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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危害特性

分類
經常貯存量

第 3 類 07301 鄰苯二甲酐
Phthalic
anhydride

急毒性物質 -
第四級（吞食
）

10 公噸

第 3 類 07401 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
(mixed
isomers)Tolu
ene-2,4-
diisocyanate

急毒性物質 -
第一級（吸入
）

500 公噸

第 1、2 類 08002
鄰苯二甲酸二
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DBP)

水環境之危害
物質（急毒性
） - 第一級

12 公噸

第 1 類 06804
鄰苯二甲酸二
異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生殖毒性物質
- 第二級

12 公噸

第 2 類 09801 二甲基甲醯胺
N,N-Dimethyl
formamide

生殖毒性物質
- 第一級

27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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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一) 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表 1-1、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運
　
作
　
人
　
基
　
本
　
資
　
料

管制編號 M33A5925

名稱（全銜）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二路七號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

TWD97/TM2-X 0 TWD97/TM2-Y 0

負責人姓名 何文杰

負責人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12鄰朝貴路60號

連絡人
姓名 蔡佳慧 電話號碼 049-2263555#182

E-mail帳號 domo@twemc.com.tw 傳真號碼 049-2261742

運
　
作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管制編號 M3301998

名稱（全銜）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工業南二路七、九號、南三路八號、仁和路一四二號、成功三路三三
三、三三三之一、三三三之二號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

TWD97/TM2-X 215474 TWD97/TM2-Y 2646250

涉及業別分類
(1841)合成樹
脂及塑膠製造
業

土地分區 (AD)非都市工業區
工業區代碼及

名稱
(MA)南崗工業地

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

級別 甲級 甲級

姓名 張泓陞 蔡佳慧

證號
(106)環署訓字
第JA190374號

(109)環署訓字
第JA16012號

手機 0936844282 0977306790

連絡人
姓名 蔡佳慧 電話號碼 049-2263555#182

E-mail帳號 domo@twemc.com.tw 傳真號碼 049-2261742

災害防救實際
負責人與主要
工作人員

姓名 徐瑞明 洪文芳 許家銘

職稱 副廠長 廠長 課長

電話號碼 049-2255356#212 049-2255356#200 049-2255356#502

傳真號碼 049-2263567 049-2263567 049-2255358

外部支援廠商
、機構（包括
上游廠商）

廠商名稱
雙邦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樹億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豐聖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支援事項
A級防護衣、SCBA、
C級防護衣

A級防護衣、SCBA、
C級防護衣

A級防護衣、SCBA、C級防
護衣

聯 絡 人 黃世宏 陳書瑋 賴茂松

電話號碼 049-2257450#207 049-2256345#225 049-2253910

domo
文字方塊

domo
文字方塊

domo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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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資料
 

表1-2、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資料
 

 
 

緊急醫療網責
任醫院 或運作
場所鄰近醫院

名 稱 南基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中興醫院

醫療項目 急救及各項醫療 急救及各項醫療 急救及各項醫療

電 話 049-2225595 049-2231150 049-2339165

聯防組織
1. ■已加入 全國性聯防組織(第 Y00026、Y00037、Y00132 組)。
2. ■已加入 地區性聯防組織(第 M01001 組)。
3. □未加入，原因：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俗　　名 DBP

物 質 名 稱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列管編號及序號 08002

重量百分濃度
（w/w%）

95至100 毒性分類 1、2

運 作 行 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4
TWD97/TM2-

Y
2646250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大
門

TWD97/TM2-
X

215456
TWD97/TM2-

Y
2646432

使用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使用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2
TWD97/TM2-

Y
2646286

經常存量
（以重量單位表示

）
0.1至5公噸 5至10公噸 9至12公噸

包裝或容器型態
■圓柱型□橫式□球式
□方柱型□鋼瓶□其它：

包裝或容器材質
□鐵□鋁□不銹鋼□玻璃
□塑膠桶□紙袋□塑膠袋
■其它：儲槽

單一包裝
或容器規格

長（公分） 寬（公分） 高（公分）
直徑（公分

）
裝滿時容量
（公斤）

裝滿時壓力
值

（kg/cm²）

 540  105  12460  1.04

得 使 用 用 途 2.作為塑化劑 5.合成樹脂、接著劑、黏合劑、軟化劑、黏度調整劑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
isononyl phthalate）

俗　　名 DINP

物 質 名 稱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列管編號及序號 06804

重量百分濃度
（w/w%）

95至100 毒性分類 1

運 作 行 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4
TWD97/TM2-

Y
2646250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大
門

TWD97/TM2-
X

215456
TWD97/TM2-

Y
2646432

使用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使用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2
TWD97/TM2-

Y
264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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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存量
（以重量單位表示

）
0.1至5公噸 5至9公噸 9至12公噸

包裝或容器型態
■圓柱型□橫式□球式
□方柱型□鋼瓶□其它：

包裝或容器材質
■鐵□鋁□不銹鋼□玻璃
□塑膠桶□紙袋□塑膠袋
□其它：

單一包裝
或容器規格

長（公分） 寬（公分） 高（公分）
直徑（公分

）
裝滿時容量
（公斤）

裝滿時壓力
值

（kg/cm²）

 35  15  200

得 使 用 用 途 2.作為塑化劑 5.合成樹脂、接著劑、黏合劑、軟化劑、黏度調整劑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
formamide）

俗　　名 DMF

物 質 名 稱 二甲基甲醯胺 列管編號及序號 09801

重量百分濃度
（w/w%）

99至100 毒性分類 2

運 作 行 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4
TWD97/TM2-

Y
2646250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大
門

TWD97/TM2-
X

215456
TWD97/TM2-

Y
2646432

使用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使用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2
TWD97/TM2-

Y
2646286

經常存量
（以重量單位表示

）
0.1至150公噸 150至275公噸 0至0公噸

包裝或容器型態
■圓柱型□橫式□球式
□方柱型□鋼瓶□其它：

包裝或容器材質
□鐵□鋁□不銹鋼□玻璃
□塑膠桶□紙袋□塑膠袋
■其它：儲槽

單一包裝
或容器規格

長（公分） 寬（公分） 高（公分）
直徑（公分

）
裝滿時容量
（公斤）

裝滿時壓力
值

（kg/cm²）

 1050  500  206170  0.945

得 使 用 用 途 聚胺基甲酸樹脂之製造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二異氰酸甲苯（Toluene
diisocyanate）

俗　　名 TDI

物 質 名 稱 二異氰酸甲苯 列管編號及序號 07401

重量百分濃度
（w/w%）

95至100 毒性分類 3

運 作 行 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4
TWD97/TM2-

Y
2646250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大
門

TWD97/TM2-
X

215456
TWD97/TM2-

Y
2646432

使用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使用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2
TWD97/TM2-

Y
264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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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可能波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其他化學品
 

(三)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及內部配置圖
 

經常存量
（以重量單位表示

）
100至300公噸 300至500公噸 0至0公噸

包裝或容器型態
■圓柱型□橫式□球式
□方柱型□鋼瓶□其它：

包裝或容器材質
□鐵□鋁□不銹鋼□玻璃
□塑膠桶□紙袋□塑膠袋
■其它：儲槽

單一包裝
或容器規格

長（公分） 寬（公分） 高（公分）
直徑（公分

）
裝滿時容量
（公斤）

裝滿時壓力
值

（kg/cm²）

 912  322  73350  1.22

得 使 用 用 途 PU原料之製造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鄰苯二甲酐（Phthalic
Anhydride）

俗　　名 PA

物 質 名 稱 鄰苯二甲酐 列管編號及序號 07301

重量百分濃度
（w/w%）

95至100 毒性分類 3

運 作 行 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4
TWD97/TM2-

Y
2646250

貯存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運作場所大
門

TWD97/TM2-
X

215456
TWD97/TM2-

Y
2646432

使用場所入口
二度分帶座標

場所位置
使用場所入
口

TWD97/TM2-
X

215472
TWD97/TM2-

Y
2646286

經常存量
（以重量單位表示

）
100至1000公斤 1000至5000公斤 5000至10000公斤

包裝或容器型態
□圓柱型□橫式□球式
■方柱型□鋼瓶□其它：

包裝或容器材質
□鐵□鋁□不銹鋼□玻璃
□塑膠桶□紙袋■塑膠袋
□其它：

單一包裝
或容器規格

長（公分） 寬（公分） 高（公分）
直徑（公分

）
裝滿時容量
（公斤）

裝滿時壓力
值

（kg/cm²）

 90  90  100  500

得 使 用 用 途 聚酯多元醇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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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南二路

倉庫

仁
和
路

原料1.5噸桶存放區

往
南
投

鄰近廠家   

冷卻水池

生物濾床

消
防
幫
浦

污水處理場

儲
槽
區

北

一期反應槽區

公用系
統

 一課反應區

冷凍庫

原料區 成品區 空桶區

原
料
區

消防栓消防栓消防栓

消
防
栓

消防栓 消防栓
消
防
栓

消
防
栓

鍋爐區

綠地
守衛室 停車場

行政處
辦公室

儲槽區

成品區

大
門

會

議

大

樓

更新日期108/11/20

手拉桿水砲

側門

鍋爐區

正門

 三課反應區
消

防

栓

危險品存放區

消防系統符號說明

消防幫浦

消防栓

消防栓

側
門

樓上員
工宿舍

高壓電區

T-009 T-007 T-005 T-003 T-001

T-010 T-008 T-006 T-004 T-002

T-107

T-105

T-103

T-101

聚酯多元醇
儲槽區

消防幫浦

消
防
栓

二期反應槽區

鄰

近

廠

家

T-109

T-302

T-303

T-106

T-102

T-108

三期反應槽區

研發處

製六課

2F餐廳

鍋爐區

毒性化學物質
存放區

二課反應區

倉庫

成品區

T-104毒化物
存放區

成
功
三
路

第一集結點(冬季)第一集結點(夏季)

守衛室大門 A
二度分帶座標

215453,2646421

A

S2

S1

S3

緊急應變器材
存放區 S

二度分帶座標
215472,2646245

工
務

停車場

 五課反應區

倉庫

倉庫

倉庫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運作場所全場配置圖 T-020 T-021

T-022 T-023

T-024

廢棄物貯存區 停車場

比例
1

1000

側門

南投慈善宮
7-11

研發處

研

發

處

S

S

可能點火源

第二集結點(夏季)

第
二
集
結
點

(冬
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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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02  (DEG)二乙二醇
T-001  (1,4BG)丁二醇

T-003  (EG)乙二醇

編號

工業南二路

研發處

仁
和
路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運作場所DMF配置圖

往
南
投

鄰近廠家

冷卻水池

生物濾床

消
防
幫
浦

廢(污)水處理場

倉庫

儲
槽
區

北

1.本廠危險品儲存設施及儲存物

一期反應槽區

                                                      

0.95噸
貨梯

公用
系統

冷凍
庫

五課反應區(M10)

原料區 成品區

原
料
區

消防栓消防栓消防栓

消
防
栓

消防栓 消防栓

S1

消
防
栓

鍋爐區

綠地
守衛室 停車場

      停車場

儲槽區

成品區

大
門

T-009  (TOL)甲苯

T-004  (MAA)甲基丙烯酸
T-006  (DMF)二甲基甲醯胺
T-005  (AAM)丙烯酸

會

議

大

樓

內容物 最大容量 危險物分類 聯合國編號

T-004

T-009

T-005

T-006

50公噸

200公噸

75公噸

75公噸

第四類

第四類

第四類    毒化物

第四類

2531

2265

1294

2218

75公噸 1173

T-007

T-008

T-010

200公噸

150公噸

150公噸

2265

1193

T-102  (EAC)乙酸乙酯

T-008  (AAM)丙烯酸

T-010  (MEK)丁酮
T-007  (DMF)二甲基甲醯胺

T-101  (EAC)乙酸乙酯

T-104  (TOL)甲苯

T-103  (BAC)醋酸正丁酯

T-106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
T-105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

內容物 最大容量 危險物分類 聯合國編號

T-101

T-104

T-103

T-105

T-106

醋酸正丁酯(BAC)

甲苯(TOL)

75公噸

50公噸

50公噸

75公噸

75公噸

第四類

第四類

1173

1294

2078

1123

2078

二異氰酸甲苯(TDI)

二異氰酸甲苯(TDI)

第四類   毒化物

更新日期108/12/12

比例
1

1000

手拉桿水砲

側門

鍋爐區

正門

甲基丙烯酸(MAA)

甲苯(TOL)

丁酮(MEK)

丙烯酸(AAM)

乙酸乙酯(EAC)

二甲基甲醯胺(DMF)

第四類

第四類

三課反應區
(M04)

T-102

編號

室外儲存場所

編號

2.本廠其它非危險品儲存設施及儲存物

聯合國編號

T-002

T-001

內容物 最大容量 危險物分類

二乙二醇(DEG)

丁二醇(1,4BG)

90公噸

150公噸

無

無

T-107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

3.消防系統符號說明

消防幫浦

消防栓

消防栓T-107 二異氰酸甲苯(TDI) 75公噸 2078

側
門

樓上員
工宿舍

高壓電區

第四類   毒化物

第四類   毒化物

第四類   毒化物T-109 250公噸 2078

T-009 T-007 T-005 T-003 T-001

T-010 T-008 T-006 T-004 T-002

T-107

T-106T-105

T-102

T-104T-103

T-101

第四類150公噸乙二醇T-003

丙烯酸(AAM) 2218

T-020

聚酯多元醇
儲槽區

倉庫

倉庫

消防幫浦

消
防
栓

二期反應槽區

鄰

近

廠

家

二甲基甲醯胺(DMF) 第四類    毒化物

二異氰酸甲苯(TDI)

T-109

T-109  (TDI)甲苯二異氰酸酯

T-108

二乙二醇DEG

三期反應槽區

一課反應區

(M01、M02)

毒化物
存放區

2F餐廳

製六課

消
防
栓

鍋爐區

無

第四類

第四類

第四類

T-302

T-303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10公噸

10公噸

3082

3082第四類   毒化物

第四類   毒化物

T-108 第四類 無二乙二醇(DEG)

T-108  (DEG)二乙二醇

50公噸

二課反應區(M03)

3噸貨梯

倉庫

乙酸乙酯(EAC) 第四類   

T-303  DBP

原料1.5噸
桶存放區

T-302  DBP

T-303

T-302

成
功
三
路

毒性化學物質
存放區

成品區空桶區

廢棄物儲存區

S 緊急應變器材存放區

製二課使用
TDI

DBP

DINP

MC

製五課使用
CYC

TDI

TEA

製一課使用
DMF

TDI

DEOA

PA

品保課使用

吡啶

三氯甲烷

研發處使用

吡啶

乙腈

順丁烯二酸酐

T-021

T-022 T-023

T-020

工
務

停車場

一課反應區

(M01、M02)

行政處
辦公室

倉庫

側門

氣體偵測器主機及不斷電系統
二度分帶座標215458,2646421
B運作場所大門215453,2646421
C儲存槽區位置215447,2646375

DMF氣體偵測器設置點
二度分帶座標

01製程區215473,2646344
02儲槽區215447,2646375

A使用場所入口215476,2646364

A

B

C

研發處

研

發

處

01

02

S3

S2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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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頁

序號：(558)6                        安全資料表                      第 1 頁，共 7 頁 

Rev：(0) 

禁止用於食品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 鄰苯二甲酐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醇酸樹脂；塑化劑；樹脂硬化劑；聚酯；合成酚酞及其他酞，許多其他染料；氯化產品；製藥中間物；

殺蟲劑；苯二甲酸二乙酯；苯二甲酸二甲酯；實驗試劑。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 

(０７) ６４１-３５０１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07)641-3501/(07)642-1087  

 

二、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 

急毒性物質第 4級(吞食)、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級、呼吸道過敏

物質第 1級、皮膚過敏物質第 1級 

標示內容： 

象 徵  符 號：腐蝕、健康危害、驚嘆號 

警   示   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康或生物生命。 

吞食有害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造成皮膚刺激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吸入可能導致過敏或哮喘病症狀或呼吸困難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危害防範措施：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氣/霧氣 

              若與眼睛接觸，立刻以大量的水洗滌後洽醫療 

              避免皮膚、眼睛接觸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95-100% 

中英文名稱：鄰苯二甲酐（Phthalic Anhydride）   

同義名稱：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Anhydride、1，3-Isobenzofurandione、Phthalic Acid 

Anhydride)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85-44-9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碼: EPEP4A00219958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毒性化學物質) 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酐 95-100﹪W/W（Phthalic 

Anhydride 95-100﹪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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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1.中毒急救方法： 

吸    入：1.立即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2.若呼吸停止，施予人工呼吸。3.保持患者溫暖及休息。

4.即刻就醫。 

皮膚接觸：1.直接接觸時，立即用肥皂或中性清潔劑及水沖洗。2.經由衣服接觸，需立即脫掉衣服，

再用肥皂或中性清潔劑及水沖洗污染的皮膚。3.沖洗後若仍有刺激感，即刻就醫。 

眼睛接觸：1.立即用大量水沖洗，並不時撐開上下眼皮。2.沖洗後，若仍有刺激感，即刻就醫。 

食    入：1.若患者意識清楚，立即給大量水，再以手指插入其咽喉催吐。2.若患者失去意識，勿催

吐。3.立即就醫。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會造成皮膚灼傷。吸入粉塵或蒸氣會造成咳嗽、流鼻血。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應穿著 C 級防護裝備在安全區實施急救。 

對醫師之提示：避免洗胃及引發嘔吐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二氧化碳、化學乾粉、泡沫、水霧、酒精泡沫。 

小火：以二氧化碳、化學乾粉、乾砂或抗酒精型泡沫，控制火勢 

大火：1.以灑水、水霧或抗酒精泡沫，控制火勢 

2.在不危及人員安全的情況下，將容器自火場中移離 

3.使用灑水或水霧，不可使用水柱滅火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1.火場中會產生毒性氣體。2.與水反應或腐蝕鐵、軟鋼會產生易燃氫氣。3.某些情況 

下，粉塵雲會被火花點燃，可能會爆炸。 

特殊滅火程序： 

 1.滅火前先阻止溢漏，如果不能阻止溢漏且周圍無任何危險，讓火燒完，若沒有阻止溢漏而先行滅火，

蒸氣會與空氣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而再引燃。2.隔離未著火物質且保護人員。3.安全情況下將容器

搬離火場。4.以水霧冷卻暴露火場的貯槽或容器。5.以水霧滅火可能無效，除非消防人員受過各

種易燃液體之滅火訓練。6.如果溢漏未引燃，噴水霧以分散蒸氣並保護試圖止漏的人員。7.以水

柱滅火無效。8.大區域之大型火災，使用無人操作之水霧控制架或自動搖擺消防水瞄。9.儘可能

徹離火場並允許火燒完。10.遠離貯槽。 11.貯槽安全閥已響起或因著火而變色時立即徹離。12.

未著特殊防護設備的人員不可進入。13.不要讓水進入容器內。14.可用水霧來撲滅 KCN儲存區之

火災。15.若無危險，將儲有 KCN之容器移離火場徹。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消防人員必須配戴全身式化學防護衣及空氣呼吸器（必要時外加抗閃火鋁

質被覆外套）。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1.穿戴防護裝備及衣物之人員禁止進入洩漏區，直至外溢區完全清乾淨為止。 

環境注意事項： 1.對洩漏區實施通風換氣以驅散洩漏之氣體。 2.除去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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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方法： 

1.粉狀物質漏洩時掃於紙張上或其他合適物質上，置於合適容器內後於安全處(如化學排煙櫃)焚燬。 

2.大量外洩時，儘可能回收，若無法回收，則收集當廢棄物處理，液體則可用蛭石、乾沙、泥土或

類似物質來吸收。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1.保持容器緊密，避免與濕氣接觸。 

2.處理此物前應先受訓。 

3.最好符合防火防爆之規定。 

儲存： 

1.儲存於陰涼、乾燥及通風良好處。 

2.遠離所有發火源、熱源及不相容物(例如強氧化劑)。 

3.保持容器緊密，避免與濕氣接觸。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 1.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裝置。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TWA 

短時間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STEL 

最高容許 

濃度 

CEILING 

生物指標 

BEIs 

1 ppm 2 ppm – – 

其它管制規範：1. TWA 1ppm (HSDB) 

2. TWA 1ppm (ChemWatch) 

DNEL 和 PNEC 值： 

衍生無作用劑量Derived No Effect Level (DNEL) 

 皮膚的dermal 吸入inhalation 口服oral 

工作人員workers 10 mg/kg a.d 32.2 mg/kg a.d  

一般人員general population 5 mg/kg a.d  8.6 mg/kg u.d 5 mg/kg a.d 
 

預估無效應濃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 (PNEC) 

水中water 沉澱sediment 土壤soil 污水處理廠Sewage treatment plant 

5.6 mg/l 0.0826 mg/kg 0.153 mg/kg 10 mg/l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1.<30mg/m 3 ：1.粉塵及霧滴呼吸防護具。 

2.<60mg/m 3 ：1.除拋棄式或四分面式外之粉塵或霧滴呼吸防護具。2.全面型具高效率粉

塵濾罐之全面型呼吸防護具。3.動力式具粉塵或霧滴濾罐之空氣濾清式

呼吸防護具。4.供氣式呼吸防護具。5.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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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護：防滲手套，材質以 4H 為佳。 

眼睛防護：1.全面罩。2.防塵、防濺安全護目鏡。3.勿戴隱形眼鏡。 

皮膚及身體防護：防滲衣服。 

衛生措施：  

1.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戴或丟棄，且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物之危

害性。2.工作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3.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4.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白色結晶、薄片、粉末固體 氣味：特殊窒息味、辛辣味 

嗅覺閾值：0.053ppm(0.32-0.72mg/m3) 熔點：131℃ 

pH值：與水反應形成酸性溶液 沸點/沸點範圍：284.5℃(昇華)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  152    

測試方法：    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570 ℃ 爆炸界限：1.7 %~10.5 % 

蒸氣壓：0.0002 mmHg@20℃ 蒸氣密度： 5.1 

密度： 1.527@4℃ 溶解度： 0.6 g/100ml水（緩慢水解）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0.62~1.63 揮發速率：–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 正常狀況下安定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1.強氧化劑：會造成火災及爆炸。2.水：會緩慢地起反應。3.液體會侵蝕某些塑膠、橡膠及

塗膜。4.強鹼：可能劇烈反應並飛濺，伴隨溫度和壓力上升。5.強還原劑：劇烈反應。6.硝

酸及硫酸：加入發煙硝酸於已溶解於硫酸之鄰苯二甲酐、在 80-100℃下可能造成爆炸性物質

之產生。 

應避免之狀況：受熱、火花、引火源、粉塵及霧滴產生。 

應避免之物質：1.強氧化劑。2.水。3.塑膠、橡膠及塗膜。  

危害分解物：鄰苯二甲酸燻煙、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吸入、皮膚接觸、眼睛接觸、食入  

症狀：刺激感、灼傷、咳嗽、打噴嚏、流鼻血 

急毒性： 

1.會造成眼睛、鼻子、喉嚨及皮膚之刺激感，若是接觸其濕表面，刺激會更嚴重。 

2.若是與皮膚接觸且被衣服、鞋子包住，會造成皮膚灼傷。 

3.吸入粉塵或蒸氣會造成咳嗽、打噴嚏或流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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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1,530mg/kg (大鼠，吞食) 

                                   800-4020 mg/kg (大鼠、吞食) 

1500 mg/kg (小鼠、吞食) 

165 mg/kg (小鼠、注射) 

>1000 mg/kg (兔、吞食) 

>3160 mg/kg (兔、皮膚) 

100 mg/kg (天竺鼠、注射) 

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210 mg/L/1H (大鼠、吸入) 

500 mg/24H （兔子，皮膚）造成溫和刺激。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造成皮膚疹及長期性眼睛刺激感。2.亦會導致皮膚過敏。3.亦會造成支氣管炎

及氣喘、呼吸急促、胸悶。有下列病況者易受危害：氣喘、過敏。1 mg/m3（交配

前 45 天雄鼠，吸入）影響下一代男性生殖系統。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LC50(魚類)：–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生物濃縮係數(BCF)：5-4053 

持久性及降解性： 

1.5 天之生物需氧量（B OD）為 106 ％。 

2.當釋放至水中，主要進行水解，亦可能直接光分解。 

3.當釋放至大氣中，會直接光分解，及與氫氧自由基作用。 

半衰期(空氣) ：485~4847 小時 

半衰期(水表面) ：0.0089~0.45 小時 

半衰期(地下水) ：0.0089~0.45 小時 

半衰期(土壤) ：0.0089~0.45 小時 

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流動性：當釋放至土壤中，預期在濕性土壤水解。 

其他不良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1.無法焚化者以安全之衛生掩埋處理。 

2.於具排氣淨化設備之合適燃燒室內焚化。 

3.溶於易燃性溶劑(如醇類)再噴入具有排氣淨化設備之合適燃燒室內焚化。 

4.液體廢棄物應用蛭石、乾砂、土或類似物質吸收，再以合格的安全衛生法掩埋。 

 

十四、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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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運輸名稱：鄰苯二甲酐(含馬來酸酐小於 0.05%，且熔融溫度 131℃ < FP 152℃) 

運輸危害分類：8 腐蝕性物質 

包裝類別：Ⅲ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含馬來酸酐小於 0.05%)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156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3.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4.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5.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6.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7.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衛生福利部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1.CHEMINFO資料庫，CCINFO光碟，99-2 
2.New Jersey Hazardous Substance Fact Sheets 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41，
1999 

3.RTECS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41，1999 
4.HSDB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41，1999 
5.NIOSH/OSHA，Occupational Health Guidelines for Chemical Hazards，1981 

6.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中美合作計畫「中文毒理清冊」〞，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7.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文毒理資理庫 

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89 年 11 月 

9.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物質安全資料表光碟資料 

10.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 介紹網站 

11.Handbook of Toxic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arcinogens 

12.中國國家標準 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13.中國國家標準 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14.U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odel Regulations. 

Rev.16 (2009) 

15.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nk (HSDB) 資料庫，ChemKnowledge 光碟，Volume 84 

16.ChemWatch 資料庫，2018 

17.緊急應變指南 2016 年版 

18.IARC WEB 

製表者單位  
名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地址/電話：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０７)６４１-３５０１ 

製 表 人  職稱：助理工程師      姓名(簽章)： 梁椀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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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  2021年 04月 14日 版：3 次：3 

備    註 
上述資料中符號” –“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而符號” /“代表此欄位對該物質並不

適用。 

上述資料從職安署委託製作網站下載，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轉製，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對上述資料已力求正確，但錯誤恐仍難免，各項數據與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負

責判斷其可用性，尤其需注意混合物時可能產生不同之危害，並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相

關規定，提供勞工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司不負任何責任。 

PS‧客戶若需 SDS資料,請洽業務代表 
文 件 修 正 一 覽 表 

版次 修改日期 修改內容 

1.5 2015.8.12 八、暴露預防措施：增加 DNEL及 PNEC 數據 

2.0 2016.3.29 增加標示：禁止用於食品及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既有化學物質第

一階段登錄碼：EPEP4A00219958 

3.0 2016.06.30 修改：製表人：職稱：正工程師。姓名(簽章)： 蔡明長林宏旭 

3.1 2019.10.24 修改：適用法規：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修改：製表人：職稱：助理工程師。姓名(簽章)：林宏旭梁椀琇 

3.2 2020.05.18 修改：適用法規：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3.3 2021.04.14 修改：參考文獻：16.ChemWatch 資料庫，2009-32018，17.緊急應變指南 2008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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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 

其他名稱：DINP-M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1.低揮發性之塑化劑。2.塑化劑、黏合劑、塑料溶膠、硝化纖維漆塗料。3.

