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化學領域之發展與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發展與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發展與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發展與潛在危害 

1.1化學領域之發展化學領域之發展化學領域之發展化學領域之發展                      

自燧人氏、有巢氏、神農氏、伏羲氏以來，人們即懂得利用自然資源進

行扶犁耕作、土坏蓋房、冶鍊鑄造來求溫飽、求生存。而當人們三餐有飯吃，

生活過得去之後，即想要改善其生活，於是慢慢地紡織、釀造、製藥等開始

發展，雖然十分緩慢，但能使個體及種族得以延續。直至 1803年英國化學家

道爾頓（J. Dalton, 1766～1844）提出科學的原子論後，才開啟近代化學的新

時代，至今不過二百年的時間。而我國在 1856年徐壽（1818～1884）譯著「格

致探源」一書中首次使用「化學」這個名詞，並將這個名稱傳到日本，對日

本的化學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那麼究竟什麼是化學？或化學是什麼？也

就是關於化學的定義為何？在學術界還有爭論，但其廣泛被應用在人們日常

食衣住行生活之中，卻是不爭的事實。現在以文生(Vincent)小朋友一天的作習

來看：           

 

早上 6：30自 家家家家 中的 臥室臥室臥室臥室 中醒來 

            

凡圖片中所見到的如蓋房子用的磚頭、水泥、木材、玻璃，房子外的樹

木、道路等（（（（住住住住）））） ，臥室內粉刷牆壁用的油漆、貼的壁紙、睡覺的床、蓋的

被子、枕頭、床上的玩偶、放衣服的塑膠抽屜、床頭的燈等等所有相關日用

物品，均為天然或人工的化學品。 



起床後 刷牙洗臉刷牙洗臉刷牙洗臉刷牙洗臉               換好衣服拿了書包換好衣服拿了書包換好衣服拿了書包換好衣服拿了書包  下樓準備吃早點 

       

上圖中刷牙洗臉用的牙刷、牙膏、漱口杯、洗臉毛巾，身上穿的衣服、

褲子、皮帶、襪子（（（（衣衣衣衣）））） 等，亦均為化學品。 

 

 

吃早點吃早點吃早點吃早點 

        

    

早點所喝的牛奶、牛奶中所加的 cereal（榖類製品，如麥片、玉米片等）、

麵包、蛋餅、飲料、維他命（（（（食食食食））））等，也都是化學品。  

 

吃完早點 乘車上學乘車上學乘車上學乘車上學 

  搭乘的交通工具－汽車的所有材質

也均為化學品 （（（（行行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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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學回來後 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而後   騎車騎車騎車騎車 玩樂 

 

        

上圖中的書桌、椅子、書架、書本、鉛筆盒、鉛筆、橡皮擦（（（（育育育育））））等，

騎的腳踏車、電動機車（（（（樂樂樂樂））））等玩具，也都是化學品。 

 

