇 無色透明彈性體，耐熱性佳。溶解於極性高之乙二醇、甘
油、二甲基甲醯胺 (DMF) 

及二亞乙基三胺。



常用防護手套材質常用防護手套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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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膠

(nature rubber)

氯丁橡膠

(neoprene rubber) 

常用防護手套材質常用防護手套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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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橡膠

(nitrile rubber)

丁基橡膠

(butyl rubber) 



常用防護手套材質常用防護手套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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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
(PVC)

聚乙烯醇 (PVA)

支持性手套支持性手套 (supported or coated gloves)(supported or coated gloves)

聚合物附著在一層支

持物上

支持物：尼龍

(nylon)、玻璃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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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lon)、玻璃纖維

(fiberglass)

材質較堅固，可抵抗

撕裂及穿孔等外力

可增加對熱及磨損的

抵抗力



較靈巧且選擇性多

常有絨毛狀內襯(棉質或人造纖維) 

穿戴舒適

非支持性手套非支持性手套 (unsupported gloves)(unsupported gl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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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汗

穿脫方便

相對於非支持性且無內襯的材質，化學物穿透支持

性或具內襯材質的可能性較高

化學防護衣化學防護衣

化學防護衣是以具有特殊防護作用之膜材

(foil)或織品 (woven)，塗以彈性高分子聚合物

所製成

膜材又稱為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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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材又稱為基層

塗佈層又稱為阻隔層

防護效果不僅決定於材質或厚度，更重要的

是防護衣接縫處之氣密性



化學防護衣分類化學防護衣分類

防護等級 環境狀況 防護具

A級級級級

1. 在高濃度蒸氣、氣體或懸浮微粒的已
知有害物質存在下，對皮膚、眼睛及
呼吸系統需要最好防護；或在有害蒸
氣、氣體或懸浮微粒存在的工作環境
中，可能產生未預期的噴濺、浸泡或
其它曝露狀況，已知此有害物質對皮
膚有危害性或可能經由皮膚吸收

1. 正壓式呼吸防護具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或正壓式輸氣管面罩)

2. 氣密式連身防護衣
3. 防護手套
4. 防護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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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有危害性或可能經由皮膚吸收
2. 已知對皮膚有很大危害性的物質存在

或可能存在，並且可能接觸皮膚
3. 通風不良區域

B級級級級

1. 已知濃度和種類的有害物質，對呼吸
系統需要最好防護，對皮膚則次之

2. 空氣中含氧量小於 19.5%

3. 由有機氣體監測器讀出有不明蒸氣或
氣體存在，但是此蒸氣或氣體對皮膚
不會造成嚴重傷害或經由皮膚吸收

1. 正壓式呼吸防護具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或正壓式輸氣管面罩)

2. 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
3. 防護手套
4. 防護鞋(靴)

化學防護衣分類化學防護衣分類

防護等級 環境狀況 防護具

C級級級級

1. 空氣中有污染物存在，會有液體飛濺

或其它方法接觸，但不會對暴露之皮

膚造成傷害或經由皮膚吸收

2. 已知空氣中污染物濃度、種類，並且

可用空氣濾清式口罩達到過濾空氣效

1. 全面式或半面式的

空氣濾清式呼吸防

護具

2. 一件或二件式化學

防濺衣

46

可用空氣濾清式口罩達到過濾空氣效

果

3. 其它可適用空氣濾清式口罩的狀況

防濺衣

3. 防護手套

4. 防護鞋(靴)

D級級級級

1. 空氣中無污染物

2. 無飛濺、無浸泡、無吸入或接觸之危

害

1. 通常此狀況無需呼

吸防護具

2. 防護鞋(靴)



常見化學防護衣常見化學防護衣

47A 級防護衣 B 級防護衣

常見化學防護衣常見化學防護衣

48C 級防護衣 D 級防護衣



化學物質與防護衣物可能發生下列作

用而降低或失去其防護效果：

裂解 (degradation)

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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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 (degradation)

穿透 (penetration)

浸透 (permeation)

裂解 (degradation)：

化學物質與防護衣物之聚合物

產生化學作用，進而改變聚合

物材料的化學構造，甚至聚合

物完全溶解於化學物質中，此

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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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裂解現象

聚合物破裂可為溶劑作用於：

1)聚合物本身；2)添加的塑化

劑；3)或其他添加物的結果

如危害物質對聚合物的裂

解能力較大，則其對聚合

物的滲透力也較大



穿透 (penetration)：

穿透是指大量溶劑穿過聚合物

膜的現象

與擴散或溶解無關；危害物

質直接穿過孔隙，與聚合物

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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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間的作用很微小