用於非塑化劑之產品，如塑化產品，如乙烯樹脂游泳池、塑化之乙烯樹脂座椅

(傢俱上及汽車內)及服裝(外套、雨衣、靴子等)。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 

(０7 ) ６４１-３５０１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07)641-3501/(07)642-1087/0939336730/0911600286/0958215036 

 

二、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1.生殖毒性物質第 2 級 

標示內容： 

象 徵  符 號：健康危害                        

警   示   語：警告 

危害警告訊息：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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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懷疑對生育能力或對胎兒造成傷害 

危害防範措施： 

               1 使用前取得說明 

               2 置放於上鎖處 

               3 在瞭解所有安全防範措施之前切勿處置 

 4 避免釋放至環境中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中英文名稱：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同義名稱：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diisononyl ester；Bis(3,5,5-trimethylhexyl) phthalate；Phthalic acid, 

diisononyl ester、1,2-苯二甲酸二壬酯、鄰苯二甲酸二(3,5,5-三甲基己基)酯、酜酸二異壬酯、Baylectrol 

4200、Diisononyl phthalate、Dinp、 Dinp2 、 Dinp3、ENJ 2065、Isononyl alcohol, phthalate (2:1)、Jayflex DINP、

Palatinol DN、Palatinol N、Phthalic acid, diisononyl ester、Phthalisocizer DINP、 Sansocizer DINP、Vestinol NN、

Vinylcizer 90、Witamol 150、DINP-M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28553-12-0、68515-48-0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碼：

EPEP4A00220004、EPEP4A0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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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毒性化學物質) 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95 ﹪W/W

（Di-isononyl phthalate 95 ﹪W/W）以上、其他可塑劑 5%W/W 以下。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1.若發生危害效應時，應將患者移到空氣新鮮處。必要時使用呼吸器及藥物治療，保持身體 

        及休息。 

‧皮膚接觸：1.以流動水（和肥皂）沖洗皮膚或頭髮。2.假如仍有刺激感，立即就醫。脫掉被污染之衣 

           物。 

‧眼睛接觸：1.撐開上下眼皮，立即以大量清水沖洗。2.如果疼痛持續或復發立即就醫。3.由技術熟練 

            的人員將所配戴的隱形眼鏡卸下。 

‧食入：1.若吞食，不可催吐。2.若患者嘔吐，將頭部轉至側邊，保持其頭部低於臀部以減低吸入危險。 

       3.必要時立即就醫。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皮膚和眼睛灼傷。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1.應穿著 C 級防護裝備在安全區實施急救。 

對醫師之提示：對症治療。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小火：以化學乾粉、二氧化碳、灑水或一般型泡沫做為滅火劑，控制火勢。 

            大火：以灑水、水霧或一般型泡沫做為滅火劑，控制火勢。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容器受熱可能導致爆炸。 

特殊滅火程序：1.不可使用高壓水柱驅散洩漏物。      

              2.如果可行且無執行上的風險的情況下，將容器自火場中移離。      

             3.圍堵收集消防用水，待後續處置。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1.配帶正壓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2.制式消防衣僅能提供有限度的

防護。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1.不要接觸外洩化學品或穿越洩漏區域。 

環境注意事項：1.如果止漏可行且無執行上的風險的前提下，設法進行止漏作業。 

清理方法： 

 1.洩漏區保持通風。  

 2.禁止吸煙、明火及引火源。  

 3.如果可行且無人員的風險，設法止漏。  

 4.穿著全身防護衣並配戴空氣呼吸器。  

 5.聯繫消防隊並告知相關資訊以尋求協助。  

 6.將人員往上風處移動。  

 7.勿讓外洩物流入水源或下水道。  

 8.以蛭石，乾砂，泥土或相類似物質吸收後並置於適當容器中。  

 9.收集固體殘渣置於適當之容器內並密封標示作廢棄處置。  

小量： 

 1.立即清理洩漏物。  

 2.穿著適當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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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避免洩漏物接觸皮膚及眼睛;避免吸入蒸氣。  

 4.利用蛭石、乾砂、泥土或惰性物質吸附或回收外洩物，將污染物收集置適當容器中待處置，並加以

標示。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1.在通風良好處處置。  

 2.避免物質蓄積在窪地及污水坑。  

 3.未經確認不可進入侷限空間。  

 4.避免容器物理性損壞。  

 5.避免接觸不相容物質。  

 6.操作時禁止飲食或吸菸。  

 7.容器不使用時需緊閉。  

 8.避免所有個人接觸，包括吸入。  

 9.若有過度暴露風險時，應穿戴個人防護衣。  

 10.處置後務必用水及肥皂洗手。  

 11.工作服應分開清洗。  

 12.維持良好的職業工作習慣。 

儲存： 

 1.檢查儲存裝置是否有清楚的標示和免於洩漏。  

 2.貯存於原容器中。  

 3.保持容器緊閉。  

 4.貯存於陰涼、乾燥及通風良好的地方。  

 5.遠離不相容物質和食物器皿。  

 6.避免容器物理性損壞並定期測漏。  

 7.遵守廠商提供之儲存及處置建議。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 

1.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可使用一般排氣系統。 

2.在過量暴露風險存在下，須配戴適當的呼吸防護具。 

3.在倉庫或密閉的存儲區域提供足夠的通風。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TWA 

短時間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STEL 

最高容許 

濃度 

CEILING 

生物指標 

BEIs 

－ － －    －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1.若是有經常性的使用或會暴露在高濃度下，需要呼吸防護。 

            2.呼吸防護依最小至最大的暴露濃度而有所不同。 

            3.在使用前，須確認警告注意事項。 

            4.使用含有機蒸氣濾罐之化學濾罐式、全面型含有機蒸氣濾罐之化學濾罐式呼吸防護 

             具。或是任何空氣清淨式全面型有機蒸氣濾毒罐呼吸防護具。 

            5.未知濃度或立即危害生命健康的濃度狀況下：壓力需求式或其他正壓全面型供氣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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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防護具輔以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手部防護：1.化學防護手套。 

‧眼睛防護：1.防濺安全護目鏡。  

            2.提供緊急眼睛清洗裝置或是快速淋浴裝置等。 

‧皮膚及身體防護：1.化學防護衣。  

衛生措施： 

1.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戴或丟棄，且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物之危害性。2.工作

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3.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4.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黃微粘稠油狀液體 氣味：輕微刺激性芳香味 

嗅覺閾值：－ 熔點：-48℃             

pH 值：－ 沸點／沸點範圍：252℃ (5 mmHg)  

易燃性：－ 閃火點：234 ℃(OPEN) 

測試方法： 分解溫度： － 

自燃溫度：－ 爆炸界限：－  

蒸氣壓：5.4x10 -7 mmHg(25℃) 蒸氣密度：－ 

密度：0.971-0.977g/cm3 （20℃） 溶解度：0.005g/100ml(水) 0.2 mg/L於水中;易溶於丙

酮，甲醇，苯，乙酸乙酯，醚。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9.37 揮發速率：－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正常狀況下安定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鄰苯二甲酸鹽： 

1.可能腐蝕某些型式之塑膠。 

2.強酸、強氧化劑、過錳酸鹽及硝酸鹽：不相容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鄰苯二甲酸鹽：強酸、強氧化劑、過錳酸鹽及硝酸鹽。 

危害分解物：  當加熱到分解產生刺鼻的濃煙和刺激性物質。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吸入、皮膚接觸、眼睛接觸、食入 

症狀：流淚、結膜發紅、睪丸萎縮、肝臟肥大，可能會造成刺激性，產生紅斑等不適症狀。 

急毒性： 

皮膚接觸： 

1.該液體可能可與油脂相溶混，並可能會使皮膚脫油，而造成非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2.該物質不會造成刺激性皮膚炎。  

3.開放性傷口、擦傷或敏感性皮膚不應暴露於該物質。  

4.藉由割傷、擦傷或損傷進入血液系統可能產生系統性傷害。  

5.使用物質前先檢查皮膚並確保外傷有適當保護。 

吸    入： 

1.此物質不會經由吸入產生有害影響或造成呼吸道刺激。儘管如此，經由多種動物暴露證實依然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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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害影響。  

2.將暴露保持在最小限度並在職業場所中使用適當管理方法，以維持良好的工作衛生習慣。  

3.高溫會增加吸入風險。  

4.該物質不具揮發性，因此通常不具危害。 

食    入： 

1.意外吞食該物質可能會損害個人健康。  

2.經由吞食吸收及代謝的速度較慢，因此毒性不會過量。  

3.飲食中的脂肪會影響該物質的吸收。  

4.重複吞食會累積毒性影響，其症狀包括肝臟肥大。  

5.碳水化合物的代謝被中止，且會使血液中的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含量下降。  

6.亦有睪丸萎縮現象。  

7.部分鄰苯二甲酸鹽會增加抗生素、維生素 B1 及磺胺類藥劑的藥效。 

眼睛接觸： 

1.該液體並非刺激性物質，然而直接接觸眼睛仍會造成流淚或結膜發紅等短暫不適的現象。 

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10,000 mg/kg (大鼠、吞食)  

                        >3,160 mg/kg (兔子、皮膚) 

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經實驗證實，人體暴露於該物質會直接造成發育失調。  

2.經由重複或長期職場暴露後，該物質可能會蓄積於人體內，並造成某種影響。  

3.該物質可能會造成癌症或突變，但無足夠數據可供評估。  

4.根據類似物質的實驗數據指出，暴露於該物質可能會降低生育能力。  

5.長年暴露於鄰苯二甲酸鹽，會導致手腳疼痛、麻木及抽搐。許多暴露於該物質者會有神經系統及平

衡系統多重失調情形。  

6.長期暴露會造成女性的性激素濃度下降，而導致未排卵或流產；亦會造成男性精子量及生育能力下

降。  

7.該物質會造成類似性激素的影響，並造成胚胎傷害。  

8.IARC：目前尚無 IARC 分類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LC50(魚類)：> 0.16 mg/L/96 hr（Oncorhynchus mykiss）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生物濃縮係數(BCF)：3     

持久性及降解性： 

1.釋放至土壤中，不會從亁土壤表面揮發，預期在土壤中會受到生物降解。 

2.釋放至水中，此物質會被水中懸浮物吸附。在河流及湖水的半衰期分別約為 50 日和 370 日，水解半

衰期在 pH 值 7 和 8 下為 3.4 年和 125 日，顯示水解非其重要流佈機制。 

3.釋放至空氣中，此物質會同時以氣相及顆粒狀存在於大氣中。顆粒狀物質可由濕式或亁式沉澱方式

由大氣中移除。可經由陽光照射而直接光分解。 

半衰期(空氣) ：－         

半衰期(水表面)：－         

半衰期(地下水)：－          

半衰期(土壤) ：－       

生物蓄積性：預期在水中生物體之生物濃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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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之流動性：在土壤中無流動性。 

其他不良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1.各地區法規對於廢棄物處理需求不盡相同。每位使用者必須參考該地區相關處理法規。在某些地區，

特定的廢棄物必須被追蹤。 

2.使用者應該研究：減量、重複使用、回收以及處置。 

3.此物質若無使用或未被污染應回收。若受到汙染，則可能須以過濾、蒸餾或其他方式回收。保存期

限亦必須加以考量。注意物質特性在使用中可能會改變，且回收或重複利用並非總能適用。 

4.禁止清潔或製程設備的水進入排水系統。 

5.在處置前可能需要收集所有處理過的水。 

6.所有處理後的水在排入污水道時，都必須考慮要遵守當地法律和規則。若懷疑相關責任，應接洽管

理當局。 

7.盡可能進行回收或洽詢製造商進行回收。 

8.諮詢當地或區域廢棄物管理機關進行廢棄處置。 

9.在合格場所焚化。 

10.盡可能回收容器。   

 十四、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3082 

聯合國運輸名稱：環境危險物，液體，未另作規定 

運輸危害分類：第 9 類 

包裝類別：III 

海洋污染物（是／否）：是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須符合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 

緊急應變處理原則：171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1.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2.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3.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4.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1.行政院衛生署，〝中美合作計畫「中文毒理清冊」〞，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行政院環保署，中文毒理資理庫   

3.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89 年 11 月   

4.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物質安全資料表光碟資料   

5.勞動部，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 介紹網站   

6.Handbook of Toxic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arcinogens   

7.中國國家標準 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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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國國家標準 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9.U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odel Regulations. Rev.16 (2009)   

10.HSDB 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ume 87，2011  

11.ChemWatch 資料庫，2011-2   

12.緊急應變指南 2008 年版   

13.IARC WEB   
14. 環保署、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合設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製表者單位  
名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地址/電話：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０７)６４１-３５０１ 

製 表 人  職稱：助理工程師     姓名(簽章)： 梁椀琇       

製表日期   2020 年 07 月 20  日 版：4 次：2 

備    註 上述資料中符號” –“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而符號” /“代表此欄位對該物質並不適用。 

上述資料為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僅供參考，各項資料已力求正確完整，但錯誤恐仍難免，

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負責判斷其可用性，尤其需注意混合時可能產生不同之危害，並依「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相關規定，提供必要之注意事項。 

PS‧客戶若需 SDS資料,請洽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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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1/13 

BASF 安全資料表  

日期 / 製表: 06.10.2020 版本: 15.0 

產品: LUPRANATE T-80 Ex Korea 

(30219025/SDS_GEN_TW/ZF) 

列印日期 05.12.2020 

 
 
 

 

 

 
 

1. 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LUPRANATE T-80 Ex Korea 

 
其他名稱:/ 

 
 
限制使用: 應強烈建議所有消費者不要使用。, 使用非質子極性溶劑的專業清潔應用（符合IUPAC定義） 

建議用途: 聚胺酯成份, 工業化學品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BASF Polyurethanes GmbH 

Postfach 1140 

49440 Lemfoerde, GERMANY 

電話: +49 5443 12-2121 

傳真號碼: +49 5443 12-2090 

電子郵件地址: Product-Safety-Polyurethanes@basf.com 

 
緊急連絡電話/傳真電話: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number: 

電話: +49 180 2273-112 

 
 

2. 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  

急毒性物質: 級別 1 (吸入-蒸氣) 

致癌物質: 級別 2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級別 2A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級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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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製表: 06.10.2020 版本: 15.0 

產品: LUPRANATE T-80 Ex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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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 05.12.202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 單一暴露: 級別 3 (刺激呼吸道系統) 

呼吸道過敏物質: 級別 1 

皮膚過敏物質: 級別 1A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慢性): 級別 3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急性): 級別 3 

 
標示內容 (及危害防範措施):  

 
圖示: 

  

       

 
警示語: 

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H351 懷疑致癌。 

H330 吸入致命。 

H319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刺激。 

H315 造成皮膚刺激。 

H334 吸入可能導致過敏或哮喘病症狀或呼吸困難。 

H317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H402 對水生生物有害。 

H412 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危害防範措施 (預防): 

P201 使用前取得說明。 

P202 在瞭解所有安全防範措施之前切勿處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塵/燻煙/氣體/霧滴/蒸氣/噴霧。 

P264 處置後徹底清洗雙手。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風良好的環境使用。 

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帶出工作場所。 

P273 避免排放至環境中。 

P280 穿戴防護手套和眼睛防護具/臉部防護具。 

P281 使用所需的個人防護裝備。 

P284 穿戴呼吸防護具。 

P285 如通風不良，須著用呼吸防護具。 

 
危害防範措施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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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9025/SDS_GEN_TW/ZF) 

列印日期 05.12.2020 

P303 + P352 若沾及皮膚（頭髮）：用大量肥皂和清水冲洗。 

P304 + P340 若不慎吸入：將患者轉移到新鮮空氣處，保持呼吸舒適的體位休息。 

P304 + P341 若不慎吸入：如呼吸困難，移到新鮮空氣處，保持呼吸舒適的體位休息。 

P305 + P351 + P338 如進入眼睛：用水小心沖洗幾分鐘，如帶隱形眼鏡在可取出情形下，取出

隱形眼鏡，繼續沖洗。 

P308 + P313 如暴露接觸到或有疑慮時，立即就醫。 

P310 立即呼救毒物諮詢中心或送醫。 

P312 如有不適，立即呼救毒物諮詢中心或送醫。 

P320 緊急處置方法（參見本標示）。 

P321 特殊處理（參見本標示）。 

P332 + P313 如發生皮膚刺激，立即就醫。 

P333 + P313 如發生皮膚刺激或皮疹，立即送醫。 

P337 + P313 如仍覺眼睛有刺激，立即送醫。 

P342 + P311 如有呼吸系統症狀，呼救毒物諮詢中心或求醫。 

P362 + P364 脫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後方可重新使用。 

P363 脫掉的衣服須經洗滌/除汙後，方可重新使用。 

 
危害防範措施 (儲存): 

P403 + P233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密閉。 

P405 加鎖存放。 

 
危害防範措施 (廢棄): 

P501 此類物質與其容器應棄置於正式指定的廢棄物收集點。 

 
其他危害 (但不至於歸入分類): 

見第12章-PBT和vPvB的評估結果。  

 
含異氰酸酯。可能產生過敏反應  

 

3. 成分辨識資料 

化學性質 

 
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毒性化學物質] (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W/W): 100 %)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 26471-62-5 

 
 

4. 急救措施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急救人員應注意自身的安全。 若失去知覺, 將病人置於復甦狀態, 然後抬離現埸。 立即脫去受污染的

衣物。  

 
吸入: 

讓病患保持鎮定, 移至空氣新鮮處, 並尋求醫療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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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接觸: 

立即用肥皂及清水徹底清洗, 請醫生診治。  

 
眼睛接觸: 

沾及眼睛後，翻轉眼瞼，用流動清水清洗15 分鐘以上，請眼科醫生診治。  

 
食入: 

立刻漱口後喝下200~300毫升的水, 就醫診治.  

 
對醫師之提示: 

症狀: 胸部緊縮, 咳嗽, 呼吸紊亂 

危害: 癥狀會隨後出現。  

處理: 依症狀 (除污, 維持生命機能),  未見特種解毒劑, 給予類固醇氣霧劑 (corticosteriod dose 

aerosol) 防止肺水腫。  

 

5. 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  

乾粉, 二氧化碳, 耐醇性之泡沫, 水霧 

 
基於安全因素而不適用之滅火介質:  

水柱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一氧化碳 (CO), 二氧化碳 (CO2), 氰化氫(hydrogen cyanide), 氮氧化物(nitrogen oxides), 異氰酸酯 

火災時能釋放出以上所提到之物質/物質群組。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穿戴自攜式空氣呼吸器及化學防護衣。  

 
特殊滅火程序:  

火場中以水噴灑容器保持冷卻。 依法規規定處置火災後殘餘物及受污染之消防水。  

 
 

6. 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穿著個人防護衣。 個人防護措施相關資料，見第8章。 確保通風充足。 若曝露在蒸氣/粉塵/氣霧中, 需

穿戴呼吸防護用具。  

 
環境注意事項: 

切勿排入水溝。 不可排入底土/土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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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方法: 

大量溢出時: 用幫浦注入容器。  

剩餘溢出物: 使用惰性物質吸除（如沙，土等） 依法規處置被吸收的材料。  

以 5 - 10 %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 0.2 - 2 %清潔劑(detergents) and 90 - 95 %水為中和溶

劑。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製程機器必須安裝排氣通風裝置。 確保存放及工作地點完全的通風。 避免生成氣霧。 當處理高溫產品

時，需抽蒸氣並使用呼吸防護設備。 噴灑時穿戴呼吸防護用具 氣密封閉時, 容器有爆破危險。 防潮。 

污染發生後應儘速清理。 為員工提供基本的訓練以避免/减少暴露的可能性。 利用異氰酸酯剛製造出的

產品可以含有不完全反應的異氰酸酯和其它危險物質。例如, 一級芳香族胺。 使用非質子極性溶劑進

行工業清洗（符合IUPAC定義）可能導致形成有害的一級芳香族胺（> 0.1％）。參考第11章。  

 
防火、防爆措施: 

無須採取特別預防措施。  

 

儲存 

遠離水。 與食品和動物飼料隔離。 與酸和鹼隔離。  

 
適當的容器材質: 碳鋼( 鐵),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錫 (錫盤), 不鏽鋼 1.4301

（V2）  

不適當的容器材質: 紙  

儲存條件的詳盡資訊: 緊密封閉容器並存放在陰涼及通風良好的地方。 防潮。 產生二氧化碳造成壓力蓄

積。 氣密封閉時, 容器有爆破危險。  

 
儲存安定性: 

防潮。 

若水分進異氰酸酯容器中，會形成二氧化碳而造成容器中壓力增高。 

 

8. 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參數 

 
2,6-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2,6-diisocyanate), 91-08-7;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STEL) 0.005 ppm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皮膚指示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此物質能被皮膚吸收。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濃度 (TWA) 0.001 ppm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最高容許濃度 (CLV) 0.036 mg/m3 ; 0.005 ppm (職業暴露限制OEL(台灣)) 

皮膚指示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皮膚吸收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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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2,4-diisocyanate)[毒性化學物質], 584-84-9;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濃度 (TWA) 0.001 ppm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皮膚指示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此物質能被皮膚吸收。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STEL) 0.005 ppm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最高容許濃度 (CLV) 0.036 mg/m3 ; 0.005 ppm (職業暴露限制OEL(台灣)) 

皮膚指示  (ACGIHTLV), 可呼吸性的量與蒸氣 

皮膚吸收的危險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 

遇到蒸氣/霧氣產生時須保護呼吸道。 (Combination filter EN 14387 A-P2) 

 
手部防護: 

化學防護手套 (EN 374) 

可適合長時間直接接觸化學品之材質 (建議: 保護指標 6, 依 EN 374 標準, 防滲透時間大於480分鐘) 

丁基橡膠 - 包覆厚度 0.7 毫米 

丁腈橡膠 (NBR) - 包覆厚度0.4毫米 

氯丁二烯橡膠 (CR) - 包覆厚度0.5毫米 

不合適的材料: 

聚氯乙烯 (PVC) - 包覆厚度0.7毫米 

聚乙烯薄板 (PE薄板)  - 依計算值包覆厚度為0.1毫米 

 
為非質子性極性溶劑的工業清洗提供充分保護的合適材料（符合IUPAC定義） 

丁基橡膠 - 包覆厚度 0.7 毫米 

丁腈橡膠 (NBR) - 包覆厚度0.4毫米 

氯丁二烯橡膠 (CR) - 包覆厚度0.5毫米 

 
眼睛防護: 

有側邊的安全眼鏡 (EN 166) 

 
皮膚及身體防護: 

選擇防護用具時必須依工作項目及可能之曝露, 如依 DIN-EN 465 防護標準選擇圍裙, 防護靴, 化學防

護衣。 

 
衛生措施: 

切勿吸入蒸氣/噴霧。 當操作異氰酸脂新製成的產品時，建議著身體防護設備與抗化學手套。 除所描述

之個人防護用具外, 要求加穿密閉工作服。 工作場所內禁止飲食及吸煙。 立即脫去受污染的衣物。 休

息和下班前必須洗手和/或臉。 下班前必須洗淨皮膚, 塗上護膚用品。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  液體 

外觀(顏色):  無色, 澄清 

氣味: 特性的, 微刺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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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閾值: 因呼吸方式敏感属性而無法測試。 

 
PH值:  

不適用 

 

 
熔程: 9.5 - 10 ℃ 

(1,013 hPa)  

(Directive 84/449/EEC, A.1) 

沸程: 252 - 254 ℃ 

(1,013 hPa)  

(Directive 84/449/EEC, A.2) 

 
閃火點: 大約 131 ℃  

揮發速率:  

數值近似等於亨利定律常數或蒸汽壓 

 

 
易燃性 (固體/氣體): 不會著火  

爆炸界限(下限):  

對於液體無需分類和標示。 

 

爆炸界限(上限):  

對於液體無需分類和標示。 

 

自燃溫度: > 595 ℃  (Directive 84/449/EEC, A.15) 

 
分解溫度: 230 ℃    

自燃: 非自燃 

 

試驗形式: 室溫自燃 

 
自體發熱能力: 非自燃性物質。 

 

 

爆炸危害: 非爆炸性 (84/449/歐洲經濟共同體指引, 

A.14) 

助燃特性: 依據其化學結構, 本產品不被定義為

氧化性 

 

 
蒸氣壓: 0.015 hPa 

(20 ℃)  

(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指引 

84/449, A.4) 

 
密度: 1.22 g/cm3  

(20 ℃)  

(Directive 84/449/EEC, A.3) 

相對密度: 大約 1.22 

(20 ℃)  

 

相對蒸氣密度 (空氣):  

不適用 

 

 
(水中)溶解度: 研究的科學性理由不足。 

124 mg/l  

(25 ℃) 

 

水溶性:  

可與水反應 

 

辛醇/水分配係數 (log Kow):  

(22 ℃) 

研究的科學性理由不足。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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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數據。  

 

表面張力:  

基於化學結構特性，並不預期會有表面

活性。 

 

 
黏度，動態的:  

未測試 

 

黏度，運動學的: 2.221 mm2/s 

(20 ℃)  

(量測) 

 
 
莫耳質量: 174.16 g/mol   

 
其它資料: 

如有需要，其他理化性質資料將在這一部份述明。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應避免之狀況: 

溫度: < 15 °C 

 
避免潮濕。  

 
分解溫度:  230 ℃ 

 
應避免之物質:  

銅, 鋅, 錫, 酸, 醇類, 胺類, 水, 鹼性物質, 銅合金, 鋁合成物, 強氧化劑 

 
腐蝕金屬: 不預期會腐蝕金屬。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與水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有爆裂危險。 與具活性氫的物質反應。  

此物質之化性穩定。  

與水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有爆裂危險。 與醇類反應。 與酸反應。 與鹼反應。 與胺反應。 放熱反應之

危害 聚合反應之危險 物質與某些橡膠或塑膠接觸會脆化失去強度  

此物質之化性穩定。  

 
若儲存和操作依上述指示, 不會有危害分解物質。 

 

11. 毒性資料 
 

急毒性(急性毒性) 

 
劇烈毒性評估: 

短時間吸入試驗顯示有高毒性。 單一吸後入為低毒性。 經單一皮膚試驗後, 實際為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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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算所得數據: 

(LD50) 半數致死量 大鼠 (口服): 4,130 mg/kg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401) 

 
LC50 (半致死濃度) 大鼠 (經由吸入): 0.48 mg/l 1 h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403) 

蒸氣試驗。 

 
(LD50) 半數致死量 兔子 (皮膚): > 9,400 mg/kg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402) 

 

急毒性(刺激性) 

 
刺激性影響評估: 

對眼睛、呼吸系統和皮膚有刺激性。  

 
實驗/計算所得數據: 

皮膚 腐蝕/刺激 兔子: 刺激性。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404) 

 
眼睛嚴重 損傷/刺激 兔子: 刺激性。 (Draize 試驗) 

 

急毒性(呼吸/皮膚敏感性) 

 
致過敏性評估: 

此物質可能造成呼吸道過敏。 接觸皮膚可能造成過敏。 動物試驗顯示皮膚接觸會導致肺部過敏。 然而,

相關的人類結果尚不清楚。  

 
實驗/計算所得數據: 

老鼠局部淋巴腫瘤分析 (LLNA) 老鼠: 皮膚敏感性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429)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生殖細胞致突變性) 

 
誘變作用評估: 

該物質在多種的細菌與細胞培養測試系統中呈現誘變性; 然而這些測試結果並未在哺乳類動物上確認

過。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致癌性) 

 
致癌作用評估: 

長期對實驗室動物進行口服試驗, 觀察到有致癌影響。 實驗室動物在長期吸入暴露下, 未有致癌影響。 

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物將該物質列入第2B組(對人類為可能致癌物

質)。  

 
使用非質子極性溶劑進行工業清洗（符合IUPAC定義）可能導致形成有害的一級芳香族胺（> 0.1％）。 

根據動物試驗，一級芳香族胺被認為對人類有潛在致癌性。其中一些化學物質是已知的人類致癌物質。 

若使用建議的個人防護設備與工業衛生手則，不預期會有危害健康的影響。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生殖毒性) 

 
生殖毒性評估: 

依動物研究試驗結果不會削弱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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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毒性或長期毒性(發展性毒性) 

 
畸形作用評估: 

動物研究試驗並未發現發展性的中毒/畸形之影響。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 

 

單一特定標的器官毒性物質的評估:  

也許會對呼吸道敏感  

 
 

重複劑量毒性和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 

 
重覆吸收毒性評估: 

動物試驗顯示, 重複吸入少量的該物質也會對肺有損傷。 動物試驗顯示, 重複吸入少量的該物質也會

對上呼吸道有損傷。  

 

呼吸性危害 

 
研究的科學性理由不足。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對水生物毒性評估:  

對水中有機物產生急性危害。 若適當引進低濃度至生化處理廠, 預期不會發生抑制活性污泥降解作用。  

產品可水解, 試驗結果可能由於部份產品降解。  

 
對魚類毒性: 

LC50 (半致死濃度) (96 h) 133 mg/l, 魚, 淡水魚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3, 靜電) 

 
水生無脊椎生物: 

半有效濃度 (EC50) (48 h) 12.5 mg/l, 大型蚤類(Daphnia magna)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2, 第

一部, 靜電) 

毒性作用的細項依指標濃度  

 
水生植物: 

半有效濃度 (EC50) (96 h) 3,230 mg/l (生長率), Skeletonema costatum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1, 靜電) 

毒性作用的細項依指標濃度  

 
(96 h) 4,300 mg/l (生長率), 藻類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1, 靜電) 

毒性作用的細項依指標濃度  

 
微生物/對活性污泥的影響: 

半有效濃度 (EC50) (3 h) > 100 mg/l, 活性污泥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9, 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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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魚類的慢性毒性: 

無數據。  

 
對水生無脊椎生物的慢性毒性: 

無可觀察之影響濃度 (21 天), 1.1 mg/l, 大型蚤類(Daphnia magna)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11, 

靜電) 

毒性作用的細項依指標濃度  

 
對陸棲生物毒性評估: 

 
土壤中有機生物: 

LC50 (半致死濃度) (14 天) > 1,000 mg/kg, 赤子愛勝蚓(Eisenia foetida)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

準則 207, 人造土) 

 
陸生植物: 

無可觀察之影響濃度 (14 天), 燕麥(Avena sativa)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8) 

 
無可觀察之影響濃度 (14 天), 萵苣(Lactuca sativa)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準則 208) 

 
其它陸生非哺乳動物: 

無數據。  

 

土壤中之流動性 

 
在不同環境區間評估運輸風險。: 

由於產品的特性，該測試不可能。 

由於產品的特性，該測試不可能。 

 

持久性及降解性 

 
消去度資訊: 

 0 % 理論需氧量中的生化需氧量 (28 天) (OECD Guideline 302 C) (有氧的, 非適宜的生活活性污泥) 不

易被生物降解的。 

 
評估在水中的穩定性: 

與水接觸則物質將快速水解。 

 
水中溶解度資訊(水解): 

t1/2 0.5 min, (其他, 中性 (pH 7)) 

 

生物蓄積性 

 
潛在生物體內累積評估: 

預料在有機體中不會累積。  

本產品未經過試驗, 本聲明的內容是由水解產物之性質推論的。  

 
生物蓄積性: 

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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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不良效應 

 
可吸附有機鹵化物 (AOX):  

產品不含有機結合鹵化物。  

 

其它資訊 

 
其它生態毒性資訊: 

不要將未處理的物質排放到天然水域中。 不可流入土壤, 水道或廢水道。  

 

13. 廢棄處置方法 

參照當地法規, 在合適之焚化廠焚燒。 

異氰酸脂廢棄物需棄置於乾燥容器中且不得與其它廢棄物混置(反應會產生壓力增加的危險)。 

 
受污染的包裝材料: 

污染之包材應儘可能清空並經過澈底洗淨後, 才可送去資源回收利用。 

這種物質及其容器必須以安全方法棄置。 

 

14. 運送資料 

國內運輸: 

包裝類別: II 

聯合國編號: UN 2078 

運輸危害分類: 6.1 

聯合國運輸名稱:  二異氰酸甲苯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詳細資料) 

國內運送規定: 請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海運 

IMDG 

 Sea transport 
IMDG 

 

包裝類別: II Packing group: II 

聯合國編號: UN 2078 ID number: UN 2078 

運輸危害分類: 6.1 Transport hazard 
class(es): 