由此可知，在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產品中，很難找出有那一種不是依靠化

學和在化學家們的幫助下製造出來的產物。因此，對於化學領域的昨日、今

日及明日我們應該要有所認識。現分述如下： 

    1.古代化學 

十八、十九世紀是屬於經典化學的時代。早在我們讀國中、高中時期就

不斷地唸到許許多多的理論、定律，這些科學定律都是在 1800年前後被發

現的，例如： 

1662年英國化學家波義爾(R.Boye)提出的「波義爾定律」； 

1777~1789年法國化學家拉瓦錫（A. Lavoisier）提出的「燃燒氧化理論」、「質

量守恆定律」； 

1797年法國學家普勞斯特（J. Proust）的定比定律； 

1795～1798年德國數學兼化學家李希特（J. Rifhter）提出當量定律； 

1802～1808年法國科學家蓋-呂薩克（J. Gay-Lussac）的氣體膨脹定律； 

1802年英國化學家波義爾提出的「倍比定律」、「混合氣體分壓定律」； 

1832年英國化學家法拉第（M. Faraday）提出的「電解定律」； 

1869年俄國化學家門得列夫（D.MendeleyeV）提出的「電解定律」等等 
(1)，

相信對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 

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探討含碳的化合物的化學比起探討金屬和較常見

元素（如硫、磷、氮）的化學落後得多，當時被區分為後者的植物化學和

前者的動物化學等，他們之間被認為具有很深的鴻溝，直至 1828年德國化



學家維勒（F. Wohler）用無機化合物氯化銨溶液和氰酸銀反應，製成了有機

化合物尿素，於是徹底改變了有機物只能從有機生物體獲得的觀念。在此

同時維勒的朋友李比葛（J. von Liebig）和他的學生從事一系列有機物和氧

化銅一起燃燒的實驗，而定出了大批化合物的化學式，進而提出了分子結

構的概念，並且建立了第一個為學生教學用的化學實驗室，開展了化學教

育，也加強了科學的研究，因此李比葛被化學史家們譽為有機化學之父 
(2)。 

由於前人在化學方面的努力，應用這些成果的公司在此時期如雨後春

筍般的成立，其中舉世聞名的杜邦公司也在 1802年應運而生，該公司從一

開始利用炸藥協助美國開運河、鋪鐵路、建港口、築水壩、開礦，並在「藉

化學改善生活品質」的口號下，持續在農藥、聚合物、材料、去污劑、石

油添加劑、水處理劑，甚至包括電視機、計算機、電話機等許多器具等方

面努力改善，一直延續至今，其發展史也足以代表整個化學領域的發展史（3）。 

 

2.現代化學 

現代化學主要係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化學稱之為現代化學。以下

就醫藥、農業、材料、國防、環境幾方面的發展過程加以論述。 

（1）醫藥發展過程 

1899年成功地合成阿斯匹林阿斯匹林阿斯匹林阿斯匹林（Aspirin）－著名的解熱、鎮痛感冒藥；

 

1928年青黴素青黴素青黴素青黴素（penicillin）發現後，一系列抗生類藥物隨 之開發； 

醫藥上另一重要發明是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他命，Vitamin），vita代表「生命」。 

1953年又發現了 DNA的雙螺旋結構的雙螺旋結構的雙螺旋結構的雙螺旋結構（double-helix structure），為研製

基因工程（gene engineering）藥物奠定了基礎。 

這些成就在減輕人類病痛、預防疾病、保障健康、延長壽命方面

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據報導，這些作用使美國人平均預期壽命從

1900 年的四十七歲增加到 1990 年的七十五歲。因此，製藥業已成為

化學工業的一個重要行業。 

（2）農業發展過程 



二十廿紀初期（1913年）由於合成氨對農業生產的增產作用，揭

開了現代農業的序幕，使得有限的土地得以養活不斷成長的人口。1941

年主要殺蟲劑 DDT進入市場，這些成就為糧食、蔬菜等食品的豐收產

生重要作用，減輕了人口增長對食物需求的壓力。化肥、農藥也成為

化學工業的重要行業。 

（3）材料改善過程 

朝向輕薄短小又耐用的方向作研發，是改善材料的主要研究目標。以

纖維為例： 

超纖維超纖維超纖維超纖維（super cellulose），又稱為阿拉米德纖維（Aramid cellulose），

具有強韌的抗拉力、彈性及耐熱性等特性，被廣泛應用於海底

電纜及防彈衣的製造； 

光纖維光纖維光纖維光纖維（optical fiber），能夠將大量的雷射信號傳送到遠處，未來將可

取代電通信； 

   

              光纖應用於醫學上 

原始網頁：moolynaru.knu.ac.kr/ ~life/06_gangdongsin/index4/ 

 加入光纖維和 LED的衣服 

    原始網頁： www.pconline.com.cn/.../ o01/10312/250228_9.html 

 

變色龍纖維變色龍纖維變色龍纖維變色龍纖維（chameleon fiber），可應用於滑雪衣或潛水衣上； 

碳纖維碳纖維碳纖維碳纖維（carbon fiber），其抗拉力較鋼強，但卻比鋼輕許多，因此，目



前坊間許多用具，如釣魚竿、網球拍、高爾夫球桿、腳踏車甚

至航空器材等，都以此為材料來製作；       

碳纖維 GT尾翼  

原始網頁：  www.e-wing.biz/ tw/html/news.htm 

 