與生產過程中的瑕疵有關

− 添加彈性劑而造成聚合

物之分子鏈大量斷裂

− 發生於產品上的微細小

孔、拉鍊接合處

產品出廠前須通過穿透試驗

浸透 (permeation)：

聚合物之分子鏈可能多為相

互平行的排列；有時分子鏈

與分子鏈間會以化學共價鍵

在不同的點聯結

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化學防護手套效能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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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點聯結

鏈與鏈之間隨機“開”或

“關”，所形成的孔隙可允

許隨機運動的溶劑分子通過

危害物質分子藉由化學性滲

透通過聚合物的過程中，材

質無明顯的降解、膨脹或縮

小變形



化學物質浸透防護手套的質傳機制化學物質浸透防護手套的質傳機制

浸透過程與速率快慢取決於化學物質與聚合體

材料間的交互作用

浸透可分為吸收 (sorption)、擴散 (diffusion) 及

脫附 (desorption) 三個質傳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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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附 (desorption) 三個質傳機制

當化學物質接觸到聚合物時，因其分子間的吸

引力，而將化學物質溶入聚合物之接觸面

化學物質在聚合物內部產生濃度梯度，所以向

聚合物的另一面擴散，並從手套背面脫附

擴散擴散擴散擴散吸收吸收吸收吸收 脫附脫附脫附脫附

化學物質浸透防護手套的質傳機制化學物質浸透防護手套的質傳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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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聚合物聚合物聚合物
(polymer)

滲透物滲透物滲透物滲透物
(permeant)

與皮膚接觸面與皮膚接觸面與皮膚接觸面與皮膚接觸面
(skin contact)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與評估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與評估

防護衣物之主要功能是用來阻隔具毒害潛能之

化學藥品與皮膚接觸

防護效能主要考慮之因素為化學物質與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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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效能主要考慮之因素為化學物質與防護衣

物接觸後，於防護衣物內面偵測到化學物質的

破出時間及浸透速率，而此亦為一般選擇化學

性防護衣物之主要依據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

破出時間 (Breakthrough time)

破出時間乃指危害物質與防護衣物材質接觸後，在材

質的另一邊(內面)可以偵測到危害物質的第一時間

破出時間越長，代表該型材質對此特定化學物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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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越佳

防護衣物破出現象的產生，可能是浸透或穿透的結果；

但若破出時間之數據與穩定浸透速率同時呈現時，則

測試結果多為化學物浸透防護衣物材質的結果

目前關於防護衣物的選擇建議，多以破出時間為依據



穩定浸透速率 (Steady-state permeation rate, SSPR)

浸透速率是除破出時間外，評估浸透現象的重要指標

滲透速率的單位：質量/單位時間/單位接觸面積

(µg/min/cm2)

化學物經浸透而破出後，其速率逐漸增加而終達最大

值，此時速率稱為穩定浸透速率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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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時速率稱為穩定浸透速率

SSPR之出現為所有可能影響滲透結果因子達到平

衡的結果；SSPR越小，則防護效率越佳

浸透過程中，擴散為主要的質傳控制機制；當化學物浸

透防護衣物時，其穩定浸透速率 Js (ML-2T-1)，可利用

Fick’s 擴散定律表示如下：

sJ=D
S

L

穩定浸透速率穩定浸透速率穩定浸透速率穩定浸透速率

( 
µ

g
/c

m
2
/m

in
)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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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偵測下限為在偵測下限為在偵測下限為在偵測下限為
0.1 µg/cm2/min 時時時時
決定之破出時間決定之破出時間決定之破出時間決定之破出時間

浸
透

速
率

浸
透

速
率

浸
透

速
率

浸
透

速
率

( 
µ

g
/c

m

浸透時間浸透時間浸透時間浸透時間 (min) 



抗浸透性測試

防護衣物材質之抗浸透性測試目的在決定受測化學

物滲透該材質之破出時間與滲透係數，進而評估

手套之防護效果

標準測試方法已由以下國際組織建立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評估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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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已由以下國際組織建立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美國測

試及材料協會，簡稱 ASTM): ASTM F73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

標準組織，簡稱 ISO): ISO 6529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歐洲標準

委員會，簡稱 CEN): EN 374-3

 

 