6.1 

海洋污染物（是／否）: 否 Marine pollutant: NO 

聯合國運輸名稱:  

二異氰酸甲苯   

Proper shipping name:  
TOLUENE DIISOCYANATE   

 
 
空運 

IATA/ICAO 

 Air transport 
IATA/ICAO 

 

包裝類別: II Packing group: II 

聯合國編號: UN 2078 ID number: UN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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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危害分類: 6.1 Transport hazard 
class(es): 

6.1 

聯合國運輸名稱:  

二異氰酸甲苯   

Proper shipping name:  
TOLUENE DIISOCYANATE   

 

15. 法規資料 

 
需標示的主要危害成份: TOLYLIDENEDIISOCYANATE 

 
對於混合物的分類，應用了以下方法：根據測試結果和專家評估後對有害物質的濃度水平進行外推。所

使用的方法在相應的測試結果中提及。 

 

適用法規 

 
登錄狀態根據TCCSCA(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此產品的所有成分皆列在既有清單裡或被豁免。所有成分皆已登錄、預登錄或被豁免。在台灣可向台灣

巴斯夫法人實體購買。 如果您從非台灣巴斯夫法人實體處購買，請聯繫您當地的銷售代表以獲取更多

信息。 

 
需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標準、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建議書[橘皮書]、

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16. 其它資料 

參考文獻：巴斯夫環安資料  

製表單位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電話：台北市10486松江路87號16樓 /  +886 2 2518-7737  

製表人/職稱：李威霖 經理  

製表日期：請參照首頁  

 

左邊垂直線表示相較前一版本經修改處。 

 
本安全資料表的內容是根據現有知識與經驗編寫，僅止於描敘產品相關安全要求。此安全資料表不是分析

（COA）也不是技術數據表的證明，不應誤認為是協議規範，用途不包含物質/混合物相應合約的品質協議。

產品的接收人有責任確保任何所有權和現行的法律和法規。 



第35頁

 1 

安全資料表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formamide) (為環保署公告之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乙烯樹脂以及乙炔，丁二烯，酸氣等之溶劑；聚丙烯纖維；羧化反應之

催化劑；有機合成；氣體載體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亙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光復南路 1號 7 樓之 2 

電話:(02)2769-5558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02)2769-5558/(02)2761-0627 

 

二、【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 1. 易燃液體第 3級 

                 2. 急毒性物質第 5級(吞食) 

                 3.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3級 

                 4.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2A級 

                 5. 生殖毒性物質第 1級 

                 6.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 1級 

                 7. 急毒性物質第 3 級(吸入) 
標示內容： 

 

                                           

 

˙象徵符號：火焰、骷髏與兩根交叉骨、健康危害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1. 易燃液體和蒸氣 

                 2. 吞食可能有害 

                 3. 造成輕微皮膚刺激 

                 4.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5. 可能對生育能力及胎兒造成傷害 

                 6. 長期或重複暴露可能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7. 吸入有毒 

                 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第 2類毒化物 

˙危害防範措施： 1. 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2. 遠離引燃品－禁止抽菸 

                 3. 如遇意外或覺得不適，立即洽詢醫療 

             4. 配戴護目鏡、口罩、手套 

                 5. 避免暴露於此物質－須經特殊指示使用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中英文名稱：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formamide)  

同義名稱：N,N-DIMETHYLFORMAMIDE、DMFA、N-N-DIMETHYL FORMAMIDE、DMF、N,N-DIMETHYL FORMAMIDE、

N-FORMYLDIMETHYLAMINE、DIMETILFORMA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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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68-12-2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C3H7ON (95~100 % W/W)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    入：1. 立即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2. 如果呼吸停止施予心肺復甦術 

             3. 讓患者保持溫暖和休息 

             4. 立即就醫 

˙皮膚接觸：1. 用水沖洗皮膚至少 20分鐘 

             2. 如果滲透衣服，立刻脫去衣服並用水清洗皮膚 

             3. 立即就醫 

˙眼睛接觸：1. 用大量清水沖洗 

             2. 沖洗後，立刻就醫 

˙食    入：1. 若患者意識不清不要經口給予任何食物 

             2. 不能催吐 

             3. 給予 240~300 毫升的水 

             4. 若患者自然嘔吐，清洗嘴部，並再給水 

             5. 儘速送醫治療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可造成腹痛、嘔吐、臉部發紅、腹瀉、血壓增加、刺激感，立即經皮膚

吸收。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未著全身式化學防護衣及空氣呼吸器之人員不得進入災區搬運傷患，應穿著 C

級防護裝備在安全區實施急救，避免直接接觸。 

對醫師之提示：患者吞食時，考慮洗胃、活性碳；大量吸入時給予氧氣。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酒精泡沫、二氧化碳、化學乾粉 、噴水或水霧 (※不可使用鹵化物之滅火器)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1. 其液體和蒸氣易燃。 

2. 蒸氣比重大於空氣，會沉降於低窪或封閉的區域、貯存或通風不良的地區，遇火源可能

會造成回火。 

特殊滅火程序： 

    1. 撤退並自安全距離(上風處)或受保護的地點滅火。 

    2. 位於上風處以避免危險的蒸氣和有毒的分解物。 

    3. 滅火前先阻止溢漏，如果不能阻止溢漏且周圍無任何危險，讓火燒完，若沒有阻止溢漏

而先行滅火，蒸氣會與空氣形成爆炸性的混合物而再引燃。 

    4. 隔離未著火物質且保護人員。 

    5. 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6. 以水霧冷卻暴露火場的貯槽或容器。 

    7. 以水霧滅火可能無效，除非消防人員受過各種易燃液體之滅火訓練。 

    8. 如果溢漏未引燃，噴水霧以分散蒸氣並保護試圖止漏的人員。 

    9. 以水柱滅火無效。 

   10. 大區域之大型火災，使用無人操作之水霧控制架及自動搖擺消防水瞄。 

   11. 儘可能撤離火場並允許火燒完。 

   12. 遠離貯槽。 

   13. 貯槽安全閥已響起或因著火而變色時立即撤離。 

   14. 未著特殊防護設備的人員不可進入。 

   15. 蒸氣可飄到點火源再燒回來造成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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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容器可因火災之高熱，而引起爆炸。 

   17. 蒸氣可在室內外或下水道產生爆炸危害。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護目鏡、防毒口罩、空氣呼吸器(必要時外加抗閃火鋁質被覆外套)、防滲設備(必要時佩戴全身式化

學防護衣)。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1.洩露或外溢區未清理乾淨前，禁止未穿戴防護裝備者進入。疏散非必要人員，

隔離受災區及阻絕災變入口。停留在上風處，不要停留於低窪地區。  

                 2.在沒有危險情況下移走所有引火源，使洩露或外溢區通風。 

                 3.如果火災時，裝載的槽車亦在火場中，則必須將距離火場方圓 1/2哩內的區

域隔離管制。 

                 4.小量洩漏時以紙巾吸收置於安全處(如化學排煙櫃)蒸發。須有充足時間使通 

                   風櫃管子蒸發乾淨，然後遠離可燃物將紙燒掉。 

                 5.大量洩漏可回收或收集後噴入有適當排氣淨化設備的燃燒爐燃燒。 

6.確定是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之工作            

環境注意事項:   1. 對洩漏區進行通風換氣 

2. 移開所有引燃源 

                3. 通知政府職業安全衛生與環保相關單位 

清理方法： 

  一般處理:1. 不要觸碰外洩物 

           2. 避免外洩物進入下水道、水溝或密閉的空間內 

           3. 在安全許可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4. 用砂、泥土或其他不與洩漏物反應之吸收物質來圍堵洩漏物 

           5. 少量洩漏: 用不會和外洩物反應之吸收物質吸收。以污染的吸收物質和外洩物

具有同樣的危害性，須置於加蓋並標示的適當容器裡，用水沖洗溢

漏區域。 

              大量洩漏:  聯絡消防，緊急處理單位及供應商以尋求協助。 

           6. 大量回收處理(控制火場火勢的水，或是稀釋此物質的水，均會造成環境污染)。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1. 工作區內張貼”禁止吸煙”的標示，操作時避免釋出蒸氣或霧滴。 

    2. 在通風良好的指定場所使用並採最小量使用。 

    3. 須備隨時可用於滅火及處理洩漏的緊急應變裝備。 

儲存： 

    1. 工作場所使用經認可的易燃性液體貯存容器。 

    2. 貯桶接地，轉接容器亦應等電位連接(接地夾須觸及裸金屬)。 

    3. 空的貯存容器內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殘留物。 

    4. 貯存於陰涼、乾燥、通風良好及陽光無法直接照射的地方。 

    5. 遠離熱、發火源及不相容物(如:強氧化劑)貯存。 

    6. 應依「危險物及有害通識規則」規定標示。 

    7. 使用不產生火花且接地的通風系統與電氣設備，避免成為發火源。 

    8. 貯存在貼有標籤的適當容器裡。 

    9. 不用的容器以及空桶都應緊密的蓋好。 

   10. 避免容器受損並定期檢查貯桶有無缺陷如破損或溢漏等。 

   11. 限量貯存，於適當處張貼警示標誌。 

   12. 貯存區與員工密集之工作區域分開，限制人員進入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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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1. 局部排氣裝置 

           2. 整體換氣裝置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短時間時量平均 最高容許 生物指標 

容許濃度 容許濃度 濃度 BEIs 

TWA STEL CEILING  

10ppm 15ppm － 尿中每克肌酸酐含甲

基甲醯胺 15mg/L （皮膚） （皮膚） －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1. 100ppm以下: 供氧式呼吸防護具 

             2. 250ppm以下: 定流量式供氧式呼吸防護具 

             3. 500ppm以下: 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全面型供氧式呼吸防護具、 

                            密合式面罩定流量式之供氧式呼吸防護具 

             4. 未知濃度: 正壓自攜式呼吸防護具、正壓全面型供氧式呼吸防護具輔以正壓

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5. 逃生: 含有機蒸氣濾罐之氣體面罩、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手部防護：材質以丁基橡膠、Teflon、4H、CPF3、Trellchem HPS、Tychem 10000、Responder

為佳 

˙眼睛防護：防濺安全護目鏡、不可戴隱形眼鏡 

˙皮膚及身體防護：連身防護衣、工作靴 

衛生措施： 

    1. 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戴或丟棄，且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物之

危害性。 

    2. 工作場所嚴禁抽菸或飲食。 

    3. 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 

    4. 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狀態、顏色等）:  

無色至微黃色液體、無色至微黃色具魚腥味液體。  

氣味：不舒服的魚腥味。 

嗅覺閾值：0.046ppm(0.14mg/m3)  熔點：-61℃  

pH值：6.7 沸點/沸點範圍：153℃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 58.0 ℃  

測試方法：閉杯 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445℃ 爆炸界限：2.2﹪~15.2%@100℃ 

蒸氣壓：2.7mmHg @20℃; 3.7mmHg@25℃  蒸氣密度：2.51 (空氣=1) 

密度：0.95 (水=1) 溶解度：全溶於水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1.01 揮發速率: 0.17（乙酸丁酯＝1）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正常狀況下安定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1. 四氯化碳: 鐵存在時會有危害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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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鹵素氣體: 鉛存在時，高溫下會反應 

     3. 強氧化劑: 反應劇烈 

     4. 鹵素化合物: 有鐵存在時，有危害反應之潛在危險 

     5. 與水及大部份有機溶劑互溶 

應避免之狀況：熱、火花、引火源 

應避免之物質：烷基鋁聚合觸媒、塑膠、橡膠、塗膜、四氯化碳、鹵素氣體、強氧化劑  

危害分解物：二甲基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皮膚接觸、吸入、食入、眼睛接觸 

症狀：黏膜刺激、臉部脹紅、頭痛、頭暈、食慾降低、噁心、嘔吐、疝氣痛的腹痛和痙攣、便秘、

腹瀉、高血壓、肝腫大、刺激、發紅、疼痛、脫屑、過敏反應、瘙癢、充血、腹痛、血壓增加、

發紅、疼痛、流淚、視覺模糊、結膜上皮嚴重腫脹、結膜炎、眼花、痙攣、體重損失、躁動、易

怒 

急毒性： 

皮膚接觸：  1.可能引起皮膚刺激、發紅、疼痛和脫屑。 

2.較少尚無定論的報導對人體的過敏反應。 

3.意外暴露影響有瘙癢、充血、腹痛、噁心和血壓增加。 

4.該物質經由皮膚快速吸收和可能發生其他影響如吸入的描述。 

5.適用於孕鼠的皮膚會發生胎兒死亡。 

吸 入：     1.可能引起黏膜刺激、臉部脹紅、頭痛、頭暈、食慾降低、噁心、嘔吐、疝氣痛的

腹痛和痙攣、便秘、腹瀉、高血壓、肝腫大和其他肝損傷的跡象。 

2.動物暴露在 5000 ppm 6 小時顯示肝、肺和腎臟損傷的跡象。  

食 入：     1.可能引起頭痛、眼花、噁心、嘔吐、腹瀉、腹痛和痙攣及其他影響如吸入的描述。 

2.動物暴露於致命劑量會有體重損失、躁動和易怒。 

3.病理檢查表明骨髓活動力不活躍。 

眼睛接觸：  1.可能引起刺激、發紅、疼痛、流淚和視覺模糊。 

2.50%溶液對兔子眼睛有輕微刺激。 

3.75%-100% 溶液引起結膜上皮嚴重腫脹。 

4.中度結膜炎也被注意到。 

 

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2800mg/kg(大鼠、吞食) 

3750mg/kg(小鼠、吞食) 

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9400mg/m3/2H(小鼠、吸入) 

1948ppm/4H(大鼠、吸入)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工作場所暴露影響有疲勞、虛弱、神經緊張、睡眠障礙、眩暈、臉部充血、消化障礙、胃脘疼

痛、心血管異常、四肢麻木、神經系統功能失調和提示胰腺炎血清澱粉酶水平升高。 

2.其他報導的影響有凝血時間緩慢、一個顯著的血小板計數減少和增加染色體畸變。 

3.小狗長期暴露導致紅細胞增多症和心血管疾病影響有脈動速率降低、低血壓和心臟損傷。 

4.大鼠及小鼠重複暴露導是肝臟壞死和輕微腎臟損傷。 

5.大鼠和小鼠的發情週期的不利影響。 

6.大鼠暴露報告中胎兒生長遲緩，但無畸形。 

7.長期或重複暴露可能引起皮膚炎。 

8.在孕兔報告應用的研究孕中產婦死亡率增加胚胎死亡。 

9.長期接觸蒸氣或液體可能引起結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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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鼠重複吞食暴露會導致肝臟損傷。 

11.餵食孕兔該物質會引起胎兒內部腻積水發生率增加。 

12.也觀察到產婦的毒性劑量、流產。胎兒生長遲緩和額外的畸形。 

13.發育毒性研究大鼠的劑量 50、100、200 和 300 mg/kg/day 產生母體毒性、體重增加緩慢和

減少食物消耗量再劑量高於 100 mg/kg。 

14.胎兒毒性指出劑量高於 100 mg/kg 胎兒體重會減少和增加骨骼變異的發生率當劑量在 200 及 

300 mg/kg。 

15.IARC：Group 3-無法判斷為人體致癌性 

16.ACGIH：A4-無法判斷為人體致癌性 

5030mg/kg(懷孕 6-15 天雌鼠,吞食)造成胚胎中毒。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LC50（魚類）：2695~3677mg/l/96H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生物濃縮係數（ BCF ）： 0.3~1.2 

持久性及降解性： 

    1. 在海水中，20%的 0.1mg/l 濃度之二甲基甲醯胺在 24小時會礦化 

    2. 釋放至大氣中，預期主要以氣相存在 

    3. 由實驗中發現，在水中會很快進行水中分解 

      半衰期（空氣）: 2小時 

      半衰期（水表面）：－ 

      半衰期（地下水）：－ 

      半衰期（土壤）：－ 

生物蓄積性：不太可能蓄積，會很快由尿中排出 

土壤中之流動性： 

其他不良效應：對水中生物具高度毒性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1. 以蛭石、沙、泥土或類似物質吸收 

2. 噴入有適當排氣淨化設備的燃燒爐內焚化 

3. 禁止與不具相容性之事業廢棄物混合清除   

 

十四、【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2265   

聯合國運輸名稱：二甲基甲醯胺 

運輸危害分類：第三類易燃液體 

包裝類別：III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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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3.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4.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6.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7.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8.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勞動部職業安全署 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網站 

製表單位  
名稱：亙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電話：台北市光復南路 1號 7樓之 2/ (02)2769-5558 

製 表 人  職稱：品管 姓名(簽章)：謝欣曄 

製表日期  2020.09.25 

備註: ①上述資料中符號－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而符號/代表此欄位對該物不適用。 

      ②上述製作之資料已力求正確，但錯誤恐仍難免，各項數據與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 

自行判斷其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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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 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硝基纖維素漆、彈性體、爆炸物、指甲膏和固體火箭推進劑之塑化劑；芳香油之溶劑；香料

固定劑；纖物潤滑劑；安全玻璃；殺蟲劑；印刷墨；紙張塗層；黏合劑；纖物之防蟲劑。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 

(０7 ) ６４１-３５０１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07)641-3501/(07)642-1087/0939336730/0911600286/0958215036 

 

二、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生殖毒性物質第 1 級、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第 1 級 

標示內容： 

象 徵  符 號：健康危害、環境 

警   示   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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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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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對生育能力或胎兒造成傷害   

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危害防範措施： 

如遇意外或覺得不適，立即洽詢醫療 

              避免暴露於此物質 – 需經特殊指示使用 

              避免釋放至環境中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95%以上 

中英文名稱：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同義名稱：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Dibutyl Ester O-Benzenedicarboxylic Acid、Dibutyl Ester 

N-butyl Phthalate、DBP、Di-N-Butyl Phthalate Dibutyl 1,2- Benzenedicarboxylate、Phthalate 

Acid Dibutyl Ester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84-74-2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碼：EPEP4A00219993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毒性化學物質) 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95﹪W/W

（Dibutyl phthalate 95﹪W/W）以上、其他可塑劑 5%W/W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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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     入：  

          1.施就前先做好自身的防護措施，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2.移走污染源或將患者移到空氣新鮮處。  

            3.立即就醫。 

 皮膚接觸：1.立即緩和的刷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2.用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徹底但緩和的清洗 5 分鐘或直到污染物除去。   

           3.若沖洗後仍有刺激感，立即就醫。    

          4.須將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完全除污後再使用或丟棄。 

眼睛接觸： 

1.立即緩和的刷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2.立即撐開眼瞼，用緩和流動的溫水沖洗至少 5 分鐘。 

3.若有配戴隱形眼鏡應立即取下。 

4.立即將眼皮撐開，用緩和流動的溫水沖洗污染的眼睛5分鐘，或直到污染物除去。 

5.立即就醫。 

  食    入：1.若患者即將喪失意識、已失去意識或痙攣，不可經口餵食任何東西。 

2.若患者意識清楚，讓其用水徹底漱口。 

3.不可催吐。 

4.給患者喝下240-300毫升的水，以稀釋胃中的化學物質。 

5 立即就醫。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頭痛、噁心、暈眩、嘔吐、輕微眼睛刺激、畏光、流淚、眼睛紅。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應穿著 C 級防護裝備在安全區實施急救。 

對醫師之提示：吞食時，考慮洗胃、活性碳 。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二氧化碳、化學乾粉、噴水、酒精泡沫、聯合泡沫。  

小 火 ： 化學乾粉、二氧化碳、一般泡沫、灑水。 

大 火 ： 水霧、一般型泡沫、灑水。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1.此物質加熱下，可燃燒。2.火場中可能釋放出毒氣。3.用水和

泡沫滅火可能造成起泡。 

特殊滅火程序： 

1.撤退並自安全距離或受保護的地點滅火。     

2.位於上風處以避免危險的蒸氣和有毒的分解物。     

3.噴水或泡沫滅火劑可能起泡沫，泡沫若太大危害到靠近火場的人員。     

4.以細噴嘴管口於物質表面小心施予噴水或水霧，將引起泡沫而使火勢覆蓋和熄滅。     

5.以水霧冷卻暴露火場的貯槽或容器。     

6.噴水將溢漏物沖離引燃源。     

7.如果溢漏未引燃，噴水霧以分散蒸氣並保護試圖止漏的人員。     

8.此化學物質以水柱滅火無效並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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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為著特殊防護設備的人員不可進入。     

10.消防人員必須著耐化學品的防護衣，並配戴正壓空氣呼吸器(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大火： 

1.圍堵收集消防用水，待後續處置。     

2.不可使用高壓水柱驅散洩漏物質。     

3.在不危及人員安全的情況下，將容器自火場中移離。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1.空氣呼吸器。 2.防護手套。3.消防衣。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1.在污染區尚未清理乾淨前，限制人員接近該區。 

2.確定清理工作是由受過訓練的人員負責。 

3.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環境注意事項：1.對該區域進行通風換氣。2.撲滅或除去所有發火源。3. 通知政府安全衛生與

環保相關單位。 

清理方法： 

1.不要觸碰外洩物。 

2.避免外洩物進下水道或密閉的空間內。 

3.在安全許可的情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4.用不會和外洩物反應的泥土、沙或類似穩定且不可燃的物質圍堵外洩物。 

5.用不會和外洩物反應之吸收劑吸收。以污染的吸收劑和外洩物具有同樣的危害性，須置

於加蓋並標示得適當容器理，用水沖洗溢漏區域。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1.此物質為具毒性液體，處置時工程控制應運轉及善用個人防護設備；工作人員應受適當有

關物質之危險性及安全使用法之訓練。 

2.若有 DBP 釋放出，立刻撤離該區域，儘可能使用密閉空間操作系統。 

3.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線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殘留物，未清理前不得從事任何焊接、切割、

鑽孔或其他熱的工作進行。 

4.操作的區域安裝溢漏和火災足夠且可用的緊急處理裝備。 

 5.作業避免產生霧滴或蒸氣，在通風良好的指定區內操作並採最小量使用，操作區與貯存區

分開。 

 6.未著防護設備的人避免與此化學品或受污染的設備接觸。 

 7.不要與不相容物一起使用，如強氧化劑、酸、鹼。 

 8.使用相容物質製成的貯存容器，分裝時要小心不要噴灑出來。 

 9.容器要標示，開啟時應置於穩定的表面。 

 10.所有開啟、傾倒和混合之操作，皆在位於上風處。 

 11.使用易除污的工作台面，保持工作環境清潔及維持良好的內務管理。 

 12.不要將受污染的液體倒回原貯存容器。 

 13.容器要標示，不使用時保持緊密並避免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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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  

1.貯存於陰涼、乾燥、通風良好以及陽光無法直接照射的地方。遠離熱源、發火源及不相容

物。 

2.貯存設備應以耐火材料構築。  

3.地板應以不滲透性材料構築以免地板吸收。  

4.門口設斜坡或門檻或挖溝槽此洩漏物可排放至安全地方。  

5.貯存區應標示清楚，無障礙物並允許指定或受過訓的人員進入。  

6.貯存區與工作區、飲食區和防護設備貯存區分開。  

7.貯存區附近應有適當的滅火劑和清理溢漏設備。  

8.定期檢查貯存容器是否破損或過期。  

9.檢查所有新進容器是否適當標示並無破損，更換有缺陷的容器。  

10.限量貯存。 

11.以相容物質製成的貯存盤子裝溢漏物。  

12.貯存容器置於適當高度以方便操作。  

13.空桶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殘留物，應與貯存區分開。 

14.始終存放於原始的貯存容器，保護標籤並標示於可見處。  

15.依化學品製造商或供應商所建議之貯存溫度貯存。  

16.避免大量貯存於室內，儘可能貯存於隔離的防火建築。  

17.貯槽須為地面貯槽，底部整個區域應封住以防滲漏，周圍須有能圍堵整個容量之防溢堤。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1.一般稀釋或局部排氣裝置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TWA 

短時間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STEL 

最高容許 

濃度 

CEILING 

生物指標 

BEIs 

5mg/m3 10mg/m3 – – 

個人防護設備：  

  呼  吸  防  護：125mg/m3 以下： 

                  1.一定流量式供氣式之呼吸防護具；或含粉塵、霧滴過濾器的動力型空氣 

                   淨化式呼吸防護具。 

                  250mg/m3 以下： 

                  1.含高效率顆粒過濾器的全面型呼吸防護具；或全面型空氣呼吸器(自攜式 

                   呼吸防護具 SCBA)；或全面型供氣式呼吸防護具(SAR)。 

                  4000mg/m3 以下： 

                  1.正壓全面型供氣式呼吸防護具(SAR)。 

                  50mg/m3 以下： 

                  1.防粉塵和霧滴的全面型呼吸防護具。 

                  未知濃度或 IDLH 狀況： 

                  1.正壓全面型空氣呼吸器(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SCBA)或正壓全面型供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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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防護具與輔助型正壓空氣呼吸器(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SCBA)一起使 

                 用。 

                 逃生： 

              1.含高效率濾材的全面型呼吸防護具、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手  部  防  護：1.防護衣和工作鞋，材質以丁基橡膠、聚乙烯醇和氟化彈性體最佳，氯丁 

                 橡膠次之。 

眼  睛  防  護：1.化學安全護目鏡。 

 皮膚及身體防護：1.防護衣和工作鞋，材質以丁基橡膠、聚乙烯醇和氟化彈性體最佳，氯丁橡 

                  膠次之。 

                2.工作區要有淋浴/沖眼設備。 

衛生措施： 

1.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戴或丟棄，且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物之危

害性。 

2.工作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 

3.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 

4.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無色至微黃色，油狀、黏稠性液體 氣味：無味或淡芳香族醚類味道 

嗅覺閾值：無味 熔點：-35℃ 

pH 值：– 沸點/沸點範圍：340.0℃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  157    

測試方法：閉杯    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402℃ 爆炸界限：0.5%@235℃ 

蒸氣壓：1.0x10-5~1.4x10-5mmHg(25℃) 蒸氣密度：9.58(空氣=1) 

密度： 1.047@20℃(水=1) 溶解度： 13mg/L@25℃(水)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4.72 揮發速率：極低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正常狀況下安定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1.氧化劑(如硝酸鹽、過氧化物)、劇烈反應火災、爆炸的危險。 

2.強酸或鹼:劇烈反應，產生熱。 

3.液態氯:反應爆炸。 

4.會腐蝕鐵、不銹鋼、鑄鐵、鋼、鋼合金、鎳、鎳合金和鋁。 

應避免之狀況：溫度超過 157℃  

應避免之物質：氧化劑(如硝酸鹽、過氧化物)、強酸或鹼、液態氯、鐵、不銹鋼、鑄鐵、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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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合金、鎳、鎳合金和鋁。  

危害分解物：–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皮膚接觸、吸入、食入、眼睛接觸 

症狀：刺激、頭痛、暈眩、嘔吐 

急毒性： 

皮膚:1.以 2%或 5%濃度之 DBP 溶液進行貼布試驗，於 48 小時內，不產生皮膚刺激。 

吸入:1.無人類暴露的報告，除非 DBP 起霧滴或受熱，否則不容易成蒸氣而被吸入，動物試驗

顯示暴露於高濃度導致呼吸道刺激和輕微抑制中樞神經系統，症狀如頭痛、噁心、暈

眩和嘔吐。 

食入:1.有一報告指出，一個工人誤食 10gDBP，幾小時之後，他經歷中樞神經系統的效應，如

昏眩、噁心和嘔吐。暴露在光線下會引起眼睛刺激、紅和流淚，此現象要一星期後才

能完成回復。 

眼睛:1.引起輕微眼睛刺激。 

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8,000 mg/kg(大鼠，吞食) 

                          9,000 mg/kg(小鼠，吞食) 

                          3.05 ml/kg(兔，皮膚) 

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17680 mg/m3/4H(大鼠，吸入)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神經效應：報告指出，鄰-苯二甲酸醚類(含 DBP)總濃度自 1.7 到 6.6 mg/m3 會引起四肢之衰

弱，但不一定是 DBP 所引起，因尚有其他化學物品共存。      

2.皮膚過敏：不確定。      

3.IARC：目前尚無 IARC 分類 

305mg/kg(懷孕 5-15 天的雌鼠,腹膜內的)造成胚胎中毒及肌肉骨骼系統異常。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LC50(魚類)：–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生物濃縮係數(BCF)：5000 

持久性及降解性： 

1.大氣中的磷苯二甲酸二丁酯會以蒸氣和微粒狀存在，前看可經由光化作用產生氫氧基而分解

(半衰期約 42 小時)，後看可經乾式和濕式沈澱而去除。 

2.可能發生生物分解。 

3.在水中魚體和有機內有生物濃縮作用，而可被沈澱物和微粒物質吸收。 

半衰期(空氣) ：7.4~74 小時 

半衰期(水表面) ：24~336 小時 

半衰期(地下水) ：48~552 小時 

半衰期(土壤) ：48~55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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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流動性：若排放至土壤中，其移動率低，可至朝濕的土壤表面揮發到大氣中。 

其他不良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1.參考相關法規處理。 

2.依照倉儲條件貯存待處理的廢棄物。 

3.可採用特定的焚化或衛生掩埋處理。 

 

十四、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 3082  

聯合國運輸名稱：鄰-苯二甲酸二丁酯（環境危害物質類，液體，未特別述明。） 

運輸危害分類：第九類 

包裝類別：III 

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須符合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 

緊急應變處理原則：處理原則 171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1.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2.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4.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5.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6.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1. CHEMINFO 資料庫，CCINFO 光碟，2005-36。 
2. RTECS 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65，2005 

3.HSDB 資料庫，TOMES PLUS 光碟，Vol.65，2005 
4.ChemWatch 資料庫，2013 
5.日本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之分類建議 
6.ECHA CHEM 網站之 REACH 註冊資訊 

 7.衛生福利部，〝中美合作計畫「中文毒理清冊」〞，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8. 衛生福利部，中文毒理資理庫 