此外，玻璃纖維玻璃纖維玻璃纖維玻璃纖維（glass fiber），其抗拉強度較鋼大、輕、耐熱、耐水、

為電的不良導體，可作為隔音、隔熱建材之用。以上種種材料

的研發成功，無疑地為人類生活增加了許多便利性與實用性。 

 原始網頁： www.fpg.com.tw/ html/com/pfg/pfg.html 

 

      

行人天橋頂蓋                 坐  椅                   儲水缸 

原始網頁： www.fiberglass.com.hk/ 

 

（4）國防事業發展過程 

二十世紀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在 1914年到 1918年，作

戰方式以毒氣和炸藥為主；第二次大戰是在 1939年至 1945年間，以

飛機、艦艇和雷達為手段，兩者可以說都是在打化學戰，由此可知化

學對國防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  

（5）環境品質改善過程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環境危機有增無減，因此，人們將原

有的管末治標政策（污染物的處理及再利用）轉向從源頭消除污染的

治本政策，套句醫學上的話就是「預防重於治療」，「綠色化學（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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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在1914年到1918年，作戰方式以毒氣和炸藥為主；第二次大戰是在1939年至1945年間，以飛機、艦艇和雷達為手段，兩者可以說都是在化學基礎下發展的科技戰爭。由此可知化學對國防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



chemistry）」也因應運而生。所謂的「綠色化學｣係指設計沒有或限於

最小對環境產生副作用的、並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可行的化學品和化學

過程，符合此種精神的化學即稱之為「綠色化學」(4)。例如： 

 揮發性有機溶劑與我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然而，揮發性有

機溶劑卻是一有害的環境污染物。當它們在進入空氣中後，在太陽光

的照射下，容易在地面附近形成光化學煙霧光化學煙霧光化學煙霧光化學煙霧。光化學煙霧能引起和加

劇肺氣腫、支氣管肺炎等多種呼吸系統疾病，增加癌症的發病率；它

還能導致穀物減產、橡膠硬化和織物褪色，每年由此造成的損失就高

達幾十億美元。揮發性有機溶劑還會進一步污染海洋、食品和飲用水，

毒害水生動物。因此，目前科學家已研製成了一些替代物質，例如冷

媒用的氟氯烷以 HFC-134（即 CH2FCF3）取代，起泡劑用的氟氯烷以

HCFC-123（即 CHCl2CF3）或 HCFC-141（即 CH3CCl2F3）取代，雖然

這兩種化合物的分子內亦含有氯原子，不過這些分子在未達到平流層

以前就會被分解，因此不會影響臭氧層。 

這些產品的研製成功，顯見化學工業在二十世紀對人類做出了多

大的貢獻。 

 

3. 未來化學 

     未來化學係指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代以內的化學。若將人類創造及開發

的領域作劃分，係由人類第一度智慧空間所開發的「中觀領域」，進入人類

第二度智慧空間的「宏觀領域」，二十世紀末，人類開始步入微觀物質的改

造及創新領域，這是人類的第三度智慧空間，或稱為「微觀領域」。也就是

說，未來的化學將朝向「微觀體系」及「軟化學」發展。 

何謂「微觀體系」？吾等將超細微狀態稱之為「微觀體系」，而我們所

謂的超微細狀態指的是物質呈現的尺寸為奈米量級。那麼，「奈米」又是

什麼？「奈米」是英文 nanometer的中譯名，nanometer一詞源自於拉丁文

「nano」，是「細小」的意思，因此奈米為一種長度單位，一奈米為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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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公釐，也就是十億分之一公尺（米），相當於 10個氫原子並排起來

的長度，若以人的頭髮作比擬，一根髮絲相當於 10,000奈米，所以將一根

頭髮再細分為 10,000等份，即為一奈米的大小。 

  原始網頁： photo.fhl.net/main/ other/other38.html 

 