防護手套抗防護手套抗浸透性測試腔浸透性測試腔

採集採集採集採集
介質介質介質介質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化學物化學物化學物化學物

採集介質由供給採集介質由供給採集介質由供給採集介質由供給
處輸入處輸入處輸入處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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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6529 浸透測試腔
ASTM F739 浸透測試腔

化學防護衣化學防護衣化學防護衣化學防護衣
樣品樣品樣品樣品

介質介質介質介質化學物化學物化學物化學物

採集介質輸出至採集介質輸出至採集介質輸出至採集介質輸出至
分析儀器分析儀器分析儀器分析儀器



抗浸透性測試

抗浸透性測試可運用於不同的化學防護衣物產品，包

括製作衣物所使用之原料、手套、及防護衣

前述測試方法多用於測試衣物對液態或氣態化學物在

連續暴露狀況下之浸透行為 (如ASTM F739)

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評估化學防護衣物的效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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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暴露狀況下之浸透行為 (如ASTM F739)

不同測試方法中所定義之破出時間略有差異：

ASTM F739：破出時間點為化學物在手套內面出現

之浸透速率達 0.1 µg/cm2/min 時

ISO 6529 與 EN 374-3：破出時間點為化學物在手

套內面出現之速率達 1 µg/cm2/min 時

化學物化學物浸透聚合物之模式浸透聚合物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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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化學物浸透聚合物之模式浸透聚合物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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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
整體性選擇考量整體性選擇考量

暴露狀況

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

化學物質毒害性

(防護手套應考慮是否含過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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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衣物成分

防護衣物靈巧度與舒適性

防護衣物厚度

機械強度

使用時的溫度

防護衣物抗熱程度

使用時引起熱危害之可能性



為了能適當地保護工作者，使其免於暴露於特定的危害

性化學物質，化學防護衣使用者必須了解各種防護材料

所能提供之保護種類、防護程度與有效防護時間

選用時應注意三個主要項目：

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
整體性選擇考量整體性選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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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尺寸 ─ 大小是否合適？

2) 型式 ─ 是否適用要防護的物質？

3) 安全使用時間 ─ 使用時間可以長？

確認化學防護衣的表現狀況

觀察使用人員是否適當地穿戴使用化學防護衣

經常性的評估化學防護衣

氟橡膠氟橡膠 //氯丁橡膠層壓手套氯丁橡膠層壓手套 (Viton/chlorobutyl (Viton/chlorobutyl 

rubber laminate) rubber laminate) 破出時間隨溫度變化情形破出時間隨溫度變化情形

Temperature (°C) 二氯甲烷 2-丁酮

(Dichloromethane) (Methyl Ethyl Ketone)

防護衣物之抗滲透性隨溫度上升而下降

然而抗滲透性受溫度影響的程度難以量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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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loromethane) (Methyl Ethyl Ketone)

5 9 190

15 7 83

25 4 40

35 3.5 22

45 2 17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

4.5 倍倍倍倍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

11.2 倍倍倍倍



滲透速率與材質厚度成反比

假設滲透過程完全遵守『費氏擴散定律』(Fick’s 

Law of Diffusion)

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

材質厚度的影響材質厚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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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關性已經由針對不同厚度之氯丁橡膠 (neoprene) 及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所從事之研究證明

破出時間的平方根與厚度成線性(正)相關

滲透速率與材質厚度成線性負相關

手套滲透分級

目前防護衣物製造商大多已訂定其

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選擇適當防護衣物之考量
手套浸透分級手套浸透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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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衣物分級方法或顏色管理模式，

將所生產之防護衣物依其抗化學物

滲透性能予以分級，提供使用者選

擇適當防護衣物之參考



防護手套分級防護手套分級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黃色黃色黃色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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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黃色黃色黃色

紅色紅色紅色紅色

(資料來源：Ansell Occupational Healthcare 2003) 

分 級 評 估 說明

(綠色) 1)裂解之評估為優良或好；滲透之
破出時間為 30 分鐘或更久；滲透
速率為優良、非常好或好
2)裂解之評估為優良、非常好或好
；浸透破出時間為 240 分鐘或更久
；無法明確指明浸透速率

此手套非常適
用於該化學物
質

防護手套分級防護手套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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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明確指明浸透速率

(紅色)
裂解之評估為不良或不建議使用，

在此狀況下浸透性數據已無關

此手套避免使
用於該化學物
質

(黃色) 對化學物質之抗穿透性與抗滲透性

強度不及綠色，但不致像紅色裂解

之評估一樣，為不良或不建議使用

此手套適用於
該化學物質，
但需小心使用

(資料來源：Ansell Occupational Healthcare 2003) 