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8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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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物質安全資料表光碟資料 

1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 介紹網站 

12.Handbook of Toxic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arcinogens 

13.中國國家標準 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14.中國國家標準 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15.U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Model 

Regulations.Rev.16(2009) 

116.ChemWatch 資料庫，2012-4 

17.緊急應變指南 2008 年版 
18.IARC WEB 

製表者單位  
名稱：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地址/電話：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２路３號：(０７)６４１-３５０１ 

製 表 人  職稱：助理工程師      姓名(簽章)： 梁椀琇       

製表日期  2020 年 09 月 11 日 版：3 次：2 

備    註 
上述資料中符號” –“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而符號” /“代表此欄位對該物

質並不適用。 

上述資料為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僅供參考，各項資料已力求正確完整，但錯誤恐

仍難免，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負責判斷其可用性，尤其需注意混合時可能產生不同之危

害，並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相關規定，提

供必要之注意事項。 

PS‧客戶若需 SDS 資料,請洽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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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圖資 

（一）應變器材之放置位置圖
 

1. 004_應變器材之放置位置圖
 

圖2-1-1、緊急應變器材之放置位置圖
 

 

2. 005_應變器材之放置位置圖
 

圖2-1-2、緊急應變器材之放置位置圖
 



第51頁

 



第52頁

（二）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周遭敏感地區
 

項次 距離範圍 地點區域 類型 聯絡方式 備註

1 744 公尺 台灣麻糬主題館 飯店 049-2261123

2 472 公尺 慈善宮 公園綠地 049-2250086

3 437 公尺 7-11便利商店 飯店 049-2264496

4 446 公尺 OK便利商店 飯店 049-60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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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疏散、集結及救援路線圖
 



第54頁

domo
橢圓形

domo
打字機文字
日勝化工



第55頁

工業南二路

倉庫

仁
和
路

原料1.5噸桶存放區

往
南
投

鄰近廠家   

冷卻水池

生物濾床

消
防
幫
浦

污水處理場

儲
槽
區

北

一期反應槽區

公用系
統

 一課反應區

冷凍庫

原料區 成品區 空桶區

原
料
區

消防栓消防栓消防栓

消
防
栓

消防栓 消防栓
消
防
栓

消
防
栓

鍋爐區

綠地
守衛室 停車場

行政處
辦公室

儲槽區

成品區

大
門

會

議

大

樓

更新日期108/11/20

手拉桿水砲

側門

鍋爐區

正門

 三課反應區
消

防

栓

危險品存放區

消防系統符號說明

消防幫浦

消防栓

消防栓

側
門

樓上員
工宿舍

高壓電區

T-009 T-007 T-005 T-003 T-001

T-010 T-008 T-006 T-004 T-002

T-107

T-105

T-103

T-101

聚酯多元醇
儲槽區

消防幫浦

消
防
栓

二期反應槽區

鄰

近

廠

家

T-109

T-302

T-303

T-106

T-102

T-108

三期反應槽區

研發處

製六課

2F餐廳

鍋爐區

毒性化學物質
存放區

二課反應區

倉庫

成品區

T-104毒化物
存放區

成
功
三
路

第一集結點(冬季)第一集結點(夏季)

守衛室大門 A
二度分帶座標

215453,2646421

A

S2

S1

S3

緊急應變器材
存放區 S

二度分帶座標
215472,2646245

工
務

停車場

 五課反應區

倉庫

倉庫

倉庫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運作場所全場配置圖 T-020 T-021

T-022 T-023

T-024

廢棄物貯存區 停車場

比例
1

1000

側門

南投慈善宮
7-11

研發處

研

發

處

S

S

可能點火源

第二集結點(夏季)

第
二
集
結
點

(冬
季

)



第56頁



第57頁

三、危害預防 

（一）物質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
 

1.物質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
 
說明廠內因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規定（例如標示、安全資料表SDS、應變器材

、偵測警報設備）之措施作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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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及可能波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其他化學品之運作管理場所，皆設置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之看板] 

 

2.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場所，設置 SDS安全資料表供員工查詢 

 

3.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場所，管路閥件標明流向,顏色 

 

4.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場所，儲槽設置防溢堤防止直接洩露對廠區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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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場所，儲槽區加設監視設備監控及加裝接地裝置 

 

6.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場所，儲槽區建 2F置水霧砲塔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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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 

訂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程序 

1.目的： 

   確立本公司管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作業程序，審慎處理各項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行為， 

   並防止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污染環境、危害人體。 

2.範圍：  

   本公司作業生產所需之原料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及可能波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其他化學  

 品所列之項目，均屬之。 

3.定義： 

3.1 毒性化學物質：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者。 

3.2 關注化學物質：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基於其物質特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民生消費議題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者。 

3.3 既有化學物質：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建置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之化  

    學物質。 

3.4 新化學物質：指既有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 

3.5 運作：指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 

3.6 污染環境：指因化學物質之運作而改變空氣、水或土壤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破壞自然生態  

    或損害財物。 

3.7 釋放量：指化學物質因運作而流布於空氣、水或土壤中之總量。 

3.8  運作：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 

4.權責： 

4.1 資材課：記錄並保存相關部門毒性化學物質之每月領用及貯存資料。 

4.2 毒化物使用單位： 

4.2.1記錄使用量及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4.2.2 若需購買新化學品(以各單位之危害物質清單鑑別)須填具【新增化學品申請單】會簽毒化物專  

    責人員後方可購買。 

4.3 環安衛單位：監督及彙整各部門記錄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資料。 

4.4 毒化物專責人員： 

4.4.1 依許可、登記、核可備查內容運作，並從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及污染防制工作。 

4.4.2 協助妥善管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並協助管理維護防止排放洩漏設施或應變器材、偵測與警 

   報設備之正常操作，與監督實施保養、維護、測試並作成相關紀錄。 

4.4.3 發生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作業，且於事故發生後協助清 

      理及提報 調查處理報告。 

4.4.4 協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作業。 

4.4.5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記錄申報管理。 

4.4.6 協助從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逸散減量、製程設備改善及運作管理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4.4.7 其他有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事項。 

4.5 採購單位：負責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採購相關事宜，於新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前，查核供應商 

  許可證是否符合，並以書面告知毒化物專責人員，以進行相關法定申報作業後，始可購買使用。 

4.6 需求部門：當有新的原物料(化學品部份)要購置時，應先通知採購與環安衛，以確認是否為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以利環安衛向環保局提出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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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生產及研發、品保之原料/試驗/檢驗使用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確認不再使用時，則應知會 

   環安衛，確認其使用至庫存量為 0,始可向環保局提出註銷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文件 

4.7 偵測警報設備:DMF依法規規定已設置偵測與警報設備，分別於製程區及儲槽區設置偵測器，並 

將警報主機設置於 24 小時有人輪值之守衛室，另外因 PA ﹑T D I ﹑D B P ﹑D I N P 之蒸氣壓<0.5

毫米汞柱（mmHg），依法規規定無需增設偵測與警報設備。 

4.8 巡檢制度於每月不定期至現場巡視了解應變器材存放情形，並清點數量是否相符。 

4.9 承攬商管理: 

4.9.1 於承攬商進入公司時，由守衛登記其承攬公司名稱及姓名，並繳交證件予守衛，於該承攬人離 

   開時再返還證件，以控制人員進出狀況。 

4.9.2 於承攬前，由工務課通知環安人員召開作業前勞工安全衛生講習，告知其危害事項及應禁止運 

   作事項。 

4.9.3 要求承攬商於工作前，應視地點配帶適合之防護用具。 

4.10 應變器材: 應變器材數量及定期檢查，詳如附件。 

4.11 製程變更管理:當製程內容異動時，由研發部門通知環安人員，若變更濃度超出申請證件範圍  

   時，則環安人員應立即通知研發及現場主管暫停運作，待新濃度含量之證件申報核准時，再通 

   知其單 位運作。 

4.12 定期申報: 每月申報：每月十日前完成申報前一個月之運作紀錄。 

     釋放量方面，本公司屬製造、使用或貯存單一毒性化學物質，其任一運作行為年運作總量達三 

     百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十公噸以上，請擇一填寫），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按月製作毒性 

     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申報前一年之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向運作場所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紀錄表、毒性化學物質釋 

     放量紀錄表，於運作場所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三年備查。 

4.13 防竊保全措施:由保全人員擔任守衛於規定時段巡邏，確保廠區安全。 

4.14 防傾倒/地震措施: a.將危險不穩定設備作清除排空或其他相關作業。b.評估是否繼續搶救或疏 

   散，確認疏散時機決定疏散路線。c.瞭解鄰廠災情，是否有波及本廠之可能性。d.做好安全防 

   護措施並配帶適當之個人防具。e.地震過後各單位詳細檢查場所及設備，並列出損壞情形。f. 

   確認水、電、空氣等系統供應正常。g.列出廠內需要支援之應變物質及設備。h.確認廠內警報 

   設備及通訊設備正常運作。i. 提供運輸工具、人員、設備及車輛。j.協助受傷人員就醫。k. 

   引導人員疏散及車輛管制。 

4.15 廢水及廢氣之污染防治:維持污染防治設備正常運作。 

4.16 風險投保責任: 本廠二甲基甲醯胺、二異氰酸甲苯運作量達法規投保標準，保單如 P14.，其餘

運作量未達法規投保標準，故無需投保。 

4.17 加入聯防組織:已加入南投毒災聯防組第一組。 

4.18 運送表單的核對：於出貨時由環安人員開立運送表單，並交付資材出貨人員核對表單及其數量

是否吻合，於貨運公司承載貨物離開前，再次確認無誤後，方可放行。 

4.19 其他有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事項：按現有狀況另行規定。 

4.2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從入廠一直到廢棄物、剩餘物出廠皆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

則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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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 業內 容 ： 

5.1 作 業 流 程 圖 

 

 

5.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應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設置適當之專責人

員。公司內使用之化學品由使用部門通知專責人員，負責鑑別是否為列管毒化物。 

5.3 標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應於明顯處設置應符合『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之相關標示。 

5.3.1 使用部門應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使用/貯存場所，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

表管理辦法》之規定進行標示。 

5.3.1.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出入口應標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5.3.1.2 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標示： 

5.3.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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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2 內容：  

5.3.1.2.2.1 名稱。 

5.3.1.2.2.2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及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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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5.3.1.2.2.3 警示語或警語 

5.3.1.2.2.4 危害警告訊息。 

5.3.1.2.2.5 危害防範措施。 

5.3.1.2.2.6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5.3.1.2.2.7※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5.3.1.3 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5.3.2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 

5.3.2.1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 

5.3.2.2 危害防範措施(含中毒急救方法、污染防制措施及緊急處理方法、警報發布方法、防火或其 他

防災器材之使用規定、人員動員搶救之規定及對緊急應變所應採取之通知方式)。 

5.3.2.3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儲槽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儲存場所於檢查標示及外觀/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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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全 資 料 表 ： 於 作 業 場 所 依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相 關 規 定 設 置，並

且 由 環 安 衛 單 位 定 期 三 年 更 新 一 次 確 保 資 料 正 確  ，且保存三年。（存放位置

請參閱 P55） 

 其 內 容 如 下 ： 

 

※ 應 變 器 材 ： 應 變 器 材 之 設 置 應 依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之 特 性 購 
買 ，再 依 個 人 防 護 及 環 境 搶 救 為 依 據 設 置 適 當 之 應 變 器 材 且 由 環 安 衛
單 位 每 月 進 行 點 檢 確 保 器 材 數 量 及 使 用 無 誤。 
固定每兩年進行偵測設備警報器計畫書之備查，已於 110年 12月 7日送件進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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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物料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應規劃毒性化學物質之儲存，確保安全無虞。 

5.5 各種異常或緊急狀況之對策依《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書》處理。 

5.6 製造、使用、貯存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者，運作人應於運作場所適當地點設

置偵測及警報設備： 

5.6.1常溫常壓下為氣態，或常溫常壓下為液態，運作時為氣態；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

量達分級運作基準。。 

5.6.2 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皆為液態，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三百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

十公噸以上。但在攝氏二十五度時該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蒸氣壓小於零點五毫米汞柱（mmHg）

者，不在此限。。 

5.6.3 製造、使用、貯存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於常溫常壓下或運作時為氣

態，應設置自動記錄設備。 

5.6.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5.8 偵測及警報設備應保持功能正常，且應每月實施檢查、維護及保養各一次，以保持其正常功能，

其結果應作成記錄，並保存一年備查。 

5.9 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運作

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應立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並至遲於三十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5.9.1 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有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之虞。 

5.9.2 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5.10 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於事故發生後三日內，依規定提報初步事故調查處理速

報；並於事故發生後十四日內，提報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報，報請事故發生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6.災害防救相關軟體、硬體設備： 

6.1 軟體設備： 

6.1.1 在使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單位留存一份 SDS，供使用人員參考，並將 SDS 公開於內部網

站上供大家取用。 

6.1.2 將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轉成 PDF 檔存放於公開內部網站上，供相關人員取用。 

6.2 硬體設備： 

6.2.1 防護器材數量之清點及維護。 每月定期依據防護器材清冊進行防護器材之清點，並檢視防護

器材是否可異常或破損，若遇有異常或 破損應於當下立即檢修或購買新品。 

6.2.2 各製程區張貼緊急應變步驟、通報系統及各組織成員清單和其執行之工作。 

6.3 逃生路線圖。根據當時發生事故地點及風向選擇逃生路線。 

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裝卸安全管理措施 

7.1本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裝卸載，已建置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包含：入料、灌裝、容器搬運等…， 

    摘述說明如下: 

7.1.1入料及罐裝需配戴防護具及抽通系統檢點相關措施確保無誤，才能開始作業且需兩人作業避免 

   發生事故。 

7.1.2容器搬運過程中需有承接盤避免洩漏出來，如為儲槽設置防溢堤防止直接洩露對廠區汙染。 

 



第66頁

2.危害辨識及管理措施*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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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辨識及管理措施】 

場所特性及危害概要分析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整個廠區分為、辦公區域與生產區域，較應注意者

為生產區域，其主要為製程區及供應區，其可能之危害原因，可概分為人

為因素、設備因素、環境因素等，其中以人為因素所佔比例最高。一般可

能發生事故之潛在原因如下： 

一、人為因素：人的動作錯誤、安全衛生管理缺失、不正確的動火程序、

不安全動作、個人因素、判斷錯誤、防護設備使用不當、工作機具使

用錯誤、未能確實執行工作前之安全檢查、操作程序錯誤等，多屬於

不安全的動作或行為。 

二、設備因素：機械故障、管路破裂/腐蝕、儀表控制系統故障、壓力過

高、過熱、異常反應、未能定期實施檢查維修工作、設計不良等，又

以製程化學品供料系統、製程廢氣排放系統所佔比例最高。 

三、環境因素：外界氣候、溫度、溼度等影響所造成之災害，以及不充分

或不適當的照明、通風不良、機器設備佈置不當等不安全的環境因

素。 

在製程中，因所使用之部分化學物品，具有毒性、易燃性(Flammable)之特

殊液體，以及有機溶劑之液態化學品，當這些液態之化學品在製程反應過

程，若因操作或管理控制不當，即可能立即產生災害，再加上作業場所多

屬於密閉系統，災害事故發生後容易造成重大損失，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製程中危險因子分析及防救對策詳如附錄，可簡要歸納下列潛在之危

害： 

一、危險性化學品的外洩或空氣漏入製程單元，造成火災爆炸。例如化學

反應槽、維修時之排放操作、使用真空泵之單元反應室的廢氣排放及

通風與廢氣處理系統等之操作或控制失效。 

二、因使用有毒性的化學品，當毒性化學品洩漏曝露，例如人員未使用防

護具氣體吸入造成危害，若操作、維修、裝卸、機械處理或設計等異

常，皆有可能發生毒性化學物質曝露之危害。 

三、原料槽車洩料時，車輛須接地線及輪胎撒水，以消除靜電造成引火之

危害。 

四、操作人員於有機溶劑作業時，未使用適當防護具，會造成眼睛與皮膚

傷害，設備要有消除靜電裝置，避免引起火花。 

五、自動化操作有潛在對相關人員發生機械危害之虞，例如設備元件之功

能異常與移動部份對人員所發生之撞擊機械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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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化學物品分布一覽表 

一、一課儲槽區 

樓層 
面積 

(m2） 

收容 

人數 
可能危害物質 

存量 

(單位) 
所在位置 防救對策 備考 

1F (略) (略) 二甲基甲醯胺 150 

公噸 

儲槽區 如附錄 1  

   甲苯 150 

公噸 

儲槽區 (以下略)  

   1,4 丁二醇 150 

公噸 

儲槽區   

   丙烯酸 75公噸 儲槽區   

   乙二醇 150 

公噸 
儲槽區   

   二乙二醇 90 

公噸 
儲槽區   

   甲基乙基酮 150 

公噸 
儲槽區   

 

二、二課儲槽區 

樓層 
面積 

(m2） 

收容 

人數 
可能危害物質 

存量 

(單位) 
所在位置 防救對策 備考 

1F (略) (略) 二異氫酸甲苯 300 

公噸 

儲槽區 如附錄 2  

   醋酸乙酯 75公噸 儲槽區 (以下略)  

   醋酸丁酯 50公噸 儲槽區   

   甲苯 50公噸 儲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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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危害辨識、【A】行動方案、【Z】區域管制 、【M】建立管理系統、【A】請求支援、【T】善後

處理 

附錄 1  二甲基甲醯胺(Dimethyl Fomamide) 

一、危害辨識(危害特性) 

（一）毒性特性： 

⊙容許濃度 PEL-TWA：10 ppm 

⊙動物半致死劑量(LD50)：2800 mg/Kg(大鼠、吞食) 

⊙動物半致死濃度(LC50)：9400 mg/m3/2H(小鼠、吸入) 

⊙立即經皮膚吸收造成危害。 

⊙吸入會造成黏膜刺激，導致臉部發紅、暈眩、反胃、嘔吐等症狀。 

⊙眼睛接觸會造成疼痛、紅腫、視力模糊。 

⊙長期接觸可能造成肝臟可恢復性的傷害。 

⊙可能對人體具致癌性(IARC：2B) 

⊙症狀包括肝臟和胃腸的損害, 心血管及神經系統的損害，體重下降，貧血，白血球減少，淋巴球

過多症, 虛弱。 

（二）火災爆炸特性： 

⊙CAS NO：68-12-2 

⊙無色至微黃色具魚腥味液體 

⊙沸點溫度：153℃ 

 熔點溫度：-61℃ 

⊙蒸氣壓：2.7 mmHg 

⊙閃火點：58℃（開杯） 

⊙自燃溫度為 345℃ 

 爆炸範圍為：下限：2.2%@100℃   上限：15.2% 

⊙其液體和蒸氣易燃 

⊙蒸氣比空氣重會沈積於地表面上，遇火會有回火現象 

⊙毒化物含有很低的閃火點，用水柱滅火可能沒有效  

⊙火災中生產刺激地,具腐蝕的有毒氣體  

（三）反應性及不相容性： 

⊙本身屬安定性之化學性質，且無危害性之聚合 

⊙不相容物質如下： 

•  四氯化碳： 有鐵存在下會有危害反應 

•  鹵素氣體：有鉛存在時，高溫會反應 

•  強氧化劑：有火災爆炸危害 

•  烷基鋁聚合觸媒：會劇烈反應 

⊙會腐蝕某些塑膠、橡膠和塗膜 

⊙安定系數為 0 ：物質在一般情況下為穩定，即使在有火源的情況下，和水也不會產生反應。  

二、擬訂行動方案（急救方案）： 

＊視事故狀況連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搶救者須按救災設備的個人防護設備完整穿戴，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一）急救處理原則： 

(1)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 

(2)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作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

危險。 

(5)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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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給予 120-240毫升的牛奶或 120毫升的水稀釋物質  

(8)當食入毒化物後，在 30 分鍾以內，催吐是個相當有效的方法  

（二）個人防護裝備： 

１、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 19.5﹪ 

(1)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2)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3)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4)防滲手套，材質以丁基橡膠、Teflon、4H、CPF3、Trellchem HPS、Tychem 10000Responder

為佳 

(5)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防護鞋（靴） 

 ２、逃生或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 19.5﹪ 

(1)含有防有機蒸氣之氣體面罩 

(2)非氣密式連身化學防護衣(C級) 

(3)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4)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5)防滲手套 (如上述材質) 

(6)防護鞋（靴） 

３、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備。 

(5)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7)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8)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9)不要讓水進入容器。 

(10)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蓋洩漏物。 

(11)避免外洩物進入下水道、水溝或密閉的空間內  

(12)若先將容器移離洩漏區沒有存在危險時，先將容器移離。  

(13)水霧不適用於撲滅此類物質火災，但可用來吸收熱量，保持容器冷 

卻。  

三、區域管制（管制配置圖）： 

一發生外洩時立即將非相關人員隔離在至少 50-100尺外 

當發生大量外洩時應將人員撤離到逆風處 300公尺外  

當火源內有儲存槽、槽車或隨行車時，應將未經許可之人員疏散到 800公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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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組織（編組及職掌）： 

＊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較小規模時，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適當的調整。 

班別 職掌 備考 

自衛消防隊長 

自衛消防副隊長 

．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掌握。 

．現場疏散作業命令之下達 

．協調廠外支援作業 

廠區應變指揮官 

（總指揮官） 

指揮班 ．發佈新聞稿、敦親睦鄰 

．防護救災器材運送及提供、救災技術指導及

人員調派 

．物質安全資料及協助災變分析、協助指揮作

業 

．後援協助、現場環境監測、警戒區域之劃設 

發言人安全官 

(救災資訊、後勤供

應) 

自衛消防地區隊

長（或自衛消防

隊長） 

．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佈署 

．支援需求之提出 

．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現場指揮官 

(救災負責人) 

滅火班 ．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 現場搶救 

通報班 ．依指示與現場指揮聯繫、通報現場處理現況 

．政府通報業務協調、毒災聯防小組協調救 

  援、請求支援 

 

避難引導班 ．依應變指揮官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查勘 

．進行收容人員疏散引導，並協助警戒區域之 

  管制 

 

安全防護班 ．用火用電設備之關閉確認 

．危險物品搶救洩漏遮斷、修護 

 

救 護 班 ．傷患急救並協助消防人員進行傷患救助  

 

禁區管制線 除污區管制線 

除污走道 
(搶救人員及器 
 材由此走道進 
 入及離開) 

安全人員配戴防 
護裝備隨時準備 
救援，並負責人 
員安全檢查及管 
制。 

Exclusion Area 

災區、禁區或稱 
熱區(Hot Zone) 

Contamination 
Reduction  Area 

影響區、除污區或稱 
暖區(Warm Zone) 

Support Area 

支援區或稱 
冷區(Cold Zone) 

1.搶救人員由受 
  過化災搶救專 
  業訓練之人員 
  擔任。 

2.兩人一組著安 

  全防護裝備從 
  事救災。 

20 

20 

風向 
(隨時注意風 

 向可能變化) 

在上風處設置 

指揮管制中心 

安全助理人員 (人力不 

足時可省略) ，由位於 
禁區管制線外之安全人 
員配戴無線電通報醫療 

、消防、警察與救災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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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求支援（器材支援） 

＊依行動方案評估得之器材為主，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可用之器材 

＊器材支援對象可考量：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同行廠商、甚至是器材供應商 

＊緊急應變器材支援之種類包括 

（一）搶救處理人員建議配戴之個人防護裝備： 

 ⊙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氣密式連身型內背式防護衣(可拋式及耐用型) 

 ⊙化學安全護目鏡 

 ⊙護面罩 

 ⊙防滲手套 

 ⊙防護鞋（靴） 

（二）指揮、安全、除污處理人員建議配戴之個人防護裝備（擇一）： 

 ⊙含高效濾材可防酸氣濾罐之氣體面罩或適用三氯乙烯之濾罐面罩。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非氣密式連身型防護衣化學安全護目鏡、護面罩、防滲手套(耐化

式)、防護鞋(靴)。 

（三）洩漏滅火處理器材 

 １、滅火：化學乾粉、CO2、水霧或泡沫滅火設備。 

２、洩漏： 

⊙堵漏器：嵌片、栓塞、管線護套 

⊙堵漏劑：修補劑、修補片 

⊙不生火花之鏟除工具 

⊙防爆型幫浦 

⊙防爆型抽氣設備 

六、善後處理（人員、環境之善後）：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一）人員除污處理： 

⊙自事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作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依除污站架設的路徑，進入除污站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若有則再進一步清洗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待後續處理。 

（二）災後處理： 

⊙小量洩漏，之前以泥土或沙覆蓋之物質用鏟子鏟入乾燥、清潔有蓋的容器內。 

⊙大量洩漏，挖坑容納固體物質，並用塑膠將其蓋住，以避免淋雨。或者，以分散劑及清潔劑和

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導入廢水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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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二異氫酸甲苯(Toluene diisocyanate) 

一、危害辨識(危害特性) 

  1. 毒性特性 

    ⊙最高容許濃度 ceiling：0.005ppm 

⊙動物半致死劑量(LD50)：4310mg/kg    (大鼠，吞食) 

⊙動物半致死濃度(LC50)：97200 mg/m3/4H    （大鼠，吸入) 

⊙吸入蒸氣會刺激呼吸道、灼熱、窒息感、咳嗽、呼吸急促、胸部不舒服、支氣管炎、肺積

水，甚至死亡，症狀可能是幾小時候才出現。。 

⊙直接接觸到液體會刺激眼睛、皮膚，長期接觸會導致皮膚敏感。 

⊙食入會導致喉嚨痛、噁心及腹瀉。 

⊙可能對人體具致癌性(IARC：2B) 

⊙導致癌症，影響部分：胰線、肝臟、乳腺、循環系統與皮膚腫瘤。   

  2.火災爆炸特性 

    ⊙閃火點溫度  132℃  （閉杯) 

⊙沸點：251℃ 蒸氣密度=6.0  (空氣＝1)  

⊙熔點溫度： 11-14℃ 21℃(69.8℉)  

⊙爆炸界限: 

      爆炸下限（LEL）：0.9%     爆炸上限（UEL）：9.5% 

⊙為可燃性物質，但不易點燃。 

⊙蒸氣較空氣重，有回火的危險 

⊙容器可能因火災之熱能發生激烈爆炸 

⊙蒸氣有毒並可能於室內、室外或溝渠中發生爆炸的危害。 

⊙流入溝渠可能引起火在或爆炸之危害 

⊙蒸氣與空氣混合會形成具爆炸性的氫氣 

⊙容器可能會受熱或者接觸到受污染的水而引起爆炸。  

  3.反應性及不相容性 

    (1)避免接觸水、熱和陽光。 

(2)可與胺類、醇類、酸、鹼等起劇烈反應放熱。 

(3)可與金屬化合物（如有機金屬催化劑）聚合產生熱和壓力。 

(4)可與界面活化劑（如非離子性清潔劑）、醯胺、酚、硫酸、胺甲酸乙酯、尿素起激烈反應產

生熱。 

(5)與水或潮溼的空氣接觸會產生具有毒腐蝕性、可燃性的氣體。  

(6)應避免之狀況：與水、醇類、酸、鹼等不相容物或溫度超過攝氏 45度。  

(7)苯胺：與二異氰酸甲苯反應時的產生的熱，可以使周圍的可燃物或物質本身燃燒起來。  

二、擬訂行動方案 

  1.急救處理原則 

    (1)不論屬吸入性、接觸性、食入中毒之傷害，均可先給予氧氣。 

(2)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 作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 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當患者吸入和吞下毒性物質時，別直接使

用口對口人工呼吸，應使用單向給氣式之口袋型面罩和其他醫療器材來執行人工呼吸。  

(4)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

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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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給 119求救。 

(6)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甲苯二異氰酸脂。 

(7)救護人員到達前，則依不同暴露途徑處理。 

  2.個人防護裝備 

    任何可偵測到的濃度之區域或未知濃度之狀況 

    A級防護衣具，包括： 

    (1)氣密式連身式防護衣（耐用及可拋式兩種規格） 

    (2)製造商建議的特殊化學防護衣 

  (3)正壓全面型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內背式較佳) 

    (4)或正壓全面型供氣式呼吸防護具與正壓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合併使用。 

    (5)防護手套（材質以丁基橡膠、聚乙烯醇、聚氯乙烯、氟化彈性體為佳） 

    (6)防護鞋（靴） 

    逃  生 

    逃生式防護衣具，包括： 

(1)有機蒸氣濾罐之氣體面罩 

(2)或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3)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 

(4)或製造商建議之特殊化學防護衣 

(5)防護手套(材質以丁基橡膠、聚乙烯醇、聚氯乙烯為佳) 

(6)防護鞋(靴) 

(7)化學防濺護目鏡 

  3. 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

或其他密閉空間 

(5)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6)保持最大安全距離做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洩人員（此化學品會與水起劇

烈反應，故須特別小心） 

(7)火場中可能釋出具刺激性之毒性及腐蝕性氣體 

(8)使用無火花的工具來收集洩漏物，再放進寬鬆的容器  

(9)當處理生成物時，所有的設備都必需做接地。  

(10)小量外洩：用乾燥的泥土、乾燥的砂或其他不可燃的物質覆蓋洩漏物，接著用塑膠帆布來

使洩漏的範圍減至最小或者和雨水接觸(contact with rain)。  

三、區域管制（管制配置圖） 

    發生洩漏事件，應先緊急隔離封鎖約半徑 50-100公尺內之範圍 

當火源內有儲存槽、槽車或隨行車時，應將未經許可之人員疏散到 800公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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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組織（編組及職掌）： 

＊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較小規模時，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適當的調整。 

班別 職掌 備考 

自衛消防隊長 

自衛消防副隊長 

．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掌握。 

．現場疏散作業命令之下達 

．協調廠外支援作業 

廠區應變指揮官 

（總指揮官） 

指揮班 ．發佈新聞稿、敦親睦鄰 

．防護救災器材運送及提供、救災技術指導及 

  人員調派 

．物質安全資料及協助災變分析、協助指揮作 

  業 

．後援協助、現場環境監測、警戒區域之劃設 

發言人 

安全官 

(救災資訊、後勤供

應) 

自衛消防地區隊

長（或自衛消防

隊長） 

．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佈署 

．支援需求之提出 

．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現場指揮官 

(救災負責人) 

滅火班 ．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 現場搶救 

通報班 ．依指示與現場指揮聯繫、通報現場處理現況 

．政府通報業務協調、毒災聯防小組協調救

援、請求支援 

 

避難引導班 ．依應變指揮官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查勘 

．進行收容人員疏散引導，並協助警戒區域之

管制 

 

安全防護班 ．用火用電設備之關閉確認 

．危險物品搶救洩漏遮斷、修護 

 

救 護 班 ．傷患急救並協助消防人員進行傷患救助  

 

 

 

 

禁區管制 除污區管制

除污走
(搶救人員及

 材由此走道
 入及離

安全人員配
護裝備隨時
救援，並負
員安全檢查
制

Exclusion 

災區、禁區或
熱區(Hot 

Contaminatio
Reduction  

影響區、除污區或
暖區(Warm Zone) 

Support Area 

支援區或
冷區(Cold 

1.搶救人員

  過化災搶
  業訓練之
  擔
2.兩人一組

  全防護裝

  事救

2

2

風
(隨時注意
 向可能變

在上風處
指揮管制

安全助理人員 (人力
足時可省略) ，由位
禁區管制線外之安全
員配戴無線電通報醫
、消防、警察與救災
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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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求支援（器材支援） 

＊依行動方案評估得之器材為主，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可用之器材 

＊器材支援對象可考量：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同行廠商、甚至是器材供應商 

＊緊急應變器材支援之種類包括 

（一）搶救處理人員建議配戴之個人防護裝備： 

 ⊙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氣密式連身型內背式防護衣(可拋式及耐用型) 

 ⊙化學安全護目鏡 

 ⊙護面罩 

 ⊙防滲手套 

 ⊙防護鞋（靴） 

（二）指揮、安全、除污處理人員建議配戴之個人防護裝備（擇一）： 

 ⊙含高效濾材可防酸氣濾罐之氣體面罩或適用三氯乙烯之濾罐面罩。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非氣密式連身型防護衣化學安全護目鏡、護面罩、防滲手套(耐化 

    式)、防護鞋(靴)。 

（三）洩漏滅火處理器材 

１、滅火：化學乾粉、CO2、水霧或泡沫滅火設備。 

２、洩漏： 

⊙堵漏器：嵌片、栓塞、管線護套 

⊙堵漏劑：修補劑、修補片 

⊙不生火花之鏟除工具 

⊙防爆型幫浦 

⊙防爆型抽氣設備 

六、善後處理（人員、環境之善後）：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一）人員除污處理： 

⊙自事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作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依除污站架設的路徑，進入除污站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若有則再進一步清洗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待後續處理。 

（二）災後處理： 

⊙小量洩漏，之前以泥土或沙覆蓋之物質用鏟子鏟入乾燥、清潔有蓋的容器內。 

⊙大量洩漏，挖坑容納固體物質，並用塑膠將其蓋住，以避免淋雨。或者，以分散劑及清潔劑和水

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導入廢水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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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預防
 

1.事故預防
 
說明廠內如何預防毒災事故發生之具體作為（如：低危害性化學物質替代之可行性、製程

改善與安全評估、落實監督查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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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故預防措施  

1. 事故預防  

   管理系統驗證：如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等。  

安全衛生工作之「標準化、文件化、程序化」，以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及改進（Action）

的循環過程，實現安全衛生管理目標，並藉不斷的體檢與問題發現，及時採取糾正措施。  

管理面：  

 1. 作業程序：界定管理、監督、和員工的作業責任等。  

 2. 溝通：周知員工和所有相關人員有關控制之方法，任何變動都清楚地告知理由。  

 3. 訓練和指導：提供員工、管理者、及其他人員有關風險控制方法的訓練和指導。  

 4. 監督：適當的監督，確保正確施行管控措施及方法。  

 5. 維持：說明維持該管控方法必要條件，確保該方法的持續與有效性。  

硬體面：  

 1. 控制設備  

 2. 防護/削減設備  

 3. 早先預警設備  

 4. 緊急排放/遮斷設備  

 5. 消防滅火設備 

 

2. 目前本公司以下幾點為主: 

   1.以修改配方小量試製方式尋求低危害性化學品替代之可行性。 

   2.進行製程改善儘可能使用各輔助工具如氣動抽料泵浦、設置儲槽、配管以儀控方式入料 

     等，以人員不直接接觸毒性化學物質為原則。 

   3.所有閥泵法蘭之設備元件建檔，做檢點維護及修繕頻率之清單，掌控生命週期適時汰舊換 

     新，並依空污法定期檢測。 

   4.儲槽區設置巡查站或監視器。 

   5.指定專責人員進行相關管理、巡檢、監控。 

   6.動火作業需先登記申請並予以協助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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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害控制失效之後果及對策*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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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害控制失效之後果及對策  

本廠經危害辨識後，針對較高風險的化學物質及其製程，已進行相關運作管理規範，本項將依

GHS 危害特性分類共涉及急毒性物質、易燃液體、腐蝕/刺激皮膚物質、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等，依照分類(或各別物質)統合相關之危害原因及後果，分述相關對

策如下 

表 3-4、 危害控制之後果與對策 

GHS危害特性

分類 

 製程/物質 可能危害原因 影響之後果 現有控制作為 改善對策 

急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酐 

（Phthalic 

Anhydrid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人員傷

亡 

現場應變小組

成立進行搶救 

針對生產人

員取樣進料

操作進行再

教育 

易燃液體 DMF二甲基甲

醯胺 

儲存區附近設

備損毀請外部

廠商進行修補 

時，焊接零星

火花引發危害 

造成 DMF起火

爆炸並因外

部廠商用水 

滅火再度波

及 PCL3  

現場應變小組

成立並即刻近 

視情況進行外

部支援 

加嚴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急毒性物質 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人員傷

亡 

現場應變小組

成立進行搶救 

針對生產人

員取樣進料

操作進行再

教育 

 

 

生殖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酸二

異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環境中

不易分解或

生物累積，致

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

康者 

現場應變小組

成立進行搶救 

針對生產人

員取樣進料

操作進行再

教育 

 

水環境之危害

物質（急毒性） 

生殖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酸二

丁酯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環境中

不易分解或

生物累積，致

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

康者 

現場應變小組

成立進行搶救 

針對生產人

員取樣進料

操作進行再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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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危害控制失效之對策 

GHS危害特性

分類 

 製程/物質 影響之後果 廠內現有控

制行為 

控制作為失效影

響之後果 

改善對策 

急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酐 

（Phthalic 

Anhydrid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人員傷

亡 

現場應變器材因

故無法使用 

加嚴內部應

變器材維護

保養、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易燃液體 DMF二甲基甲

醯胺 

儲存區附近設

備損毀請外部

廠商進行修補 

時，焊接零星

火花引發危害 

造成 DMF 起

火爆炸並因

外部廠商用

水 

滅火再度波

及 PCL3  

現場儲存區之乾

粉滅火器因故無

法使用，緊急調

用備用滅火器及

相關滅火器材，

視情況通報相關

單位協助處理 

加嚴內部應

變器材維護

保養、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急毒性物質 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人員傷

亡 

現場應變器材因

故無法使用 

加嚴內部應

變器材維護

保養、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生殖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酸二

異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環境中

不易分解或

生物累積，

致污染環境

或危害人體

健康者 

現場應變器材因

故無法使用 

加嚴內部應

變器材維護

保養、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水環境之危害

物質（急毒性） 

生殖毒性物質 

鄰苯二甲酸二

丁酯 

製程取樣進料

不慎造成洩漏 

情形 

造成環境中

不易分解或

生物累積，

致污染環境

或危害人體

健康者 

現場應變器材因

故無法使用 

加嚴內部應

變器材維護

保養、外部廠

商之控管及

施作前之安

全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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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防災及防護措施*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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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防災及防護措施  
  本廠針對消防防災及防護措施訂有災防措施評估管理表及用火用電自行檢查表等，

針對不同類型災害評估可能發生災害之物質與地點，並擬定相關預防措施與減災作

為，同時在平日之用火與用電均按表定時檢查並製成紀錄。 

 

表 3-6、 災防措施評估管理表 

災害形式 物質名稱 可能災害地點 平日預防措施 減災行動 

火災 

四類型 

1.普通火災 

2.油類火災 

3.電氣火災 

4.化學火災 

DMF 二甲基甲醯胺 

MEK 丁酮 

EG  乙二醇 

儲存區/全廠 1. 依據火災類型 

   擬定滅火 SOP 

2. 維持儲存區乾 

   燥通風 

3. 用火用電管理 

使用合適之滅

火設備依據抑

制法切斷連鎖

反應進行滅

火，並於第一 

時間進行通報。 

爆炸 

三類型 

1.物理性 

2.化學型 

3.物理化學

性(BLEVE) 

DMF 二甲基甲醯胺 

MEK 丁酮 

EG  乙二醇 

全廠 1.未燃物品之移 

動路線規劃 

2.不相容物質之 

儲存規劃 

3.用火用電管理 

4.排氣裝置之設

置 考量防爆性 

5.全廠逃生訓練 

將未燃容器予 

以冷卻並移動 

至安全地帶， 

確認起火點物 

質特性再採取 

適當滅火行 

動，並於第一 

時間進行通報。 

颱風/水災 鄰苯二甲酐

Phthalic  

Anhydride 

儲存區/全廠 1.禁水性物質預

防淹水受潮之措

施 

2. 防風防淹措施 

3. 停電時之應變 

4. 颱風假期間緊 

急連絡網之建構 

如廠區淹水， 

優先確保浸水 

性物質保持乾 

燥並盡快疏通。 

地震 1.二甲基甲醯胺 

2. 鄰苯二甲酐 

3. 二異氰酸甲

苯 

4. 鄰苯二甲酸

二異壬酯 

5. 鄰苯二甲酸

二丁酯 

製程區/全廠 1.防範掉落及傾 

倒之措施 

2.製程自動停止

裝置 

3.確認建物附屬

物如窗框、吊具等

物品是否有鬆脫

坍塌之疑慮 

感覺有地震時 

應即刻關閉火 

源及瓦斯，有 

掉落傾倒的物 

品，在安全無 

虞的情況下依 

照作業規則進 

行清理避免二 

次危害。 



第84頁
 2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

人員 
 

負責

區域 
 

檢查

月份 
 

日期 週 
實施項目 

用火設備 

使用情形 

電器設備 

配線 
煙蒂處理 

下班時 

火源管理 

其它 

(共有設備(施)之可燃物管理) 
附記 

１ 四        

２ 五        

３ 六        

４ 日        

５ 一        

６ 二        

７ 三        

８ 四        

９ 五        

10 六        

11 日        

12 一        

13 二        

14 三        

15 四        

16 五        

17 六        

18 日        

19 一        

20 二        

21 三        

22 四        

23 五        

24 六        

25 日        

26 一        

27 二        

28 三        

29 四        

30 五        

31 六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 

“Ｏ”->符合安全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

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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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實  施  日  時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檢查結果 

１、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閉器動作正常。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２、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無障礙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３、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４、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無堆積妨礙避

難逃生之物品。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５、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閉。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６、安全門未上鎖。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７、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８、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９、避難逃生路線圖應規定裝設。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0、其它：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 

“Ｏ”->符合安全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

立即改善。 



第86頁
 4 

附件五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人員  

設備內容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日期 

滅火器 

1.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室內消防栓 

1.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形。 

3.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撒水設備 

1.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4.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5.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亮。 

2.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發信機 
1.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2.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緊急廣播設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符合  □不符合 

 

避難器具 

(＊
註
  為便利範例之

製作，故列出本項供參

考，一樓應無設置避難器

具之必要) 

1.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無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標示設備 

1.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2.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 

3.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其它：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 

“Ｏ”->符合安全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

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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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緊急救護、醫療及通訊裝備之管理及維護*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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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緊急救護、醫療及通訊裝備之管理及維護 

本廠針對緊急救護、醫療均訂有相關維護檢點表與檢查表，按表定時進

行維護與檢查作業，並留存檢查紀錄。 

 

 

檢查單位： 年度：

實際

數量

檢查

結果
有效期限

實際

數量

檢查

結果
有效期限

2"*2" 10片 5片   

3"*3" 10片 5片

2 50顆 20顆

3 1條 1條 - -

4 1捲 1捲 - -

5 1條 1條

6 1支 1支 - -

7 1支 1支 - -

8 1組 1組 - -

網狀 1條 1條

紗捲狀 1捲 1捲

10 6支 6支 - -

11 1瓶 1瓶

12 20片 10片

13 50支 20支 - -

14 20支 5支

15 1條 1條

16 1瓶 1瓶

17 5瓶 3瓶

18 10支 5支 - -

19 1支 1支

20 2組 1組

21 1瓶 1瓶

22 1組 1組

22 1支 1支

23 1瓶 1瓶

24 1組 1組

記錄保存單位/保存期限：各權責單位/三年                           TE-46-010-01-04

洗眼器(設置單位檢查)

9

血壓計

生理食鹽水（20ml）

棉棒(大、中、小)

*切割傷/燙傷藥膏

OK繃

棉花棒

內 容 物

酒精液

敵腐靈(設置單位檢查)

*AD軟膏

體溫測量器

三角巾

普通剪刀

1 消毒紗布

*優碘藥水

無齒鑷子

夾板

彈性繃帶

(大、中、小)

急救箱內部藥品及器材檢查表

備註：1每半年依急救箱內容物填寫〝數量〞及〝有效期限〞，無有效期限之物件請填寫〝－〞。

      2.檢查結果：良好打「○」、低於最低存量打「△」、不良打「×」

      3.不足基本量、損壞或過期者請向總務提出請購。

      4.如有新增藥品，請填入空格欄位，進行檢點。(*請通知環安衛中心確認是否需要開立醫囑)

      5.血壓計與體溫測量器置放於行政處，各單位如有需要使用請至行政大樓使用

消毒棉花

止血帶

透氣膠帶

安全別針

NO.

無菌手套

咬合器

壓舌板

基本量
最低

存量

1月 7月

檢查人員/日期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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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醫療 

 (1)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2)救護人員於執行救護緊急傷病患時，應依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救護項目範 

    圍及救護作業程序，施 行必要之緊急救護措施。 

 (3)應每年舉辦教育訓練，使救護人員保持執行緊急救護所必要之技能及知識   

    ，針對全體員工，依年度訓練計劃舉辦急救訓練課程，同時針對急救人員 

    定期辦理回訓課程。 

 <醫療單位> 

 

2.通訊裝備 

   (1)由使用單位指定管理人辦理管理業務，應注意設備之清潔、防 

      潮、防竊、防火、使用前、中之檢查及使用後之保養，並管理裝 

      備數量，如有異動須辦理資料更新，以保持財產帳料相符。 

   (2)平時作業時，發生與各單位連線作業有關之任何異常狀況，應優 

      先處理；若無法解決時應立即 向單位資訊管理人員反應，再視情 

      況通知廠 商派員協助辦理。 

   (3)無線電使用人、保管人應定期測試無線電機，若發現故障即依規 

     定報（送）修。 

   (4)無線電機外表不清潔時，可使用乾淨布沾清潔劑擦拭，但清潔劑 

      不可過量，以避免清潔劑滲入電機內部，造成機件故障。 

單 位 電 話 地 址 

台灣署立南投醫院 (049)223-1150 南投市復興路 478 號 

中興醫院 (049)233-9165 南投市中興新村環山路 57 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南基醫院 (049)222-5595 南投市中興路 870 號 

佑民醫院 (049)235-8151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 2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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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並須提供災害模擬分析
 

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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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運作場廠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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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緊急應變材存放區 

應變器材器材種類 S S1 S2 S3 

堵漏修護包 1 組 0 1 組 0 

管件修護包 1 組 0 1 組 0 

木屑吸收劑 0 10 公斤 10 公斤 0 

吸液棉 5 公斤 0 5 公斤 0 

53 加侖緊急應變處理
桶 

1 個 
0 

0 0 

A級防護衣 2 套 0 0 0 

B級防護衣 0 0 2 套 0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SCBA) 

2 套 
0 

2 套 0 

A級防護鞋 2 雙 0 2 雙 0 

C 級防護衣 12 套 0 12 套 2 套 

濾清式防毒面罩 6 個 0 6 個 0 

濾毒罐(有機溶劑) 12 個 0 12 個 0 

護目鏡 6 個 0 6 個 0 

防護手套(耐化)(防熱) 6 雙 0 6 雙 2 雙 

防護鞋 6 雙 0 6 雙 2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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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阻止或減少毒性或具危害關注化學物質洩漏之工具、材料 

本廠二甲基甲醯胺有 53 加侖鐵桶、1 噸鐵桶及儲槽，故本廠備有

堵漏修護包及管件修護包，可於異常洩漏狀況時，應變人員可攜帶止

漏工具進行破孔止漏作業，以達到阻止或減少二甲基甲醯胺洩漏狀

況，各項阻止或減少毒性化學物質洩漏之工具，於每月實施檢查、維

護及保養 1次，並將紀錄保存 3年備查，其阻止或減少毒性化學物質洩

漏之工具、材料數量如下表: 

阻止或減少毒性化學物質洩漏之工具、材料數量表 

項次 名稱 數量 單位 放置位置 備註 

1 堵漏修護包 2 組 S、S2 存放區各 1 組 
木栓、吸液棉、膠帶、

修補劑、塞片 

2 管件修護包 2 組 S、S2 存放區各 1 組 各式夾套 

 

阻止或減少毒性或具危害關注化學物質洩漏之工具、材料照片 

  

堵漏修護包 管件修護包 

 

 

 

 

 

 

 

 

 



第101頁

4 

三、 應變圍堵器材或設施 

本廠於二甲基甲醯胺使用及貯存場所周遭設置防溢堤及集液溝，

可於二甲基甲醯胺異常洩漏狀況發生時，可有效收集及圍堵，且於廠

內備有吸液棉及木屑吸收劑，可於小量洩漏狀況發生時，進行圍堵。

各項應變圍堵器材或設施於每月實施檢查、維護及保養 1 次，並將紀

錄保存 3年備查。，其應變圍堵器材或設施數量如下表 : 

應變圍堵器材或設施數量表 

項次 名稱 數量 單位 放置位置 備註 

1 木屑吸收劑 20 公斤 S1、S2 存放區各 10 公
斤 

 

2 吸液棉 10 公斤 S1、S2 存放區各 5 公斤  

3 53 加侖緊急應變處理桶 1 個 S 存放區  

4 防溢堤 1 區 一課儲槽區  

備註:儲槽外設置防溢堤，長 26.5M寬 12.5M高 1.1M可圍堵 364M3的毒化

物洩露，本槽區最大儲槽為 200噸。 

 

應變圍堵器材或設施照片 

  

木屑吸收劑 吸液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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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侖緊急應變處理桶 防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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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攜帶式洩漏偵檢器材 

本廠備有四用氣體偵測器及有機氣體偵測器，可攜帶至異常洩漏

區域進行偵測現場二甲基甲醯胺濃度，其各攜帶式偵測器於每月實施

檢查、維護及保養 1次，並將紀錄保存 3年備查，其攜帶式洩漏偵檢器

材數量如下表: 

攜帶式洩漏偵檢器材數量表 

項次 名稱 數量 單位 放置位置 備註 

    1 四用氣體偵測器 1 台 環安衛中心 CO、H2S、O2、LEL 

    2 有機氣體偵測器 1 台 環安衛中心 VOCs 

 

攜帶式洩漏偵檢器材照片 

  

四用氣體偵測器 有機氣體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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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個人防護設備 

1. 應變編組人數 

本廠規劃應變緊急應變編組人數共 21 人，其編組有暴露危害之虞

中，需穿著 A 級防護衣的為搶救組 2 人、需穿著 C 級防護衣的為偵測

組 2人、除污組 2人、善後復原組 2人。 

緊急應變編組名單及防護衣等級表 

項次 實際編組名稱 編組職務 人數 應變防護衣等級 

1 指揮官 指揮官 1 D 

2 避難引導班 管制組 4 D 

3 通報班 通報組 4 D 

4 安全防護班 偵測組 2 C 

5 安全防護班 搶救組 2 A 

6 安全防護班 除污組 2 C 

7 安全防護班 善後復原組 2 C 

8 救護班 救護組 4 D 

 

2. 個人防護設備 

依應變編組中需穿著防護衣數量統計 A 級防護衣 2 套、C 級防護

衣為 6 套，其中 C 級防護衣和濾毒罐為一次性材料，其個人防護設備

每月實施檢查、維護及保養一次，並將紀錄保存 3 年備查，本廠備置

個人防護設備數量如下: 

個人防護設備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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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數量 單位 放置位置 

1 A級防護衣 2 套 S 存放區 

2 B級防護衣 2 套 S2 存放區 

3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 4 套 S、S2 存放區各 2 套 

4 A級防護鞋 4 雙 S、S2 存放區各 2 雙 

5 C 級防護衣 26 套 S、S2 存放區各 12 套 

S3 存放區 2 套 

6 濾清式防毒面罩 12 個 S、S2 存放區各 6 個 

7 濾毒罐(有機溶劑) 24 個 S、S2 存放區各 12 個 

8 護目鏡 12 個 S、S2 存放區各 6 個 

9 防護手套(耐化)(防熱) 14 雙 S、S2 存放區各 6 雙 

S3 存放區 2 雙 

10 防護鞋 14 雙 1、S2 存放區各 6 雙 

S3 存放區 2 雙 

備註:濾毒罐保存期限兩年，破真空後使用期限兩天。 

個人防護設備照片 

  

A級防護衣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S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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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防護鞋 C 級防護衣 

 
 

濾清式防毒面罩 濾毒罐(有機溶劑) 

  

護目鏡 防護手套(耐化)(防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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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鞋 B級防護衣 

 

3. 供氣式空氣呼吸防護設備 

本廠運作二甲基甲醯胺於常溫常壓下或運作時為液態，應變編組

中需備置 2 套自給式空氣呼吸器(SCBA)，本廠備置 4 套自給式空氣呼

吸器(SCBA)，其自給式空氣呼吸器(SCBA)每月實施檢查、維護及保養

1次，並將紀錄保存 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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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運作場所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情形 

1. 偵測器設置情形 

本廠依二甲基甲醯胺比重、運作場所四周狀況、設備高度及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於二甲基甲醯胺使用及貯存場所共設置 2 組偵測

器，二甲基甲醯胺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為 10 ppm，本廠依規定

警報設定值為 50 ppm低於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10倍。  

本廠設置二甲基甲醯胺偵測器能隨環境中二甲基甲醯胺濃度變

化，連續顯示現場監測濃度且誤差在 30%以內，不同位置的偵測器能

辨別發出信號之地點且不相干擾，並於偵測器採樣位置周圍濃度達警

報設定值，警報設備能於 1 分鐘內自動發出警報，另外為確保偵測器

及警報設備功能正常，本廠二甲基甲醯胺偵測器及警報設備均有連接

備用電源，能於異常斷電時持續供應偵測器及警報設備電源。 

二甲基甲醯胺偵測器一覽表 

項次 1 2 

偵測器編號 01 02 

感應原理 熱線半導體式 熱線半導體式 

感應器形式 擴散式 擴散式 

警報 

設定值 

第一階段 50ppm 50ppm 

第二階段 70ppm 70ppm 

測式/校正氣體 異丁烷 異丁烷 

廠牌 RIKEN KEIKI RIKEN KEIKI 

型號 SG-8813-D SG-8813-D 

設置位置 製程區 儲槽區 

 

2. 偵測器介紹 

RIKEN 公司半導體式氣體偵測器，安裝於現場提供元件設備及人

員安全之防護，本系列偵測器作為連續式，低濃度毒性氣體洩漏偵測

使用，含括有機逸散性氣體 VOC，及特殊毒性氣體。 

半導體式偵測器感應頭內由半導體感應器及熱線包裝，偵測氣體

流經感應器(半導體元件)，產生導電度變化，而偵測其洩漏氣體之濃度



第109頁

12 

變化。RIKEN 公司在台灣市埸佔有率近百分之五十，產品壽命長，穩

定性高，廣泛應用於石化及半導體製造工業。 

SG-8813-D 是 RIKEN 半導體式感應器中最典型產品，反應時間 30

秒內可達 90%反應值，最低偵測極限 2%Full scale，即選定 0-200PPM

偵測範時，最低偵測極限低於 4PPM，準確度為±5%Full scale，故適用

於警報設定值大於 Full scale2%之毒性物質氣體。 

感應頭與放大電路構成完整偵測器，置於耐壓防爆盒內，輸出信

號 4-20mA，可接標準指示器，控制器或電腦系統構成工埸安全防護系

統。 

半導體式監測器的基本原理是：使待測氣體吸附在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表面上，藉由量測半導體的導電度變化即可得之氣體濃度，通

常，待測氣體濃度與半導體式監測器輸出訊號的平方呈正比關係，半

導體式監測器具備高靈敏度、反應時間短等優點 

3. 警報設備設置情形 

偵測器警報設備設置應於人員常駐之地點且派專人管理，能於現

場濃度達警報設定值時，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之燈示及聲響，清楚警

示控制室及二甲基甲醯胺使用、貯存場所區域人員，另外於偵測器發

出異常警報時，將派員進行相關緊急應變措施，確認現場狀況後才停

止警報訊號程序。 

平日上班時間:發出警報後由守衛人員確認警報點位置，製程區警

報通知一課課長林昇平，儲槽區警報通知資材課副理陳永松處理察明

並回報守衛人員確認，由守衛人員確認偵測器警報主機數值信號無

誤。 

假日下班時間:發出警報後由守衛人員確認警報點位置，製程區警

報及儲槽區警報通知一課值班人員處理察明並回報守衛人員確認，由

守衛人員確認偵測器警報主機數值信號無誤。 

於任何時間偵測器警報設備如有異常，守衛人員均需立即通知環

安衛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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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偵測及警報設備檢查、維護及保養情形 

設置警報設備於每月實施功能測試 1 次，其測試方式以低於勞工

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 10 倍濃度進行測試，本廠測試方式於運作場

所偵測器偵測採樣位置，以二甲基甲醯胺進樣，確認偵測濃度達警報

設定值 50ppm 時，於人員常駐地點及運作場所區域的警報設備，於 1

分鐘內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之燈示及聲響，當偵測濃度達警報設定值

70ppm時，立即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之燈示及聲響。 

本廠設置之偵測器於每年進行測試及校正 1 次，其偵測器校正方

式會以零級空氣進行零點校正，以 1000ppm異丁烷(等於 90ppm二甲基

甲醯胺)進行全幅校正，以確保偵測器偵測讀值正確性，且於完成偵測

器校正後，會以二甲基甲醯胺進行測試偵測器讀值及異常訊號發送是

否正常。 

 

5. 記錄設備設置情形 

本廠二甲基甲醯胺偵測器均有設置自動記錄設備，且於每 1 秒自

動傳輸環境中，監測二甲基甲醯胺濃度數值 1 次，並將其記錄數據保

存 30日備查。 

 

偵測及警報設備照片 

  

偵測警報器-製程區編號 01 偵測警報器-儲槽區編號 02 



第111頁

14 

  

偵測警報器-燈示及聲響 偵測警報器-主機及自動記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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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氣體偵測器維修保養工作指導書 

1. 一般維修保養原則 

(1) 電源: 外接電源之供應電源電壓大小有一定的範圍，實際供應

電壓之間的差異應保持在±10%之內。 

(2) 偵測器外觀檢查: 偵測器為監測系統之最重要的部分，又因通

常安裝於戶外或氣體成分較複雜的環境中，所以極易被腐蝕或

有塵埃堆積。為防止這些現象發生而影響偵測結果，應定期派

員檢查偵測器外罩及電路板是否被腐蝕? 是否灰塵堆積?是否有

水氣凝聚？另外，偵測器之外罩表面若有微量氣體殘餘、油

漬、灰塵殘留，皆會影響偵測器的讀值及校正結果。所以如有

上述情形，應依次有機溶劑及蒸餾水清洗外罩，徹底風乾後裝

回。 

(3) SENSOR更換: 如氣體偵測器之 SENOR發現異常無法正常運作

時，應予以換新。此外，環境之溼度、溫度、氣體成分及濃度

都可能影響 SENSOR之使用壽命，所以當偵測器讀值無法達到

標準時，應檢查 SENSOR是否需要更新。SENSOR更新時，先

將系統之電源關掉，以防止現埸若有氣體存在時可能發生危

害。每次更換 SENSOR或作其他調整後，必須重新進行零點與

全幅校正。 

(4) 校正維修記錄: 每個偵測器之校正及維修情形均需據實記錄並

定期檢討改善，至少每一個月進行一次。 

 

2. 定期維修保養項目 

(1) 功能檢查: 檢查氣體偵測系統運作是否正常。 

(2) 進氣過濾裝置檢查: 檢查過濾裝置有無污染情形。 

(3) 電壓變化: 實際供應電壓與正常供應電壓之差異不得超過正常

供應電壓之±10%。 

(4) 感度檢查: 以實際氣體檢查偵測器之感度是否正常。 

(5) 警報設定值檢查: 檢查偵測系統之警報設定值是否適當。一般

而言，可燃性氣體偵測器之警報設定值應小於最低爆炸下限的

四分之一，毒性氣體偵測器之警報設定值應小於時量平均容許

濃度之 10倍(DMF之 TLV值為 10PPM，依環保署毒性化學物

質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及操作要點所示，其警報設定值應在

100PPM以下)，氧氣偵測器之警報設定值以不低於 18%為原

則。 

(6) 警報裝置檢查: 檢查偵測器是否可發出聲響及警示燈號。 

(7) 警報時間檢查: 檢查偵測器是否能在一定的時間之內發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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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般而言，可燃性氣體偵測器應在 30秒內發出警報，毒