浸透速率浸透速率浸透速率浸透速率(J)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裂解評估等級裂解評估等級裂解評估等級裂解評估等級
E-優良
(J <0.9 µg/cm2/min)

E-優良
(液體具非常小的裂解作用)

VG-非常好
(J <9 µg/cm2/min)

G-好
(液體具較小的裂解作用)

G-好
(J <90 µg/cm2/min)

F-尚可
(液體具一般的裂解作用)

防護手套分級防護手套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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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90 µg/cm2/min) (液體具一般的裂解作用)

F-尚可
(J <900 µg/cm2/min)

P-不良
(液體具明顯的裂解作用)

P-不良
(J <9,000 µg/cm2/min)

NR-未對此化學物質進行測試

NR-不建議
(J >9,000 µg/cm2/min)

註明：未進行浸透測試則標示
(－)記號

使用抗浸透測試數據使用抗浸透測試數據
作為手套選擇依據的限制作為手套選擇依據的限制

浸透速率

如化學物之浸透速率低，則破出時間
不易反應在浸透速率到達最低偵測下
限前之化學物浸透量，故對高毒性物

72浸透時間

質並非合適之防護衣物選擇依據



利用抗浸透測試結果作為手套選擇依據常受到以下限制

抗浸透測試結果之可應用性；如單一化合物之測試結

果難以推論混合物暴露發生時之浸透行為甚或裂解產

生之可能性

使用抗浸透測試數據使用抗浸透測試數據
作為手套選擇依據的限制作為手套選擇依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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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可能性

測試條件與實際狀況間之落差；抗浸透測試通常是在

標準實驗狀況下完成，故測試結果在不同使用環境之

適用性常受限制針對手套聚合膜原料之測試結果難一

體適用於不同廠牌之產品

利用抗浸透測試之結果選擇防護手套未能考量化學物

之致毒潛能

表面汙染

(SURFACE 

CONTAMINATION)

孔隙汙染

(PORE 

CONTAMINATION)

膜體汙染

(MATRIX 

CONTAMINATION)

化學防護手套的汙染型態化學防護手套的汙染型態

BARRIER BARRIER



手套的清潔及去污手套的清潔及去污

物理性去污方法是洗淨、擦拭、晾乾或風乾

通氣除污法 (aeration-based decontamination)

化學性去污方法，是利用清潔劑進行去污。對於水溶

解度高的污染物，則使用乳化劑、肥皂或者是清潔劑

水溶液除污法 (water-based decontamination)

75

水溶液除污法 (water-based decontamination)

有機溶劑除污法 (solvent-based decontamination)

聚合物若過度暴露於陽光、熱或空氣中的氧氣及臭氧，

可導致聚合物發生分子鏈斷裂，造成防護衣物提早裂

解老化

防護衣物應儲存於原儲存袋中，並放置於陰涼處，避

免陽光直接照射

常見手套除汙方式之比較常見手套除汙方式之比較

通氣除污法：最簡單的方式

對於高揮發性之有害物質效果較佳

水溶液除污法：

對於表面污染物之清潔效果較佳

對於化學殘留物，特別是停留於材質纖維之間的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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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較不易清除

如重覆使用清潔過的水，則可能發生交錯污染 (cross-

contamination) 的情形，需特別小心

水加漂白劑除污法：可應用於具氧化性之污染物

Freon 為主的有機溶劑除污法：具高效能之除汙法

需特殊的設備

較不易發生交錯污染



腈橡膠腈橡膠 (nitrile) (nitrile) 手套除污前後對二甲手套除污前後對二甲
苯苯 (xylene) (xylene) 的滲透比較的滲透比較

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

發生原因可能為手套材質在發生原因可能為手套材質在發生原因可能為手套材質在發生原因可能為手套材質在
溶劑接觸及除污過程中形態溶劑接觸及除污過程中形態溶劑接觸及除污過程中形態溶劑接觸及除污過程中形態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如產生膨脹如產生膨脹如產生膨脹如產生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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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出時間縮短破出時間縮短破出時間縮短破出時間縮短

最大滲透速率下降最大滲透速率下降最大滲透速率下降最大滲透速率下降

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滲透速率上昇
速度趨緩速度趨緩速度趨緩速度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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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協助本教材之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