性氣體偵測器之警報時間應小於 1分鐘(T90)。 

(8) SENSOR更換: 若氣體偵測器之 SENSOR經測試或校正後無法

正常運作，便需盡速更新 SENSOR，以維系統之偵測功能。 

(9) 清洗氣體偵測器: 偵測器表面的油污或積塵會影響其感度，所

以需要不定期清潔。為了安全起見，不要在通電狀態下清洗偵

測器。 

(10) 接地: 為了安全著想，本廠每一偵測器均有接地裝置。 

 

氣體偵測系統之一般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與結果 

電壓變化 DC24V±10% 

警報設定 可燃性氣體：最低爆炸下限的 1/4以下 

毒性氣體：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標準之 10倍以下

(DMF之 TLV值：10PPM) 

氧氣：不低於 18% 

警報時間 可燃性氣體：30秒內(T90) 

毒性氣體：一分鐘內(T90) 

實際氣體測試 (依原廠儀器使用手冊規定) 

 

3. 定期檢查項目 
每月檢查項目 

(1) 檢查燈號:電源指示燈或間歇性燈號是否亮起以及有無故障燈  

出現。 

(2) 自我診斷:警報指示器自我檢查有無故障情形。 

(3) 警報設定值:使警報指示器顯示警報設定值，檢查是否恰當。 

(4) 警報測試:若偵測系統有自動警報測試裝置，則執行此一測

試。 

(5) 檢查指示讀值:檢查警報指示器之讀值是否為 0(或為±5%全幅

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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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讀值不為零:檢查是否有氣體洩漏。確定現埸無外洩氣體存

在後再將讀值調整為零。 

(7) 檢查外觀狀態：檢查外罩上有無異物。 

 

每月檢查項目表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電源指示燈 
目視確認受訊警報機電源指示燈及各功能指示燈

號是否正常 

感應元件檢查 偵測元件接觸表面是否保持潔淨乾燥 

警報設定值 儀器設定警報設定值及各參數，確認無誤 

零點確認 
在無干擾氣體及乾淨空氣情況下作零值確認 

(儀器誤差正負 5%,全刻度) 

儀器自我測試 
以化學物質揮發氣體測試偵測器是否有無偵測反

應或故障 

線路接點檢查 偵測器線路包覆是否完整鬆動或脫落現象 

偵測器內部外觀 
目視檢查是否有污損、腐蝕,感應器液晶指示是

否正常 

 

每年檢查項目 

(1) 系統之供應電壓:檢查系統之供應電壓是否正常。 

(2) 偵測器之供應電壓:檢查偵測器之供應電壓是否再使用手冊所

規定的範圍內。 

(3) 檢查配管及幫壓:檢查配管是否鬆脫、堵塞，以及吸引式採樣

氣體偵測器的幫浦流量是否正常。 

(4) 零點校正:供給零點空氣，進行零點校正。 

(5) 全幅校正:根據操作手冊之指示，執行全幅校正。 

(6) 警報測試:供給實際氣體，測試偵測器是否可於一定時間內發

出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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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檢查項目表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系統電源電壓 檢查系統之供應電壓是否正常 

偵測器供應電壓 檢查偵測器之供應電壓是否正常 

(參考操作手冊上之正常供應電壓值) 

吸引式偵測器幫浦 檢查配管是否脫落、堵塞、流量是否正常 

零點校正 在無待測氣體及干擾氣體之情形下進行零點調整 

全幅校正 配置校正氣體，依實際情形需要調整全幅值 

警報裝置測試 供給實際氣體，確認偵測器能在一定時間內發出

警報 

每年應將前述之日常檢查結果作一次總回顧，檢討偵測系統性能，

太常出問題的偵測器找出原因或是予以更換。另外需檢討庫存之零

件是否充足。 

 

每年檢查項目表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偵測器外觀檢查 目視檢查是否有污損、腐蝕 

線路外觀檢查 電線包覆是否損毀 

接點檢查 檢查各線路接點有無鬆動或脫落 

備用品檢查 常用偵測系統零件之備品數量是否充足 

日常檢查結果 是否需汰舊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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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 

(1) 模擬分析場所資料 

 

 

 

 

 

 

 

 

模 

擬 

分 

析 

場 

所 

資 

料 

名 稱  (  全 
銜  )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南二路 7 號 

模擬分析毒化物  物質  中 英 文 商 品 名 
稱 

二異氰酸甲苯 

毒 化 物 名 稱 Toluene diisocyanate (TDI) 

含 量 ( % W / W ) 99.5 

最 大 可 能 存 
在 量 

400噸(液體) 

毒化物相關運作 

條 件 說 明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1 ) 

毒化物運作壓力 (1) 毒化物運作型態(1) 

32 (℃) 1 KPa 批次反應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2 ) 

毒化物運作壓力 (2) 毒化物運作型態(2) 

(℃) (單位)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3 ) 

毒化物運作壓力 (3) 毒化物運作型態(3) 

(℃) (單位)  
如有其他運作條件，請新增欄位填寫 

毒化物運作之單一 

容  器  (  包  

裝  ) 

單一容器(包裝)最大量 500 公斤  (單位) 

單一最大量容器(包裝)型態 

1. □袋 2. □筒 3. □瓶 4. □箱 5. ■桶 

6. ■槽罐(含貯槽) 7. □其它     

模擬分析及管制 

距離撰寫連絡人  

姓 名 蔡佳慧 

電 話 號 碼 (049)2263555 傳真號碼 (049)2261742 

E  -  m  a  

i  l 

domo@twemc.com.tw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mailto:domo@twe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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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ppm) 內容 

 

IDLH 

 

2.5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尚有逃跑能力，且
不 

會對生命造成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之傷害（針 

對毒氣而言）。 

ERPG-1 0.01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嗅覺不會有感覺之
最 
大容許濃度。 

ERPG-2 0.15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法恢復之傷害之最
大 
容許濃度。 

ERPG-3 0.6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命危險之傷害最大
容 

許濃度。 
Ceiling Value 0.005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濃度之暴露。 

TWA －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份勞工重複暴露此濃 

度下，不致有不良反應。 

 

STEL 

 

－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何  15  分鐘，不致
有 

下列情境：(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或不可逆 

之組織病變。(3) 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之傾 

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0.9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RPG：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出版之緊急應變計畫指引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 

IDLH：立即危害生命與健康的濃度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and Health)。 

Ceiling Value：最高容許濃度。 

TWA：八小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Time Weighted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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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L：美國能源部後果評估及保護行動小組(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之瞬時緊急暴露極限指標(Temporary Emergency Exposur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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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象資訊 

氣 象 資 料 來 源 

： 

中央氣象局日月潭氣象監測站 

資 料 統 計 期 間 
： 

2020年 0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1. 溫度 

年份 月份 
溫度(℃) 

年份 月份 
溫度(℃) 

平均 最高/日期 平均 最高/日期 

2020 1 14.8 24.7/22  2021 

 

1 12.9 24.8/21 

2020 2 15.7 27.2/26 2021 2 15.8 25.2/23 

2020 3 18.0 29.4/27 2021 3 18.3 28.9/31  

2020 4 18.0 29.1/20 2021 4 19.7  29.4/02 

2020 5 21.9 32.8/16 2021 5 23.2  31.8/19 

2020 6 23.2 31.4/28 2021 6 22.1 30.3/03 

2020 7 23.6 32.3/13 2021 7 23.1 30.5/27 

2020 8 23.1 32.2/19 2021 8 22.4 29.5/29 

2020 9 23.0 31.7/18 2021 9 23.0 28.9/23 

2020 10 21.7 31.8/04 2021 10 21.4 29.0/06 

2020 11 19.9  30.4/06 2021 11 18.1 26.5/07 

2020 12 16.8 28.2/07 2021 12 15.5 24.16/16 

(1) 統計平均溫度： 19.8(℃) (2) 最高溫度： 32.3(℃) 

2. 相對溼度：(取逐月平均值加總後平均) 平均相對溼度： 82.41(%) 

3. 風速(月平均風速)： 1991~2020 

月份 風速(公尺/秒) (1) 年度平均風速： 1.1m/s 

1 1.1  
冬季為 12-2 月 

2 1.1 
 

3 1.1  

(2) 冬季平均風速： 

 

1.1m/s 
4 1.1 

5 1.1 

6 1.2  

7 1.2 夏季為 6-8 月 

8 1.2  

9 1.1  

(3) 夏季平均風速： 

 

1.2m/s 
10 1.0 

11 1.0 

12 1.0 冬季為 12-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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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向：(最大 10 分鐘風向) 

年份 月份 
最大十分鐘風 

年份 月份 
最大十分鐘風 

風向(360°)  風向(360°) 

2020 1 160 2021 1 170 

2020 2 300 2021 2 280 

2020 3 170 2021 3 280 

2020 4 340 2021 4 180 

2020 5 160 2021 5 270 

2020 6 160 2021 6 190 

2020 7 150 2021 7 180 

2020 8 300 2021 8 300 

2020 9 320 2021 9 130 

2020 10 190 2021 10 130 

2020 11 130 2021 11 150 

2020 12 170 2021 12 180 

風向 全年 夏季(6-8 月) 冬季(12-2 月) 

方位 角度 出現次數 出現次數 出現次數 

北 風 337.5°-22.5° 1 1 0 

東北風 22.5°-67.5° 0 0 0 

東 風 67.5°-112.5°0 0 0 0 

東南風 112.5°-157.5° 5 1 0 

南 風 157.5°-202.5° 11 1 5 

西南風 202.5°-247.5° 0 0 0 

西 風 247.5°-292.5° 3 0 1 

西北風 292.5°-337.5° 4 0 0 

主要風向 全年 夏季(6-8 月) 冬季(12-2 月) 

方向(角度) 南風(169°) 東南風(145°) 南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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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作場所位置資訊： 

i. 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包含運作點分佈(請參閱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 

ii.運作場所鄰近敏感區域（學校、醫院、大型購物中心、人口密集區…等）或鄰近廠家位置圖。(請參

閱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 

iii.針對具火災爆炸危害特性物種，須彙整可能存在之點火源資訊。點火源包括鐵公路、電線、燃燒塔、

煙囪、變電站以及停車場…等。（同上述之敏感區域劃設並列表說明距離，列入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

容中敏感區域說明） 

  

(5)模擬分析工具說明： 

模擬分析工具 

模擬分析工具說明 

分析工具之軟

體 名 稱 

ALOHA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 

版 本 資 訊 軟體版本： 5.4.7 

1. ALOHA 為 EPA 與 NOAA 共同發展之軟體。 

軟體工具功能

說 明 

1. 以美國風險管理計畫(RMP)方案為基礎，進行危險性工廠、危險物

運送的風險與最大危害區域分析。 

2. 起源於 NOAA 對於緊急事件應變，ALOHA 原為簡單連續發生源

之高斯煙流擴散，近年演變為應變工具。 

3. 考慮洩漏物質的物理特性，預測洩漏源下風處污染物濃度，用來估

計其氣雲移動及擴散工具。 

4. 可推估化災事故發生後，化學品於大氣中之傳輸範圍，作為化學災

害應變計畫與訓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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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概述 

 

 

開啟ALOHA程式 

選擇欲分析地點 選擇建築物類型 輸入分析日期及時間 

選擇欲分析化學物質名稱 輸入大氣條件 選擇儲槽型式 

開始分析 

輸入儲槽尺寸 

輸入破孔位置 

 

選擇破孔型式 輸入破孔直徑 

輸入儲槽容量或化學

物質儲存量 

 

輸入儲槽內部溫度 選擇化學物質狀態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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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情境說明： 

        模擬分析之參數表 

模擬分析之參數 

共同參數 

毒 化 物 名 稱 ： 二異氰酸甲苯 單一運作最大可能存在量： 20 公噸(單位) 

容 器 型 式 ： 圓柱型貯槽 

毒化物運作之溫度、壓力、可能之洩漏型態： 

(1)運作溫度(℃)： 32 (2)運作壓力：  1KPa (單位) 

(3)洩漏高度： 1.5 (公尺) (4)洩漏條件：  管路連接口閥門脫落 

相對溼度 (%)： 79 地表粗操度： 3 cm 

破孔孔徑： 6 inch  (單位) 

洩漏位置： ■最大連接管徑 □人孔 □釋壓閥孔徑 □出口管(閥)徑 □其他        

可能替代情境(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 ACS)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 

年平均溫度(℃)： 19.67 年平均風速： 1.1 (公尺/秒) 

大氣穩定度：D  年主要風向： S169 

ACS(2)：夏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 

最高溫度(℃)： 34 夏季平均風速： 1.2 (公尺/秒) 

大氣穩定度：D  夏季主要風向： ES145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 

年平均溫度(℃)： 16.08 冬季平均風速： 1.1 (公尺/秒) 

大氣穩定度：D  冬季主要風向： W168 
註：1. 大氣穩定度須依據風速條件調整對應之穩定度狀態 

2. 若無法說明可替代情境模擬參數，則須以最嚴重情境內容做為模擬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年平均風速及全年主要風向 

ACS(2)：夏季最大孔徑管線洩漏，搭配最高溫、夏天平均風速及夏天主要風向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冬天平均風速及冬天主要風向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及新增替代情境資訊 

最嚴重情境(Worst Case Senior, WCS) 

平均溫度(℃)： 19.8 風速(指定風速)： 1.5 m/s 

大氣穩定度： F 年主要風向： 南風 169°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及新增替代情境資訊 

註：最嚴重情境雖影響範圍較廣，可能引發鄰廠或民眾疑慮，但若無法舉證說明可替代情境模擬參數，

則須以最嚴重情境內容做為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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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ppm)： 

ERPG-3 ERPG-2 10 TWA Ceiling IDLH TWA 1/2 IDLH 

0.6 0.15 － 0.005 2.5 － 1.25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許濃度(Ceiling)、TWA、

IDLH、1/2 IDLH 

2. 火災爆炸性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60% 爆炸下限(LEL) 30% 爆炸下限(LEL) 10% 爆炸下限(LEL) 

0.54 (%) 0.27 (%) 0.09 (%) 

3.火災危害熱輻射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4. 爆炸過壓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37.5 kW/m2 12.5 kW/m2 4.0 kW/m2 10 psi 3 psi 0.5 psi 

註： 

1. 火災爆炸性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以 10%、30%、60%爆炸下限(LEL)濃度為可燃性氣雲

擴散安全距離判斷參考基準，並以 10%為容許指標。 

2. 火災危害熱輻射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包含 37.5、12.5、4.0 kW/m2 作為評估參考依據，採用熱

輻射值達 4.0 kW/m2 以下之範圍作為安全考量範圍標準。 

3. 爆炸過壓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包含 0.5(或 0.3)、3、10 psi 為評估基準並以爆炸過壓達 0.5(或

0.3) psi 以下之範圍為安全考量範圍。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熱輻射影響經驗值參考表 

輻射強度 

(kW/m2) 
觀察到之影響 

37.5 對程序設備足夠造成損害。暴露時間 1 分鐘之致死率為 100%。 

25.0 在無限期地長時期暴露下足以點燃木材的最低能量 (nonpiloted) 。 

15.8 
操作員無法從事作業並藉遮蔽物隔離熱輻射（例如設備後側）之區域

內的熱強度。 

12.5 
起始點燃木材 (piloted) 、熔化塑膠管所需之最低能量。暴露時間 1

分鐘之致死率為 1%。 

9.5 8 秒後到達疼痛極限；20 秒後造成二級灼傷。 

4.0 
如果在 20 秒內無法到達掩蔽物遮蔽，對人員足以造成疼痛感；然而

可能導致皮膚起泡（二級灼傷）；致死率為 0%。 

1.6 長時間暴露將不會造成不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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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過壓影響經驗值參考表 

壓力 
損  害 

(psig) (barg) 

0.02 0.00138 惱人的噪音（137 dB 低頻 10~15 Hz） 

0.03 0.00207 已處在扭曲變形狀況下的大型窗戶玻璃偶而的破裂 

0.04 0.00276 巨大噪音 

0.1 0.00689 處在扭曲變形狀況下的小型窗戶玻璃破裂 

0.15 0.01034 典型的玻璃破裂壓力 

0.3 0.02068 
“安全距離”（在此值外有 95%的或然率不會有嚴重的損害）；射出的投射極

限；造成天花板部分的損害；10%的窗戶玻璃破損 

0.4 0.02758 有限度的輕微結構損壞 

0.5 0.03447 窗戶碎裂、窗架結構損壞 

0.5~1.0 0.03447~0.06894 大、小型窗戶通常會破碎，對窗戶外框造成經常性的破壞 

0.7 0.04826 對房屋結構造成輕微損壞 

1.0 0.06894 房舍部分損壞，造成無法居住 

1~2 0.06894~0.1379 
波狀石綿瓦破碎；波狀鐵或鋁製鑲板、固定物掉落彎曲；木質鑲板(標準屋內

裝潢)栓牢固定物掉落 

1.3 0.08963 建築物之鋼骨結構稍微扭曲 

2 0.1379 房屋之屋頂及牆壁部分崩塌 

2~3 0.1379~0.2068 水泥或煤塊（非鋼筋水泥）牆破碎 

2.3 0.1586 結構嚴重損害之下限 

2.4 0.1656 人之中耳破裂 

2.5 0.1726 50%的房屋磚造結構破壞 

3 0.2068 
工業建築物內重機具（3000 磅）蒙受少許的損壞；建築物的鋼骨結構扭曲並

脫離地基 

3~4 0.2068~0.2758 無鋼骨結構、自裝鋼鐵鑲板外框之建築物完全破壞；石油儲槽破裂 

4 0.2758 輕質工業建築物破壞 

5 0.3447 設施木質竿柱折斷；建築物內 tall hydraulic press（4000 磅）輕微受損 

5~7 0.3447~0.4826 房屋幾乎完全損壞 

7 0.4826 裝載之鐵路火車翻倒 

7~8 0.4826~0.5516 磚造鑲板（8~12 吋厚，非鋼筋水泥）因變形或彎曲而崩落 

8 0.5516 12 吋未補強磚牆損毀 

9 0.6205 載有乘客之鐵路客車完全破壞 

10 0.6894 
建築物近乎完全解體；重機具（7000 磅）移動且嚴重損壞，非常重之機具

（12000 磅）可以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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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0686 99%人員致死 

(8)事故災害模擬分析結果說明 

      i 所選取事故災害情境，應搭配模擬分析評估基準呈現影響範圍，建議彙整成表說明。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模擬分析結果 

危 害 情 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 象 條 件 1.1m/s;D 1.2m/s;D 1.1m/s;D 1.5m/s;F 

判 斷 標 準 模擬之影響距離(m) 

ERPG-3 (0.6ppm) 10 10 10 － 

ERPG-2 (0.15ppm) 25 28 10 － 

ERPG-1 (0.015ppm) 120 132 53 － 

1/2 IDLH (1.25ppm)     

Ceiling (0.005ppm)     
註： 

1. 依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調整欄位中各判斷標準名稱與數值，各情境之風速與大氣穩定

度，請參照模擬分析之參數表所設定之條件填入數值。 

2. 優先呈現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許濃度(Ceiling)、TWA、

IDLH、1/2 IDLH。 

3. 若無法可替代情境模擬結果，則須以最嚴重情境模擬結果呈現危害影響範圍。 

4. 可能替代情境(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 ACS)。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年平均風速及全年主要風向 

ACS(2)：夏季最大孔徑管線洩漏，搭配最高溫、夏天平均風速及夏天主要風向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冬天平均風速及冬天主要風向 

5. 最嚴重情境(Worst Case Senior, WCS)。 

6. 無數值請輸入”－”或 NA。 

7. 至少應填寫粗框內數值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火災爆炸模擬分析結果 

危 害 情 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 象 條 件 1.1m/s;D 1.2m/s;D 1.1m/s;D 1.5m/s;F 

爆炸下限(LEL)影響範圍 

判 斷 標 準 模擬之影響距離(m) 

60% LEL (0.54%) 10 10 10  

30% LEL (0.27%) 10 10 10  

10% LEL (0.09%) 10 10 10  

火災熱輻射危害影響距離 

火 災 熱 輻 射 判 斷 標 準 模擬之影響距離(m) 

37.5 kW/m2 10 10 10  

12.5 kW/m2 10 10 10  

4.0 kW/m2 10 10 10  

爆炸過壓危害影響距離 

危 害 情 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 象 條 件 1.1m/s;D 1.2m/s;D 1.1m/s;D 1.5m/s;F 

爆 炸 過 壓 判 斷 標 準 模擬之影響距離(m) 

10 ps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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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si - - -  

0.5 psi - - -  
註： 

1. 依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調整欄位中各判斷標準名稱與數值，各情境之風速與大氣穩定

度，請參照模擬分析之參數表所設定之條件填入數值。 

2. 火災爆炸危害判定基準： 

(1) 以 10%之 LEL 為火災爆炸特性之蒸氣雲擴散安全距離區域判定基準。 

(2) 以 4.0 kW/m2 為熱輻射主要判定基準。 

(3) 以 0.5 psi 為主要爆炸過壓危害判定基準。 

3. 若無法可替代情境模擬結果，則須以最嚴重情境模擬結果呈現危害影響範圍。 

4. 可能替代情境(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 ACS)。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年平均風速及全年主要風向 

ACS(2)：夏季最大孔徑管線洩漏，搭配最高溫、夏天平均風速及夏天主要風向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冬天平均風速及冬天主要風向 

5. 最嚴重情境(Worst Case Senior, WCS)。 

6. 無數值請輸入”－”或 NA。 

7. 無火災及爆炸危害特性之物質免填。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二異氰酸甲苯毒性危害效應模擬結果圖層 

建議以：ERPG-3 (0.6ppm)、ERPG-2 (0.15ppm)、ERPG-1 (0.015ppm)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毒性危害效應 ACS(1)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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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ERPG-3 (0.6ppm)、ERPG-2 (0.15ppm)、ERPG-1 (0.015ppm)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毒性危害效應 ACS(2)夏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建議以：ERPG-3 (0.6ppm)、ERPG-2 (0.15ppm)、ERPG-1 (0.015ppm)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毒性危害效應 ACS(3)冬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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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界限危害模擬結果圖層 

建議以：60% LEL (0.54%)、30% LEL (0.27%)、10% LEL (0.09%)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界限危害 ACS(1)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建議以：60% LEL (0.54%)、30% LEL (0.27%)、10% LEL (0.09%)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界限危害 ACS(2)夏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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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60% LEL (0.54%)、30% LEL (0.27%)、10% LEL (0.09%)濃度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界限危害 ACS(3)冬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二異氰酸甲苯熱輻射危害效應結果圖層 

建議以：37.5 kW/m2、12.5 kW/m2、4.0 kW/m2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熱輻射危害效應 ACS(1)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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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37.5 kW/m2、12.5 kW/m2、4.0 kW/m2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熱輻射危害效應 ACS(2)夏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建議以：37.5 kW/m2、12.5 kW/m2、4.0 kW/m2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熱輻射危害效應 ACS(3)冬季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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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過壓危害效應結果圖層 

建議以：10 psi、3 psi、0.5 psi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過壓危害效應 ACS(1)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建議以：10 psi、3 psi、0.5 psi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過壓危害效應 ACS(2)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第133頁

建議以：10 psi、3 psi、0.5 psi 表示 

 

二異氰酸甲苯爆炸過壓危害效應 ACS(3)年度主要風向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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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制距離： 

(1) 災害現場區域管制： 

    二異氰酸甲苯災害現場區域管制參考距離 

相關應變資料建議管制區域 

建議 

管制距離(m) 

緊急應變指南 

緊急應變程序卡 小量洩漏 大量洩漏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洩漏 50 50-100 

火災 800 800 

廠內災害模擬分析對應管制區域 (m) 

單一運作最大可能存在量： 20 公噸 (單位) 

危害情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象條件 1.1m/s;D 1.2m/s;D 1.1m/s;D 1.5 m/s;F 

熱區 ERPG-3 

(0.6ppm) 
10 10 10  

暖區 ERPG-2 

(0.15ppm) 
25 28 10  

註： 

1. 以 ERPG-3 濃度影響範圍內為熱區，ERPG-3 至 ERPG-2 濃度範圍間為暖區，ERPG-2

濃度範圍以外至適當區域為冷區。 

2. 如無 ERPG 參數，可依 10 TWA、最高容許濃度、IDLH 或 LC50 來劃分熱區，另以

1/2 IDLH 或 TWA 劃分暖區。 

3. 依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調整欄位中各判斷標準名稱與數值，各情境之風

速與大氣穩定度，請參照模擬分析之參數表所設定之條件填入數值。 
4. 若無法可替代情境模擬結果，則須以最嚴重情境模擬結果呈現。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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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散避難管制： 

i. 毒性危害效應疏散避難管制： 

       二異氰酸甲苯建議之疏散避難管制距離表 

災害疏散避難作業原則 下風處疏散管制區域 (m) 

洩漏物儲存量 1,000kg 20,000kg 500,000kg 100,000kg 1,000,000kg 

管制區域 100 800 800 800 800 
註： 

1. ERPG-2：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 

2. ERPG-3：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散 

緊急應變指南 
大量洩漏之初期隔離與保護行動距離 

初期隔離距離 日間保護行動距離 夜間保護行動距離 

距離 (m) － － － 

註： 

1. 以 200 公升以上之洩漏視為大量洩漏 

2. 初期隔離距離為大量洩漏時首先隔離之周圍區域 

3. 保護行動距離為完成初期隔離後，下風處人員防護之建議距離。 

災害模擬分析對應之疏散避難管制距離 (m) 

單一運作最大可能存在量： 20 公噸 (單位) 

危害情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象條件 1.1m/s;D 1.2m/s;D 1.1m/s;D 1.5 m/s;F 

ERPG-3 (0.6 ppm) 10 10 10  

ERPG-2 (0.15 ppm) 25 28 10  
註： 

1. 依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調整欄位中各判斷標準名稱與數值，各情境之風速與大氣穩

定度，請參照模擬分析之參數表所設定之條件填入數值。 

2. 若無法可替代情境模擬結果，則須以最嚴重情境模擬結果呈現。 

3. ERPG-2：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 

4. ERPG-3：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散。 
5. 可能替代情境(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 ACS)。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年平均風速及全年主要風向 

ACS(2)：夏季最大孔徑管線洩漏，搭配最高溫、夏天平均風速及夏天主要風向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冬天平均風速及冬天主要風向 

6. 最嚴重情境(Worst Case Senior, WCS)。 

7. 無數值請輸入”－”或 NA。 

8. 無火災及爆炸危害特性之物質免填。 

 

 

 

 

 

 

 

 

 



第136頁

ii.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疏散避難管制距離： 

      若事故現場可能出現火災及爆炸危害，除應考慮前述毒性效應疏散避難管制距離，針對可能之  

      火災爆炸危害影響範圍，應選用較大範圍作為參考。 

      二異氰酸甲苯火災爆炸危害效應疏散避難管制參考距離 

單一運作最大可能存在量：  (單位) 

危害情境 ACS(1) ACS(2) ACS(3) WCS 

氣象條件 1.1m/s;D 1.2m/s;D 1.1m/s;D 1.5 m/s;F 

火災危害影響範圍模擬分析對應之疏散避難管制距 (m) 

10 % LEL (0.09%) 10 10 10  

60 % LEL (0.54%) 10 10 10  
註： 

1. 10% LEL：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 

2. 60% LEL：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散 

火災熱輻射模擬分析對應之疏散避難管制距離 (m) 

4.0 kW/m2 10 10 10  

12.5 kW/m2 10 10 10  
註： 

1. 4.0 kW/m2：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 
2. 12.5 kW/m2：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散 

爆炸模擬分析對應之疏散避難管制距離 (m) 

0.5psi - - -  

3psi - - -  
註： 

1. 0.5 psi：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就地避難 

2. 3 psi：發布疏散警報，並執行必要之強制疏散 

3. 依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調整欄位中各判斷標準名稱與數值，各情境之風速與大氣穩

定度，請參照模擬分析之參數表所設定之條件填入數值。 

4. 若無法可替代情境模擬結果，則須以最嚴重情境模擬結果呈現。 

5. 可能替代情境(Alternative Case Scenario, ACS)。 
ACS(1)：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年平均風速及全年主要風向 

ACS(2)：夏季最大孔徑管線洩漏，搭配最高溫、夏天平均風速及夏天主要風向 

ACS(3)：冬季最大孔徑破孔洩漏，搭配年平均溫、冬天平均風速及冬天主要風向 

6. 最嚴重情境(Worst Case Senior, WCS)。 

7. 無數值請輸入”－”或 NA。 

8. 無火災及爆炸危害特性之物質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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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 

      (1) 模擬分析場所資料 

 

 

 

 

 

 

 

 

模 

擬 

分 

析 

場 

所 

資 

料 

名 稱  (  全 
銜  )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南二路 7 號 

模擬分析毒化物  物質  中 英 文 商 品 名 
稱 

鄰苯二甲酐 

毒 化 物 名 稱 Phthalic anhydride(PA) 

含 量 ( % W / W ) 99.5 

最 大 可 能 存 
在 量 

12噸 (固體) 

毒化物相關運作 

條 件 說 明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1 ) 

毒化物運作壓力 (1) 毒化物運作型態(1) 

32 (℃) 0 (單位) 批次反應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2 ) 

毒化物運作壓力 (2) 毒化物運作型態(2) 

(℃) (單位)  
毒 化 物 運 作 溫 度 ( 
3 ) 

毒化物運作壓力 (3) 毒化物運作型態(3) 

(℃) (單位)  
如有其他運作條件，請新增欄位填寫 

毒化物運作之單一 

容  器  (  包  

裝  ) 

單一容器(包裝)最大量 500 公斤  (單位) 

單一最大量容器(包裝)型態 

1. ■袋 2. □筒 3. □瓶 4. □箱 5. ■桶 

6. □槽罐(含貯槽) 7. □其它     

模擬分析及管制 

距離撰寫連絡人  

姓 名 蔡佳慧 

電 話 號 碼 (049)2263555 傳真號碼 (049)2261742 

E  -  m  a  

i  l 

domo@twemc.com.tw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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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鄰苯二甲酐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 內容 

 

IDLH 

 

60 mg/m3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尚有逃跑能力，且
不 

會對生命造成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之傷害（針 

對毒氣而言）。 

TEEL-1 12 mg/m3
 

對暴露人員不會有不適，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空 

氣中容許濃度。 

 

TEEL-2 

 

40 mg/m3
 

對暴露人員，身體不會沒有出現不可回復的影響或 

其他嚴重的健康損害或症狀之最大空氣中容

許濃  度。 

TEEL-3 60 mg/m3
 

對暴露人員，身體不會有生命危險之傷害最大空氣 

中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濃度之暴露。 

TWA 6. 1mg/m3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份勞工重複暴露此濃 

度下，不致有不良反應。 

 

STEL 

 

12. 2mg/m3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何  15  分鐘，不致
有 

下列情境：(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或不可逆 

之組織病變。(3) 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之傾 

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1.7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RPG：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出版之緊急應變計畫指

引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 IDLH：立即危害生命與健康的濃度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and Health)。 Ceiling Value：最高容許濃度。 

TWA：八小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Time Weighted Average)。 STEL：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TEEL：美國能源部後果評估及保護行動小組(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之瞬時緊急暴露極限指標(Temporary Emergency Exposur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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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氣象資訊 

氣 象 資 料 來 源 

： 

中央氣象局日月潭氣象監測站 

資 料 統 計 期 間 
： 

2018 年 0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1. 溫度 

年份 月份 
溫度(℃) 

年份 月份 
溫度(℃) 

平均 最高/日期 平均 最高/日期 

2020 1 14.8 24.7/22  2021 

 

1 12.9 24.8/21 

2020 2 15.7 27.2/26 2021 2 15.8 25.2/23 

2020 3 18.0 29.4/27 2021 3 18.3 28.9/31  

2020 4 18.0 29.1/20 2021 4 19.7  29.4/02 

2020 5 21.9 32.8/16 2021 5 23.2  31.8/19 

2020 6 23.2 31.4/28 2021 6 22.1 30.3/03 

2020 7 23.6 32.3/13 2021 7 23.1 30.5/27 

2020 8 23.1 32.2/19 2021 8 22.4 29.5/29 

2020 9 23.0 31.7/18 2021 9 23.0 28.9/23 

2020 10 21.7 31.8/04 2021 10 21.4 29.0/06 

2020 11 19.9  30.4/06 2021 11 18.1 26.5/07 

2020 12 16.8 28.2/07 2021 12 15.5 24.16/16 

(1) 統計平均溫度：19.8(℃) (2) 最高溫度：32.3 (℃) 

2. 相對溼度：(取逐月平均值加總後平均) 平均相對溼度：8 2 .4 7(%) 

3. 風速(月平均風速)： 1991~2020 

月份 風速(公尺/秒) (1) 年度平均風速： 1.1m/s 

1 1.1  
冬季為 12-2 月 

2 1.1 
 

3 1.1  

(2) 冬季平均風速： 

 

1.1m/s 4 1.1 

5 1.1 

6 1.2  

7 1.2 夏季為 6-8 月 

8 1.2  

9 1.1  

(3) 夏季平均風速： 

 

1.2m/s 10 1.0 

11 1.0 

12 1.0 冬季為 12-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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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向：(最大 10 分鐘風向) 

年份 月份 
最大十分鐘風 

年份 月份 
最大十分鐘風 

風向(360°) 風向(360°) 

2020 1 160 2021 1 170 

2020 2 290 2021 2 280 

2020 3 170 2021 3 280 

2020 4 340 2021 4 180 

2020 5 160 2021 5 270 

2020 6 160 2021 6 190 

2020 7 150 2021 7 180 

2020 8 300 2021 8 300 

2020 9 320 2021 9 130 

2020 10 190 2021 10 130 

2020 11 130 2021 11 150 

2020 12 170 2021 12 180 

風向 全年 夏季(6-8 月) 冬季(12-2 月) 

方位 角度 出現次數 出現次數 出現次數 

北 風 337.5°-22.5° 1 1 0 

東 北 風 22.5°-67.5° 0 0 0 

東 風 67.5°-112.5°0 0 0 0 

東 南 風 112.5°-157.5° 5 1 0 

南 風 157.5°-202.5° 11 1 5 

西 南 風 202.5°-247.5° 0 0 0 

西 風 247.5°-292.5° 3 0 1 

西 北 風 292.5°-337.5° 4 0 0 

主要風向 全年 夏季(6-8 月) 冬季(12-2 月) 

方向(角度) 南風(169°) 東南風(145°) 西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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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運作場所位置資訊： 

i.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包含運作點分佈(請參閱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 ii.運作場

所鄰近敏感區域（學校、醫院、大型購物中心、人口密集區…等）或鄰近廠家位置圖。 (請參閱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 iii.針對具火災爆炸危害特性物種，須彙整可能存在之點火源資

訊。點火源包括鐵公路、電線、 燃燒塔、煙囪、變電站以及停車場…等。（同上述之敏感區域

劃設並列表說明距離，列入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中敏感區域說明） 

           

       (5)模擬分析工具說明：  模擬分析工具                     

模擬分析工具說明 

分析工具之軟 

體 名 稱 

ALOHA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 

版  本  資  

訊 

軟 體 版 本 ：  5.4.7 

1. ALOHA 為 EPA 與 NOAA 共同發展之軟體。 

軟體工具功能 

說 明 

1. 以美國風險管理計畫(RMP)方案為基礎，進行危險性工廠、危險物 

運送的風險與最大危害區域分析。 

2. 起源於 NOAA 對於緊急事件應變，ALOHA 原為簡單連續發生源 

之高斯煙流擴散，近年演變為應變工具。 

3. 考慮洩漏物質的物理特性，預測洩漏源下風處污染物濃度，用來估 

計其氣雲移動及擴散工具。 

4. 可推估化災事故發生後，化學品於大氣中之傳輸範圍，作為化學災 

害應變計畫與訓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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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概述 

 

開啟ALOHA程式 

選擇欲分析地點 選擇建築物類型 輸入分析日期及時間 

選擇欲分析化學物質名稱 輸入大氣條件 選擇儲槽型式 

開始分析 

輸入儲槽尺寸 

輸入破孔位置 

 

選擇破孔型式 輸入破孔直徑 

輸入儲槽容量或化學

物質儲存量 

 

輸入儲槽內部溫度 選擇化學物質狀態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6)事故災害模擬分析情境說明：  

      模擬分析之參數表 

模擬分析之參數 

共同參數 

毒 化 物 名 稱 ： 鄰苯二甲酐 單一運作最大可能存在量： 
5000  KG 
  (單位) 

位) 容  器  型  式  
： 

袋裝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及新增替代情境資訊 

註：最嚴重情境雖影響範圍較廣，可能引發鄰廠或民眾疑慮，但若無法舉證說明可替代情境模擬

參數，則須以最嚴重情境內容做為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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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mg/m3)： 

TEEL-1 TEEL-2 TEEL-3 STEL IDLH TWA 

7.5 60 60 0.09(皮) 60 0.03(皮)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許濃度(Ceiling)、TWA、IDLH、 

1/2 IDLH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8)事故災害模擬分析結果說明 

      i 所選取事故災害情境，應搭配模擬分析評估基準呈現影響範圍，建議彙整成表說明。  

      鄰苯二甲酐影響範圍 

2008 年版緊急應變指
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25 

火場 800 

註： 

1. 固體物依 2010 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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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苯二甲酐影響範圍圖層 

 

      2. 管制距離： 

      (1)災害現場區域管制：  

      鄰苯二甲酐災害現場區域管制參考距離 

相關應變資料建議管制區域 

建議 管

制距離(m) 

緊急應變指南  

緊急應變程序卡 小量洩漏 大量洩漏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洩漏 25 50-100 

火災 800 800 

本表各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依需要調整各欄篇幅 

      (2)疏散避難管制：  

         鄰苯二甲酐建議之疏散避難管制距離表 

災害疏散避難作業原則 下風處疏散管制區域 (m) 

洩漏物儲存量 1,000kg 20,000kg 500,000kg 100,000kg 1,000,000kg 

管制區域 100 m 800 m 800 m 800 m 800 m 
註： 

1. 數值以 95 年公佈之疏散避難作業原則發布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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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指南 
大量洩漏之初期隔離與保護行動距離 

初期隔離距離 日間保護行動距離 夜間保護行動距離 

距離 (m) － － － 

註： 

1. 以 200 公升以上之洩漏視為大量洩漏 

2. 初期隔離距離為大量洩漏時首先隔離之周圍區域 

3. 保護行動距離為完成初期隔離後，下風處人員防護之建議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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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其中無預警測試

每年至少二次、整體演練每年至少一次
 

1.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
 
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其中無預警測試每年至少二次、整體演練每年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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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訓練、演練項目 頻率 對象 內容 

1 法令宣導 隨時 全體員工 增訂或修訂法令 

2 急救訓練 
依年度訓

練計劃 
急救人員 法定之急救課程 

3 廠外觀摩 
依公告辦

理 

主管 

安衛管理員 

依主辦單位之訓練計劃

配合實施 

4 緊急應變演練 每年一次 全體員工 緊急應變綜合演練 

5 無預警測試 每年二次 全體員工 依測試內容應變 

6 消防訓練 每年二次 全體員工 消防綜合訓練 

7 毒災組訓 
每年至少

一次 

主管 

安衛管理員 

依主辦單位之訓練計劃

配合實施 

8 
各項毒災研討

專家會議 
不定期 

主管 

安衛管理員 
參與研討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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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作場所外鄰近地區之災害防救訓練及教育宣導事項*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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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場所外鄰近地區之災害防救訓練及教育宣導事項 

本廠為提高周邊鄰近地區廠商之災害防救與事故應變能力，針 

對運作場所外鄰近地區進行災害防救訓練及教育宣導。    

        表 3-11、運作場所外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情形 

訓練項目 訓練對象 訓練頻率 訓練時數 訓練內容 

災害防救演習 鄰近廠家 每年一次 4小時 1. 可能發生災害介紹 

2. 災害發生標準作業 

程序 

3.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4. 消防及急救常識 

 



第150頁

（五）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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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本廠區執行危害預防及應變之經費編列如下表。 

 

 

預計執行項目 預估金額 內容 

毒災演練經費 30,000  

洩漏防堵器材添購 50,000  

防災設備維護 70,000  

個人防護用具添購 60,000 

由負責人員先行

測試，如有損壞

則更換，並將 

損壞配備汰換為

訓練或演練使用 

總計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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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變 

（一）緊急應變指揮系統、應變任務編組及通報機制
 

1.緊急應變指揮系統、應變任務編組及通報機制
 
緊急應變指揮系統
 

包括緊急應變指揮組織編成及啟動時機、應變小組編組及任務分工等。
 

通報機制
 

包括緊急應變指揮組織編成及啟動時機、應變小組編組及任務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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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應變任務編組 

本廠之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在發現毒化物異常警報後，先由現場負責同仁啟動製程區應變

團隊，確認現場災況，如已確認成災，在製程區應變團對無法及時處置下，即透過全廠通

報，啟動本廠之全廠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啟動時機） 

本廠之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包括指揮中心、滅火班、避引導班、救護班及安全防護班等五個 

指揮團隊統籌整體應變行動之規劃及執行，相關團隊之架構及執掌分別說明如下： 

2.  

 

 

  緊急應變組織工作職掌及聯絡電話 

應變 

編組 

編組職 務 成員姓 名 假日 (非上班時

間) 

任務說明 

 

 

 

 

 

指 揮 

中 心 

 

 

 

 

 

現場指  

揮官 

 

 

 

 

 

洪文芳 

 

徐瑞明 

 

 

 

 

 

 

 

 

 

 

 

0917-190923 

 

0919-718652 

 

 

 

 

 

 

 

 

1.指揮災變現場防止事態擴大，進行 必

要之疏散程序，搶救人員、設備、文件

資料及危害性物品之疏通，並將 災變傳

報應變總指揮官。 

2.負責支援救災人員工作任務之分配調

度。 

3.掌握控制救災器材、設備及人力之 使

用，及其供應支援狀況。 

4.督導執行災後各項復建，處理工作 及

救災器材、設備之整理復歸。 

5.調查事故發生原因，及檢討防範改 善

對策，並提報具體改善計劃。 

6.主管機關入廠調查作業之協助與資  

  料提供。 

 

 

domo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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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發 

言人 

吳寶華 0933-498916 1. 彙整災害事故損害情形。 
2. 視情況對外界發佈消息。 

滅 

火 

班 

組長 許家銘 0988-857337 1. 防止災害擴大。 
2. 現場危害之移除。 
3. 協助消防隊救災。 
4. 重要儀器設備搶救復歸。 
5. 使用適當之消防滅火器材、設備撲滅 

火災。 
6. 冷卻火場周圍設備、物品，以遮斷隔 

絕火勢漫延。 
7. 協助搶救受傷人員。 

組員 孫益明 0978-126332 

組員 曹昌展 0921-716983 

組員 鄒聖昌 0985-951791 

組員 林光祥 0915-935988 

組員 白仰傑 0987-288593 

通 

報 

班 

組長 張泓陞 0936-844282 1. 成立臨時管制／通報中心。 
2. 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 
3. 協助指揮官掌握災情與救災進度

之 相關資訊，與請求支援事項。 
4. 協助傳達指揮官之指示，連絡緊急應 

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組員 簡士勇 0921-340675 

組員 張明正 0921-353994 

組員 蔡金堆 0918-981189 

避 

難 

引 

導 

班 

組長 藍永耀 0932-688035 1. 成立臨時管制中心。 
2. 設 置現場 隔離及  安全警  告標示 

設 置，並實施警戒。 
3. 災區現場交通管制。管制人員、車輛 

未經許可，不得進入管制區。 
4. 引導廠外支援單位進入至災變現

場 加入救災工作。 
5. 引導及管制各區域、樓層人員，依指 

示疏散路線疏散。 
6. 人員清查。 

組員 江志文 0919-691308 

組員 張家豪 0913-379075 

組員 熊英超 0919-339443 

   

救 

護 

班 

組長 藍仁隆 0921-231713 1. 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2. 傷患救助及住院安排。 

組員 李岳霖 0933-941392 

組員 陳彥伊 0921-013074 

安 

全 

防 

護 

班 

組長 林泊宏 0933-557340 1. 設備器材之支援。 
2. 內、外部支援救援設備器材之清點與 

管控。 
3.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 
4. 協助指揮官進行災情判斷及指揮。 

組員 林昶菁 

 

0983-665581 

組員 陳昆揮 0987-397806 

組員 姚昭丞 0971-505023 

組員 吳文益 0916-269099 

 

 

 

 

domo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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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 

  (1) 通報系統(      表假日及非上班日通報方式) 

 

【緊急狀況通報】 

發生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時應於事故發生 30分鐘內向南投縣環保局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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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通報流程圖】 

 

※假日(非上班時間)統一由守衛對外通報，並由值班人員啟動廠內假日應變小組 

 

(2) 通報鄰近敏感地區與鄰近廠商 

名稱 電話/手機 聯絡人 地址 

陶氏化學 049-2255536 黃先生 南投市工業南一路 9號 

程堅企業 049-2257272 程自耕 南投市成功三路 335號 

甲聖工業 049-2261199 魏文彬 經理 南投市成功三路 172號 

新豐國小 049-2251804 曹誌文 主任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 221號 

順德工業 04-7383991 陳小姐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新興里

成功三路 323號 

冠郝企業 049-225-7678 林小姐 南投市成功三路 138號 

7-11長春藤門市 049-2264496 店長 南投縣南投市工業路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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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作場所外之相關通報機制*
 
參考例:「這裡是日勝化工，我是廠長○○。目前，本廠發生○○外洩事件，○○正持續洩

漏中。現在風向為東北風，有可能會擴散至 貴社區。請各位居民緊閉門窗；速向西北方向

疏散，並至○○○○集合，本廠已派人在那裡負責接待。本廠之聯絡電話為 225–5356。

」 (重複 2–3 次)
 

表4-1-2、運作場所外之相關通報機制

項次 類型 公司名稱 聯絡人 代理人 聯絡電話

1 外界支援 陶氏化學 黃先生 黃先生 049-2255536

2 外界支援 程堅企業 程自耕 程自耕 049-2257272

3 外界支援 甲聖工業 魏文彬 魏文彬 049-2261199

4 政府單位-警察 刑事警員大隊 張登貴 張登貴 049-2203692

5 政府單位-消防 鳳鳴分隊 陳信傑 陳信傑 049-2292548

6 政府單位-環保
南投市環境保護

局
張軒瑋 張軒瑋 049-2233782

7 政府單位-醫療 南基醫院 總機 總機 049-222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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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
 

說明若毒性化學物質不慎發生洩漏、火災等事故時，警報發布時機（警報濃度設定值）、

方式（為電子警報、語音廣播或併用）、訊號持續時間、警報可及範圍（全廠區或僅運作

點）、警報詞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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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設置氣體偵測器分布方式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品入料   
製程區域及貯存儲槽旁邊。 

2.警報發布時機  

      (1) 偵測與警報設備偵測到洩漏不可超過 10 倍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 

準 DMF100ppm以上時。(PA、TDI、DBP、DINP 之蒸氣壓<0.5毫米汞柱（mmHg）， 

依法規規定無需增設偵測與警報設備) 

      (2) 每日巡檢人員發現洩漏時。 

(3) 感應器或監視設備感測到高溫或濃煙時。 

(4) 發生事故指揮官下達警報發佈指示。  

    3.毒性化學物質洩漏事故發生時之警發佈方式： 

(1)警報發佈時間：每日巡檢人員發現洩漏時。 

(2)方式：語音廣播。  

(3)時間：持續廣播至廠內緊急應變機制啟動  

(4)範圍：全廠 

(5)警報詞內容：全廠同仁請注意，現在發生ΟΟΟΟ毒化物洩漏。安全防護組

立即至現場處理。廠內緊急應變機制啟動。各應變小組立即採取相對之應變

措施。 

4.消防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佈方式：  

(1)警報發佈時間：感應器感測到高溫或濃煙時。  

(2)方式：警鈴及語音廣播。  

(3)時間：持續廣播至廠內緊急應變機制啟動  

(4)範圍：全廠 

         (5)警報詞內容：火災！火災！現在發生火災全體同仁立即採取避難措施。廠內緊急   

            應變機制啟動。各應變小組立即採取相對之應變措施。 

5.廠外警報發佈方式：  

      (1)警報發佈時間：發生事故指揮官下達警報發佈指示。 

(2)方式：通報組派員用攜式廣播器向附近廠（場）單位持續廣播，並用電話通知。 

(3)時間：持續廣播。  

(4)範圍：附近廠（場）單位，政府相關單位。 

(5)警報詞內容：注意！注意！本廠發生ΟΟΟΟ洩漏事故，目前正在進行阻漏

，為防事件擴大，請立即往上風處方向疏散。本廠內緊急應變機制已啟動。

避難引導小組已就疏散位置指引。 

6. 通 報 詞 內 容 ： 

(廠 內 內 線 通 報 ) 發 現 者 廠 內 通 報 

內 容 包 含 ： 發 現 者 ， 時 間 ， 事 故 地 點 ， 洩 漏 物 質 ， 目 前 狀 況 ， 人 員 狀 況 。 

範 例 ： 廠 長 嗎 ？ 我 是 ×××， 剛 才現場製 程區 ,在 約 ○ 時 ○ 分 因 XXX 投料不慎導致Ο

ΟΟΟ物質外洩，約有 500Kg 之ΟΟΟΟ物質洩漏， 目前無人傷亡 ， 但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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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續擴大現象。 

 

 

 

(全 廠 廣 播 通 報 )應 變 指 揮 中 心 通 報 ， 疏 散 廣 播 

內 容 包 含 ： 廣 播 單 位 ， 廣 播 者 ， 洩 漏 物 質 ， 災 害 種 類 ， 災 害 程 度 ， 氣 象 條 件 ， 應 變 

動 作 或 疏 散 方 向 。 

範 例 ： 這 裡 是 日 勝 化 工 應 變 指 揮 中 心 ， 我 是 廠 長 ×××。 目 前 公 司 發 生 ×× 物 質 外 洩 事 

件 。 現 在 風 向 是 東 北 風 ， 請 應 變 小 組 到 守 衛 室 前 集 結 , 其 它 人 員 請 往 上 風 處 疏 

散 。 

(對 外 報 備 通 報 )環安衛室:對環保機關通報 
具體內容：撥 049-2234685 環保局嗎？這裡是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環安衛○ ○ ○ ， 

本廠於○ 時 ○ 分 , 因 廠區員工投料不慎導致ΟΟΟΟ物質外洩，現場約有 500Kg 

之ΟΟΟΟ物質洩漏現已進行止漏清理,無人傷亡亦無外洩汙染環境，如有進一

步情況會立刻回報。 

我的聯絡電話是049- 2255356。 

(依毒管法第 24 條毒性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運作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

，並至遲於 30 分鐘內，報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

他突發事故而有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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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
 

1.通報外部支援體系之時機:發生火災，須藉外界支援 能避免蔓延時。2.毒氣洩漏對本廠

以外人員有威脅產生，需要外界支援以避免更大傷亡事件發生時。3.外部可支援器材：雙

邦實業、樹億興業、豐聖實業、台灣三井皆為SCBA、防毒面具、C級防護衣各兩套4.廢棄物

處理：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及 C-0301有機廢液,清除商-震源環保,處理商-利

百景、D-1801 一般事業廢棄物,D-0202 廢樹脂,D-0299 廢塑混合物,清除處理商-環瑋、D-

0901 有機性污泥,清除商-上將,處理商-大登
 

表4-3、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

項次 類型 公司名稱 聯絡人 代理人 聯絡電話

1 政府單位-警察 半山派出所 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 049-2251264

2 政府單位-環保 南投環保局 張凱評 張軒瑋 049-2234685

3 政府單位-醫療 南基醫院 總機 總機 049-2225595

4 政府單位-消防 鳳鳴消防隊 隊長 分隊長 049-2244518

5 外界支援
雙邦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黃世宏 張雅璽

049-
2257450#207

6 外界支援
樹億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郭俊良 陳書瑋 049-2256345

7 外界支援
豐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賴茂松 林昌水 049-2255726

8 外界支援
台灣三井物產股
份 有限公司(供

應商)
黃詠祺 蘇炫旭 02-232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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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作為，包括維持阻絕措施、處理設施有效

運轉及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針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種類、特性、數量與場所，預推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並

研擬採取緊急防治之措施（包括維持阻絕措施、處理設施有效運轉及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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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應變區域至少編成搶救組、通報組、避難引導組、救護組及安全防護組，應變區域如不足

20人者，救護組及安全防護組之任務得以滅火組人員兼任，但必須明確指示其任務，以避免

發生任務混淆。 

2.各應變小組人數需求及設置原則如下： 

組別名稱 人數需求 設    置    原    則 

滅火班 至少 4人以上 

＊靠近易燃物品、危險設施或易發生火災場所  

(原料儲槽、生產區、備料區等) 之人員為主。 

＊作業區靠近消防栓、滅火器附近人員為主。 

通報班 至少 2人以上 

＊靠近火警受信總機 (易接收火警訊息處) 之人員為

主。 

＊靠近通訊方便之場所人員為主。 

＊各單位以幹部人員為主。 

避難引導班 視逃生路線安排 

＊視逃生路線、方向安排引導人員及人數。 

＊人員安排以靠近門口或出入口之人員為主。 

＊生產線或廠房以靠近走道或路口之作業人員為主。 

救護班 至少 2人以上 
＊以受過急救人員訓練之人員為主。 

＊需有男性同仁為輔(需搬運傷患)。 

安全防護班 視重要設施安排 

＊以操作機台、設備之人員為主 (可緊急關機、切斷

電源、緊急控制使用設備或停車等)。 

＊ 辦公室則以搶救重要資料、電腦設備為主。 

＊ 可緊急隔離移除危險物，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作業 

人員。 

編組名冊應與現況一致並存檔備查 

3.緊急應變程序 

3.1相關緊急應變程序流程請參照各緊急應變流程。 

3.2緊急應變程序緊急應變通報流程：詳見本計畫書 P50。 

        ※假日(非上班時間)統一由守衛對外通報。 

4.緊急應變組織與流程說明 

4.1緊急應變組織分三個階段實施緊急應變之廠內外指揮權移轉： 

第一階段災變指揮權在災害發生之單位主管；必要動員其他應變小組支援者，第二階段指揮權

轉移由區域指揮官指揮；而第三階段應變指揮權是以應變指揮中心 (消防局或地方機關首長) 

為主，工廠為輔，但對於廠內之指揮權仍以總指揮官為主。 

4.2通報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廠內緊急連絡電話→詳見本計畫書 P51；廠外緊急聯絡電話】 

通報人單位、姓名 

通報時間 

事故地點 

狀況描述 

損傷情形 

緊急處置概要 

需要之協助 

詳細通報內容，可參考”本計畫書 P53，在作緊急事故之”狀況描述”時，對廠內意外洩漏物

之名稱、特性等，可參考廠內危害物質之”SDS”。 

4.3緊急對外通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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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大量毒化物災害，造成環境汙染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時，由環安衛室 30 分鐘內，通報環

保局。 

發生工安事件致死亡災害，或發生災害之罹難人數一人以上者，由環安衛室於 8小時內，通報

中區職業安全中心。 

【緊急應變編組及成員名冊】應配合異動更新，並將更新之編組成員名冊公佈於該緊急應變區

域，另副本存各應變區域之區域指揮官。 

4.4第一階段指揮權 

由災害事故地點單位主管擔任現場指揮。 

由災害事故地點單位主管指定一人擔任第一階段聯絡員。 

滅火班及安全防護組由現場單位主管及時指任之，若無法及時控制及進入第二階段，通知區域

指揮官並連絡其他應變人員支援。 

4.5第二階段指揮權 

區域指揮官：部門主管。 

現場指揮官：現場單位主管。 

上階主管趕到時將指揮權交由最高主管處理。 

4.6第三階段指揮權 

總指揮官：總經理。 

廠外支援系統到時，指揮權移交(如消防局)。 

指揮權移交後，原總指揮官擔任副手從旁協助。 

4.7公司休假日或夜班時段 

總指揮官：由尚未下班之現場最高階主管擔任，上階主管趕到時，將指揮權交由最高主管處理。 

現場指揮官：由尚未下班之現場最高階主管擔任，上階主管趕到時，將指揮權交由最高主管處

理。 

1.8 預估可能發生的災害情境 

4.8.1運作場所內可能產生的風險及情境假設 A: 

運作場所內ΟΟΟΟ發生洩漏。 

4.8.1.1【A運作場所之應變能量】 

使用 A區應變器材(數量及位置請參照 P5~7) 

4.8.1.2由總指揮召集副指揮官及現場成立救災指揮中心。 

4.8.1.3對內廣播狀況:宣佈進入緊急應變狀況,進行搶救 

具體內容:全體同仁請注意我是廠區應變指揮官,現因ΟΟΟΟ發生洩漏狀況,除生產線留

守必要人員外其他納入編組同仁著防護用具到一課製程區支援其餘人員請依指揮人員指

示儘速撤離疏散。 

4.8.1.4【A削減事故規模與防止擴散作】 

4.8.1.5著裝及各組任務分配(指揮官): 安全防護班著裝進行偵測、滅火班集中滅火器待命、

避難引導班進行管制人員車輛、救護班開設救護站。 

4.8.1.6使用堵漏工具防止洩漏持續擴大。 

4.8.1.7利用畚箕鏟子或其它收集工具，回收毒化物，減少毒化物造成污染環境之機會。 

4.8.1.8使用掃除工具清理洩漏之ΟΟΟΟ，以除污桶收集集中存放。 

4.8.2運作場所內可能產生的風險及情境假設 B: 

運作場所內ΟΟΟΟ製程區存放處發生火災。 

4.8.2.1【B運作場所之應變能量】 

使用 B區應變器材及滅火器設備(數量及編制請參照 P5~7) 

4.8.2.2由總指揮召集副指揮官及現場成立救災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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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3對內廣播狀況:宣佈進入緊急應變狀況,進行搶救 

4.8.2.4具體內容:全體同仁請注意我是廠區應變指揮官,現因ΟΟΟΟ發生失火狀況,除生產

線留守必要人員外其他納入編組同仁著防護用具到一課製程區支援其餘人員請依指揮人員指

示儘速撤離疏散。 

4.8.2.5【B削減事故規模與防止擴散作】 

4.8.2.6著裝及各組任務分配(指揮官): 安全防護班著裝進行偵測、滅火班集中滅火器待命、

避難引導班進行管制人員車輛、救護班開設救護站。 

4.8.2.7使用 A區內部設置之滅火器、消防砂、消防水線，由滅火班人員撲滅火源。 

4.8.2.8移除其它周邊易燃物區隔火線。 

1.8.2.9 聯絡消防隊協助撲滅火源。 

4.8.2.10指派留守人員防止復燃。 

 

4.8.3【大量廢水產生時相對應之作為】 

4.8.3.1將氣動幫浦收集之廢液以適當容器裝盛後集中存放。 

4.8.3.2地面及廠內溝渠以木屑或消防砂吸收廢液，並以太空包收集後集中存放。 

4.8.3.3將桶裝廢液交由晨貿環保或環偉實業清除商以 C-0301或 D-1504處理。 

4.8.3.4將固體廢棄物、木屑交由綠山河等清除商以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 

4.8.3.5如有說明不足或未詳盡之處請參照本計畫第三章第六節環境復原說明。 

4.8.4【指揮協調】 

日勝化工採取應變作為同時，亦將遵從配合南投縣政府或環保署所命令採取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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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
 

1.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
 
詳述毒災事故發生時，隔離場所、警戒距離與人員管制方式之規劃，及進行人員搶救時所

需防護設施與注意事項等。
 

 
 

隔離逸散或溢漏區域周圍至少 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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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第三類毒化物災害模擬分析表及安全物質資料表特性，劃分災(熱區)區、除污(暖區)

區與安全(冷區)區。 

 
                            現場區域管制示意圖 
 

2. 災區隔離參考指標： 

2.1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鄰苯二甲酐)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  內容 

IDLH 60 mg/m3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尚

有逃跑能力，且不會對生命造成

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之傷

害（針對毒氣而言）。 

ERPG-1 12 mg/m3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

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2 40 mg/m3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

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度。 

ERPG-3 60 mg/m3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

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

濃度之暴露。 

TWA 6.1mg/m3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份

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致有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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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 12.2mg/m3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

何 15 分鐘，不致有下列情境：

(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

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3) 麻醉

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之傾向

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1.7 

 

2.1.2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二異氰酸甲苯)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ppm)  內容 

IDLH 2.5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尚

有逃跑能力，且不會對生命造成

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之傷

害（針對毒氣而言）。 

ERPG-1 0.01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

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2 0.15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

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度。 

ERPG-3 0.6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

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0.005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

濃度之暴露。 

TWA －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份

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致有

不良反應。 

STEL －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

何 15 分鐘，不致有下列情境：

(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

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3) 麻醉

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之傾向

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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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二甲基甲醯胺)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  內容 

IDLH 500 ppm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

尚有逃跑能力，且不會對生命

造成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

之傷害（針對毒氣而言）。 

ERPG-1 2 ppm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

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2 100 ppm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

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3 200 ppm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

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

濃度之暴露。 

TWA 10 ppm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

份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

致有不良反應。 

STEL 15 ppm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

何 15 分鐘，不致有下列情

境：(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3) 

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

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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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  內容 

IDLH 4000 mg/m3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

尚有逃跑能力，且不會對生命

造成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

之傷害（針對毒氣而言）。 

ERPG-1 －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

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2 －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

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3 －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

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

濃度之暴露。 

TWA 5mg/m3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

份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

致有不良反應。 

STEL 10mg/m3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

何 15 分鐘，不致有下列情

境：(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3) 

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

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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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毒性危害效應參考指標(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毒
性
危
害
效
應
參
考
指
標 

暴露指標 濃度  內容 

IDLH － 

在有毒氣體 30 分鐘暴露下，

尚有逃跑能力，且不會對生命

造成威脅或身體器官無法恢復

之傷害（針對毒氣而言）。 

ERPG-1 － 

暴露 1 小時內，不會有不適，

嗅覺不會有感覺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2 －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無

法恢復之傷害之最大容許濃

度。 

ERPG-3 － 
暴露 1 小時內，身體不會有生

命危險之傷害最大容許濃度。 

Ceiling Value － 
不得使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

濃度之暴露。 

TWA － 

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大部

份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下，不

致有不良反應。 

STEL － 

為勞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下任

何 15 分鐘，不致有下列情

境：(1) 不可忍受之刺激。(2) 

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3) 

麻醉昏暈作用，意外事故增加

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 

火災爆炸危害效應參考指標 

(1) 燃燒下限(%)： － (2) 爆炸下限(%)： 0.4 

 

2.2 事故災害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2.2.1 鄰苯二甲酐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ppm)： 

ERPG-1 ERPG-2 ERPG-3 STEL IDLH TWA 

7.5 60 60 0.09(皮) 60 0.03(皮)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 

許濃度(Ceiling)、TWA、IDLH、1/2 ID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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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二異氰酸甲苯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ppm)： 

ERPG-3 ERPG-2 10 TWA Ceiling IDLH TWA 1/2 IDLH 

0.6 0.15 － 0.005 2.5 － 1.25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許濃度(Ceiling)、TWA

、IDLH、 1/2 IDLH 

 

2.2.3 二甲基甲醯胺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ppm)： 

ERPG-1 ERPG-2 ERPG-3 STEL IDLH TWA 

2 100 200 15(皮) 500 10(皮)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

許濃度(Ceiling)、TWA、IDLH、1/2 IDLH 

 

2.2.4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mg/m3)： 

ERPG-1 ERPG-2 ERPG-3 STEL IDLH TWA 

－ － － 10 4000 5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

許濃度(Ceiling)、TWA、IDLH、1/2 IDLH 

 

2.2.5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模擬分析評估基準：  

1. 毒性效應氣雲擴散之安全距離判斷標準 (mg/m3)： 

ERPG-1 ERPG-2 ERPG-3 STEL IDLH TWA 

－ － － － － － 

註：優先考量 ERPG-3、ERPG-2，如無前述參數，應增加考量 10 TWA、最高容

許濃度(Ceiling)、TWA、IDLH、1/2 ID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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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響範圍 

2.3.1鄰苯二甲酐 

緊急應變指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50 

火場 800 

註： 

3. 固體物依 2020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4.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2.3.2 二異氰酸甲苯 

緊急應變指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50 

火場 800 

註： 

1. 固體物依 2020 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2.3.2 二甲基甲醯胺 

緊急應變指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50 

火場 800 

註： 

1. 固體物依 2020 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2.3.2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緊急應變指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25 

火場 800 

註： 

1. 固體物依 2020 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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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緊急應變指南 建議管制距離(m) 

洩露 50 

火場 800 

註： 

1. 固體物依 2020 版緊急應變指南，劃分洩露及火場建議之管制區域。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辨識資料科普版 

 

2.4 毒性化學物質洩露疏散距離 

2.4.1 鄰苯二甲酐 

緊急應變 

毒化物洩露量(公噸) 疏散距離(公尺) 

1 100 

20 800 

50 800 

100 800 

1000 800 

 

2.4.2 二異氰酸甲苯 

緊急應變 

毒化物洩露量(公噸) 疏散距離(公尺) 

1 100 

20 800 

50 800 

100 800 

1000 800 

 

2.4.2 二甲基甲醯胺 

緊急應變 

毒化物洩露量(公噸) 疏散距離(公尺) 

1 14 

20 33 

50 48 

100 63 

100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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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緊急應變 

毒化物洩露量(公噸) 疏散距離(公尺) 

1 25 

20 800 

50 800 

100 800 

1000 800 

 

2.4.4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緊急應變 

毒化物洩露量(公噸) 疏散距離(公尺) 

1 50 

20 800 

50 800 

100 800 

1000 800 

 

3.災 區 管 制 方 式 ： 

A.依毒化物洩露的方式，依 2.3 影響範圍距離管制人車進入。  

B.避難引導班負責管制警戒區外，確保未著合適裝備人員進入危險區。  

C.指揮班控制進入事故現場的緊急應變隊員人數，及執行現場應變資材的種類及數量。 

 
4.人 員 搶 救 ： 

4.1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4.1.1 鄰苯二甲酐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19.5%者 

(1) 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2) 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3) 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4) 化學安全護目鏡 

(5) 護面罩 

(6) 防滲手套（材質以4H為佳） 

(7) 防護鞋（靴） 

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19.5%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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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C級) 

(2)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3) 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4) 防滲手套(材質以4H為佳) 

(5) 防護鞋(靴) 

(6) 含有防有機蒸氣及粉塵、燻煙、霧滴之化學濾罐全面型呼吸防護具 

4.2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4.3急救處理原則 

 

4.1.2 二異氰酸甲苯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 19.5%者 

(1) 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2) 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3) 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4) 化學安全護目鏡 

(5) 護面罩 

(6) 防滲手套（材質以 4H 為佳） 

(7) 防護鞋（靴） 

(1) 不管吸入性、接觸性或食入性中毒之傷害，均可先給予 100%氧氣。 

(2)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置於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 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

之危險。 

(5) 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 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 分鐘以上。 

 

(1) 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2) 不要讓水進入容器。 

(3) 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蛭石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 蓋洩漏物。 

(4) 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5) 用水噴灑暴露在火焰中的容器四週，使容器冷卻，直到火勢完全被撲滅 為止。 

(6) 對洩漏區實施通風換氣以驅散洩漏之氣體。 

(7) 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8) 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9) 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10) 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11) 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 

(12) 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13) 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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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 19.5%者 

(1) 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C級) 

(2)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3) 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4) 防滲手套(材質以 4H 為佳) 

(5) 防護鞋(靴) 

(6) 含有防有機蒸氣及粉塵、燻煙、霧滴之化學濾罐全面型呼吸防護具 

4.2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 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2) 不要讓水進入容器。 

(3) 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蛭石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蓋洩漏物。 

(4) 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5) 用水噴灑暴露在火焰中的容器四週，使容器冷卻，直到火勢完全被撲滅為止。 

(6) 對洩漏區實施通風換氣以驅散洩漏之氣體。 

(7) 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8) 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9) 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10) 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11) 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 

(12) 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13) 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4.3急救處理原則 

(1) 不管吸入性、接觸性或食入性中毒之傷害，均可先給予 100%氧氣。 

(2)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置於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  

    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5) 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 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分鐘以上。 

 

4.1.3 二甲基甲醯胺 

空氣中濃度高於 500ppm 

(1) 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2) 防滲手套，材質以丁基橡膠、Teflon、4H、CPF3、Trellchem HPS、   

    Tychem 10000、Responder 為佳 

(3) 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防護鞋 

(4) 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5) 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逃生或空氣中濃度低於 500ppm 



第178頁

(1) 防滲手套，材質以丁基橡膠、Teflon、 4H、CPF3、Trellchem HPS、  

Tychem 10000、Responder 為佳 

(2) 防護鞋（靴） 

(3) 含有防有機蒸氣之氣體面罩 

(4) 非氣密式連身化學防護衣(C級) 

(5)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6) 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4.2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 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 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 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 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 

(5) 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 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7) 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8) 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蓋

洩漏物。 

(9) 不要讓水進入容器，沒有存在危險時，先將容器移離。 

(10) 水霧不適用於撲滅此類物質火災，但可用來吸收熱量，保持容器冷卻。 

4.3急救處理原則 

(1) 不管吸入性、接觸性或食入性中毒之傷害，均可先給予 100% 氧氣。 

(2)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置於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 

(4)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

阻塞之 

    危險。 

(5) 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 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 分鐘以上。 

(7) 救護人員到達之前，則依不同暴露途徑處理。 

 

4.1.3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 19.5％者 

(1)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2)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3)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4)化學安全護目鏡 

(5)防護面罩 

(6)防滲手套（材質以 4H 為佳） 

(7)防護鞋（靴） 

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 19.5％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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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有防有機蒸氣及粉塵、燻煙、霧滴之化學濾罐全面型呼吸防護具 

(2)非氣密式連身化學防護衣(C級) 

(3)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4)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5)防滲手套 (材質以 4H 為佳) 

(6)防護鞋（靴） 

4.2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 

(5)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7)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8)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9)不要讓水進入容器。 

(10)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蛭石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蓋洩漏物。 

(11)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12)用水噴灑暴露在火焰中的容器四週，使容器冷卻，直到火勢完全被撲滅為止。  

(13)對洩漏區實施通風換氣以驅散洩漏之氣體。  

4.3急救處理原則 

(1)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 

(2)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作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

塞之危險。 

(5)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 分鐘以上。 

 

4.1.4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 19.5％者 

(1)正壓式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 

(2)非氣密式連身型化學防護衣(B級) 

(3)進火場消防衣(著火時) 

(4)化學安全護目鏡 

(5)防護面罩 

(6)防滲手套（材質以 4H 為佳） 

(7)防護鞋（靴） 

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 19.5％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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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有防有機蒸氣及粉塵、燻煙、霧滴之化學濾罐全面型呼吸防護具 

(2)非氣密式連身化學防護衣(C級) 

(3)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4)化學防濺護目鏡、護面罩 

(5)防滲手套 (材質以 4H 為佳) 

(6)防護鞋（靴） 

4.2洩漏著火處理方案 

(1)視事故狀況；請連繫供應商、消防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需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有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之狀況。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處置之工作，人員必須有適當的防護裝備。 

(5)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7)保持最大距離作滅火動作，以水霧分散蒸氣，藉以保護阻漏人員。 

(8)在不危險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9)不要讓水進入容器。 

(10)覆蓋塑膠布阻止洩漏，使用乾泥土、乾沙、蛭石或其他不可燃之物質覆蓋洩漏物。 

(11)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12)用水噴灑暴露在火焰中的容器四週，使容器冷卻，直到火勢完全被撲滅為止。  

(13)對洩漏區實施通風換氣以驅散洩漏之氣體。  

4.3急救處理原則 

(1)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 

(2)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作復甦姿勢，不可餵食。 

(3)若無呼吸，心跳停止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4)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

塞之危險。 

(5)若患者食入或吸入性的中毒傷害，不要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 

(6)若患者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沖洗皮膚或眼睛，至少 20 分鐘以上。 

 

5.災區隔離：依據指揮官災情評估範圍由本公司現場應變小組的隔離組作災區隔離作業。 
6.洩漏圍堵方式：溢流溝或預備槽已滿之情況下，若尚繼續外洩時，則以砂土或欄油索圍堵

。 

7.漏出物之收集：以氣動泵浦收集至鐵桶內，較清潔之回收物，回收再使用，若已不堪再使用

時，依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處置方法處理。廢氣則以廢氣清導管導入洗滌塔後排放。  

8.器材與設備之調集：救災人員依本身擔任之職務，於趕往災區時，先行至器材及設備放置場

所拿取並配戴。  

9.救災人員防護：除本身之防護設備外，隔離組人員需隨時注意隔離區內之救災人員狀況，以

防救災人員發生意外。  

10.請求支援應變器材：應變器材不足時，由本公司通報組聯絡毒災聯防小組廠商或附近廠商

支援，並派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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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秩序維持：由本公司守衛人員及交通管制組人員負責，非救災人員不得進入廠內。廠外民

眾，不可讓其進入廠內，媒體記者在廠外由公司發言人負責招待或分發新聞稿。  

12.災區民眾安置：災害可能擴散至廠外時，由公司發言人指定人員（總務人員）將災民引導

至附近活動中心避難，並派員在現場安撫災民情緒，災民無交通工具可至避難場所時，由公司指

派車輛運送。  

13.善後：配合政府相關單位如南投縣政府消防局、環保局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等進行事故調查等進行事故調查，作為災後賠償及日後安全管理依據，俟災害調

查完成，由本公司工務人員搶修救災中破壞之共同管路 及設施，俾能正常運轉，災區污染之

善後及清除由發生單位處理。 

14.其他注意事項： 

14.1火災、爆炸發生注意事項  

a.火災發生之緊急應變辦法應參照『火災緊急應變實施細則』辦理。 

b.火警發生時，勿慌亂驚叫、力求鎮定，向最安全出口逃生。  

c.油類及化學物質火災，可用乾粉滅火器撲救。  

d.瓦斯漏氣發生火警，應立即斷氣，且一面呼救、一面滅火。  

e.電器火災滅火時，應先切斷電源，防止搶救觸電，再用乾粉滅火器滅火，切忌用水。  

f.火警發生時，儘可能向地面逃生，如被濃煙所阻，應以濕毛巾掩住口鼻，採低姿勢逃生

。  

14.2地震發生注意事項 

a.保持鎮靜、不要慌張，迅速關閉電源開關、熄滅火源。如在室內，請留在室內，切勿慌慌張

張跑到室外。如在室外，請待在室外，請站在空曠處，頭頂有任何東西可掉落的地方遠離之

。  

b.在室內，請躲在堅固傢具旁，或靠建築物樑柱位置或走道口，切勿靠窗戶或站於門口，以防

玻璃震破、墜物擊傷。 

c.不要使用蠟燭、火柴或其他火源，以免瓦斯洩漏時，發生爆炸。  

d.行駛中的車輛勿緊急煞車，注意前後左右所發生的情況，減低車速，將車靠邊停  

放。  

e.如聽到疏散時，請使用樓梯，禁止使用電梯。  

f.強震後，注意餘震可能導致另外之災害。 

14.3洩漏發生注意事項  

a.洩漏發生之緊急應變辦法應參照『地震緊急應變實施細則』辦理。  

b.保持鎮靜、不要慌張，處理洩漏狀況應判斷洩漏物為何，進而準備符合之防護器

具。 

4.6.4颱風侵襲 

a.總經理應依據《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上班作業規定》，適時發佈正常上班或停止上班。  

b.防颱措施之施行辦法應參照『廠房防颱整備要點』辦理。  

c.當發佈海上颱風警報時，始啟動防颱措施。  

d.各單位應密切注意颱風動向，事先做好設備系統安全防護及周圍環境之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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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各單位於颱風來襲前，注意場所門窗是否關閉，排水孔溝是否順暢，可移動之財產、易受颱

風損害者，應先移至室內或其他安全處所。  

f.危險、易燃物品應妥善貯存，必免有傾倒之虞，視情況予以固定或移至安全處所。  

g.各單位應視情況，安排值班人員待命處理相關緊急狀況，並遵從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要措

施。  

h.同仁上、下班途中，請特別留意自身安全。 

14.4共同注意事項  

a.必要時，關閉局部或所有電源。 

b.必要時，應立即關閉瓦斯桶、原料之供應及相關製程。  

c.停電(或跳電)時，除了採取必要措施外，消防設施及廢水處理設施負人應注意備用電源是否

正常運作，使其正常運作。  

d.停電(或跳電)時，各單位應立即使用可獨立運作之照明設施(手電筒等)，輔助進行各項應變

動作。 

e.對於有洩漏污染物之災後復原工作(包括意外洩漏至廠外之廢水等)，清理人員應使用沙包(

阻絕材)、吸附棉(吸收材)及適當幫浦(抽取設備)等，將污染物收集處理或導入廢水處理設施

處理。  

f.所有災後復原、恢復開車之工作，需經由事故單位、安全衛生、工程、維護等單位確認，並

評估災區或污染區域之安全性，了解是否有危險建築物、有害化學物質或可燃性氣體或液體等

，在無安全顧慮下，才可進入現場處理。  

g.當發生緊急事故時，其發生原因及緊急處理過程等，應加以記錄並保存。  

h.其他發生天然災害之應變程序，參考本辦法處理。  

i.各應變區域應製作緊急應變組織圖、名冊，並彙製及公佈逃生路線圖(含滅火器、消防栓、

避難器具、指揮中心位置圖、緊急疏散安全集合地點)。 

14.5緊急應變訓練之實施 

a.滅火、通報 (連絡) 及避難引導 (管制) 訓練之實施，每一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至少2

小時以確認此系統之有效性，並應記錄備查。 

b.執行緊急應變訓練，依據“緊急應變編組”實施訓練。 

緊急應變訓練項目內容 

項  目 內              容 

防災 

教育 

‧徹底周知緊急應變遵守事項。 

‧有關火災預防上之計劃及從業人員之任務。 

‧有關發生災害之周知要領及避難誘導要領。 

‧其他毒災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滅火 

訓練 

‧滅火器之使用訓練。 

‧消防栓之操作、放水訓練。 

‧特殊滅火設備 (二氧化碳、乾粉等) 之模擬操作訓練。 

‧毒災滅火訓練。 

通報 

訓練 

‧火警受信總機火災表示時之現場確認訓練。 

‧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廣播訓練。 

‧由毒災場所內以電話向指揮中心通報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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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毒災場所內以電話打 119 傳達必要情報之通報訓練。 

‧由毒災起火場所及各小組班對召集人之通報訓練。 

避難引 

導訓練 

‧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避難誘導訓練。 

‧各場所做最適當避難路徑之選擇訓練。 

‧避難器具之使用、避難路徑之確認。 

綜合 

訓練 

‧實施毒化物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 

‧實施毒化物洩漏圍堵及清除訓練。 

部份 

訓練 

‧實施毒化物之滅火、通報及避難之個別訓練。 

‧實施滅火器、消防栓之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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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作場所外之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建議*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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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運作場所外之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建議 

     1.人員搶救 

       (1)對停止呼吸的傷者，施以人工呼吸。  

       (2)對於呼吸困難的傷者，施以氧氣協助。  

       (3)如果眼睛不小心接觸到此物質，應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 15 分鐘以 

          上。若皮膚不小心接觸到時，則用肥皂水清洗。  

       (4)脫除並隔離受污染的衣服及鞋子。  

       (5)解毒與緊急處理：  

          a.攝入後，先使其嘔吐，再洗胃。  

          b.皮膚接觸時, 以水不斷的沖洗。  

          c.吸入蒸氣時, 將傷者移開，必要時施以人工呼吸或氧氣，進一步 

            的治療為維持療法或症狀療法 。 

     2.災區隔離方式 

       (1)依意外事故應變執行程序通報緊急處理人員，並依照現場濃度劃分 

          為冷區、暖區及熱區，非必要人員遠離環境，封鎖危害地區並禁止 

          民眾進入且人員停留於上風位置，遠離低漥地點。 

       (2)由本公司守衛人員及交通管制組人員負責，非救災人員不得進入廠 

          內。廠外民眾，不可讓其進入廠內，媒體記者在廠外由公司發言人 

          負責招待或分發新聞稿。 

       (3)由公司發言人指定人員（總務人員）將災民引導至新豐國小避難所 

          進行避難，並派員在現場安撫災民情緒，災民無交通工具可至避難場 

          所時，由公司指派車輛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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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復原，包括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妥

適處理及環境污染物之清除處理
 

1.環境復原，包括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妥適處理

及環境污染物之清除處理
 
環境復原，包括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妥適處理及環境污染物之清除處理。
 



第187頁

當工廠發生二異氰酸甲苯災害事故（如大量洩漏、火災或爆炸等）經執行應變搶救之後，接下

來最重要的工作便是如何將此次災害對環境、設備所造成潛在性及長期性的威脅徹底的消除，

並儘早使工廠復工，此工作即為災後環境復原。 

1. 復原程序 ： 

本廠之復原程序分為三個階段：  

1.1 再進入災區：此階段工作要務為判定災區之安全性，偵測是否有毒氣殘存、脆弱槽體、危

險建築等潛在危害存在。  

1.2 災區清理：包括殘存化學物質清理回收工作及設備殘骸之清理和恢復工作。  

1.3 再運作：待各工場狀況合乎開車條件時，依開車檢核表恢復生產操作。 

2. 復原小組編組及任務職掌： 

部門 人員 任務 

廠務部 洪文芳/廠長 

徐瑞明/副廠長 

 

(1) 指揮整體復建工程。  

(2) 主持事故檢討會議確立防止對策，制定改  

    善方案。  

(3) 向公司報告處理措施。 

管理部 吳寶華/協理 

陳香莉/副理 

陳淑暖/課長 

古美玉/課長 

 

(1) 協助災區復建。  

(2) 廠外支援單位、器材、人員等費用支付。  

(3) 至支援單位致謝。  

(4) 參與檢討事故發生原因之分析及防策，並 

    協助擬定改善計畫  

(5) 公害時對附近居民的傷害損失進行理賠  

    及安撫。 

(6) 通知傷患家屬，並派員慰問。  

(7) 接待各機關人員、媒體記者、群眾之查訪。  

(8) 迅速採購復建工程所需之設備、材料、工 

    具。 

工務課 黃明專/經理 

賴德星/課長 

 

(1) 災區復建。  

(2) 檢查設備，並準備配合試車。  

(3) 復建工程所需材料設備之準備。 

(4) 受損設備之搶修。  

(5) 檢查電力系統必要時進行搶修。 

生產部 林昇平/課長 

許家銘/課長 

張文彥/課長 

李哲鑫/課長 

鐘偉麟/課長 

 

 

(1) 填寫事故報告。  

(2) 列出復建工程項目。  

(3) 清理災變現場。  

(4) 進行現場復建工作。  

(5) 整理搶救耗用器材。  

(6) 事故原因分析，提出防止對策。  

(7) 協助現場環境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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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準備恢復生產之試車。  

(9) 呈報受災損失設備。  

(10) 災區現場警戒，以防死灰復燃。  

(11) 檢查水質、製程水、蒸汽供應系統、準     

     備恢復生產之試車。 

環安衛中

心 

許蕎蓁/副理 

蔡佳慧 

張泓陞 

林明樟 

(1) 擬具全廠人員、設備損失報告。  

(2) 通知工廠總管理中心。  

(3) 整理耗用之應變器材。  

(4) 向檢查機構報告（重大職業災害）。  

(5) 應變器材之檢點補充。  

(6) 進行環境偵測。  

(7) 政府環保、檢查機關人員來廠調查時之會  

    同作業。  

(8) 調查事故，檢討防止對策。  

3.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理 

3.1將除污桶內所搜集之污染物及污染源統一存放管理 

3.2區分廢棄物固液形態，委請領有清除證書之清運商及處理商處置 

3.3環境清理.消毒工作及其他清潔事項。 

3.4對災區持續進行環境污染測定.空氣品質監測。 

3.5清除後之廢水.廢棄物或廢土應予以妥善收集處理.不可污染環境。 

3.6開始災後復原工作。 

4.清運廠商列表： 

清運商 處理廠 處理項目 

震源 

04-26327788 

利百景 

06-6235353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環瑋 

049-2202177 #28 

0933192879 

環瑋 

049-2256508 #28 

 D-1801 一般事業廢棄物 

 D-0202 廢樹脂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宇順環保 

049-2262329 

0936-255781 

慶旺工程 

07-7887328 
 D-1703 廢潤滑油 

震源 

04-26327788 

利百景 

06-6235353 
 C-0301有機廢液 

上將環保 
06-6566165 
0979-988288 

大登 

06-6230937 

 D-0901 有機性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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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作場所外之環境復原*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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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作場所外之環境復原 

A.廠區外及周邊 

1.災後殘餘毒性化學物質、危害物質、污染物、廢棄物交由甲級之清理

處理商進行清運(環瑋)，並追蹤後續託善處理文件。 

2.(1).廢水、消防廢水由下圖汙水流向接至本公司污水處理廠，經過處 

      理後納管至南投污水處理廠。

 
  (2).水污染防治許可證申請每日可處理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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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廢氣處理：本公司於運作場所內皆有設置生物濾床，如下檢附操作許可證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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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公司將使用多用氣體偵測器及 VOC氣體偵測器協助周界污染物監測，直至

無危害之虞。 

   

E. 成立外部環境災後復原小組之成員及分工 

編組任務 人員 任務說明 

公司周圍廢水確認 張泓陞 確認廢水無外流且都有

排至廢水廠 

公司周圍廢棄物確認 蔡佳慧 確認圍堵之廢棄物有確

實清運處理 

公司周圍廢氣確認 林明璋 使用氣體偵測確認周界

污然物檢測已無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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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避難作業方式
 

1.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避難作業方式
 
說明緊急疏散時機（如研判依據-儀器偵測數據、應變指揮中心研判事故狀況結果等）、廠

內緊急疏散計畫（包含疏散警報發布方式、執行緊急疏散作業人員編組、引導疏散路線、

人員集結地點等）。
 

 
 

疏散集合地點：守衛室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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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緊急疏散時機  

1.1 狀況 :洩露  

1.1.1 一般洩漏時，廠區內可控制範圍，應緊急封鎖隔離洩漏液周圍 25 公尺內  

   之範圍，由應變指揮官廣播人員疏散。  

1.1.2 重大災害規模，超出運作場所所能控制的事故規模，泛指災害超出運作場  

   所範圍，擴及周界之事故通知居民進行疏散，或通報居民留在室內，門  

   窗緊閉。  

1.2 狀況 :火災  

1.2.1 當火勢無法有效控制，且有可能引起爆炸時，應由指揮官下達疏散命令。 

1.2.2 其他足以影響人員安全之危險因素下（如：濃煙等），指揮官應下達人員

疏散命令。  

1.2.3 當火勢無法有效控制，且有可能引起爆炸時，由近而遠對四周 800 公尺內

之居民進行疏散，或通報居民留在室內，門窗緊閉。  

1.3 緊急疏散注意事項：  

1.3.1 切斷所有引火源。  

1.3.2 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及遠離低窪場所。  

1.3.3 進入危險區域觀查前，需著有效之防護衣及個人防護設備。  

1.3.4 疏散應依救災指揮人員指示疏散，並儘量向上風處，以及避開爆裂、強酸、

高溫等危險路線。  

1.3.5 疏散時如遇有爆裂等立即危害之風險時，應採就地掩護等防範措施。  

2、廠內緊急疏散計畫  

2.1 疏散警報發布方式:全廠疏散廣播 

2.2 執行緊急疏散作業人員編組:同避難引導班的編組  

避難引導班 羅世宏(組長) 任務  
 古美玉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

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

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7.避難引導班員應穿戴安全防護具，指

揮人員疏散及車輛行進。  

8.為了統籌人員運用及進行失蹤人員

搜尋及救災工作，應進行人員集合、

清點工作。  

陳淑惠 

陳淑暖 

劉玉琴 

陳淑玲 

秦曉甄 

王嘉慧 

侯貞夙 

湯耿榮 

余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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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疏散路線 : 

依計劃內附圖緊急避難逃生路線圖，作緊急疏散逃生之路線依據。  

2.4 人員集合地點  

2.4.1 由指揮官依情勢風向研判劃定臨時集結區  

2.4.2 依計劃內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全廠區外已分別劃設四處集結區 ,

分別為夏季及冬季路線，請參照本計畫運場全場配置圖疏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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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作場所外之鄰近地區疏散及避難方式建議*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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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場所外之鄰近地區疏散及避難方式建議  

 
1. 當災害超出運作場所範圍時，將電話聯繫各公部門單位及鄰近廠

商進行支援及疏散，並派人協助集結點之人員清點與資源提供。 
 

(1)外界支援與通報電話一覽表： 

單位 聯絡電話 單位 聯絡電話 

南投縣環保局 (日)049-2233782 

(夜)049-2234685 

鳳鳴消防隊 049-2244518 

或 119 

南投工業區服務中心 049-2252291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04-2255-0633 

南崗工業區汚水處理廠 049-2252291   

 (2)鄰廠聯絡資料：  

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雙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世宏 049-2257450#207 

樹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俊良 049-2256345 

豐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茂松 049-2255726 

台灣陶氏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黃先生 049-2255536 

甲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魏文彬 經理 049-2261157 

程堅企業 程自耕 049-2257272 

2. 指揮管依照風向判斷將人員疏散福山里社區活動中心如為夏季疏散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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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為冬季至新興里新豐國小進行疏散如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