當物質小到超細狀態下時，其性質與功能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例如

顏色一律變成黑色；奈米金屬從導體變成了絕緣體；燒結的奈米陶瓷具有

很好的韌性，不再一摔就破（6）等，因此奈米科技為未來發展的主流（5）。 

所謂的軟化學（soft chemistry），是一種新的化學反應思路，係指在中

低溫或溶液中通過一般化學反應（即反應條件很溫和），進行材料製備的

方法。例如可利用溶膠－凝膠過程、離子交換過程等來取代傳統耗費能

量、高成本、反應條件〝難達到（hard）〞、反應難以控制的高溫固相或在

熔融態下反應，而達到節省能源、增加安全性的目的。 

 

面對新世紀，人類仍將遭遇到材料、醫藥、環境等問題，雖然不能全

然由化學來解決，但化學將繼續扮演融合的角色，以實現「永續發展」的

最高境界。下面將針對此等議題略述之：  

（1）新材料的誕生 

1929年 10月美國以混凝土複合材料建造了一座 102層高的紐約

地標「帝國大廈」，1945年 7月 28日早晨，正值大霧天氣，一架 B-25 

型轟炸機迷失了方向，撞在大廈的第 97層上，結果大廈並沒有倒，

只是第 97層的一道邊樑和部分樓板被撞壞，一架電梯掉下，11人死

亡，25 人受傷．大廈沒倒是因為其建築所用的複合混凝土具有強度

大、絕熱性佳的特點；但反觀 56年後（2001年）的 9月 11日，美

國的兩座世貿大樓卻遭飛機撞坍（見下圖）， 

 



 

原始網頁： www.twce.org.tw/01361/ E7%BE%8E%E5%9C%8B911%E... 

 

原因即為所使用的建築材料不同所致，世貿大樓所用的材料為

新型合金鋼，其優點為強度高、質地輕、導熱性好，不過一旦飛機

撞上大樓引起大火時，很容易導致合金鋼軟化而熔融，樓自然就坍

了。因此新建築材料的研發是刻不容緩的。 

   再者，二十一世紀，太空科學是一項誘人的事業，太空船及人

造衛星在返回地球時，須穿越溫度高達 5000℃以上的大氣層，因此

如何克服在此高溫下被燒燬的命運呢？科學家們提出用燒蝕材料來

防熱的構想。例如，用瀝青碳纖維與樹脂複合後，因為結合牢固，

強度高，所以燒蝕慢，並且燒後可形成一層非常堅固而疏鬆的「海

綿體」，可防止進一步燒蝕，又兼具隔熱效用，是目前研究的新材料。 

此外、若能利用奈米技術，將微電子和光電子作緊密結合，則

光電器材在資訊傳輸、儲存、處理、運算和顯示等方面的性能將可

大大地提昇；而將奈米技術應用於現有雷達訊息處理上，可以使其

效力提高數十倍至幾百倍，甚至可以將超高解析度的奈米雷達放到

衛星上進行高度精密的對地偵查。 

 

（2）醫學領域的突破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人類寄託於化學上的夢，不外乎是希望

能夠儘早發現治癒癌症、愛滋病、甚至 SARS 等不治之症的藥物。

在此，可利用奈米技術，直接將原子、分子排序，製造出具有特定

功能的藥品，且由於藥品粒子更為細小，藥物在進入人體後的傳輸

將更為方便，若用數層奈米粒子包裹智慧型藥物進入人體後，可以



主動搜索並攻擊癌細胞或修補損傷組織，則在醫藥界將是一大突

破。科學家們甚至想利用奈米技術來製造出分子機器人，藉由在血

液中不停地循環，對身體各部位進行檢測、診斷，並實施特殊治療。  

（3）環境污染問題之解決 

為了對付大量使用塑膠袋和保麗龍並遺棄在環境中所造成的

「白色污染」，奈米級「無污染塑膠」產品是可以百分之百被分解的；

此外，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代替原來的氯乙烯 (一種地表水污染物

和可能的致癌物) 作清洗劑，不但污染環境問題被解決，人身危害

等安全問題也不存在。 

同樣地，若是能夠利用奈米技術製造出功能獨特的薄膜，再利

用此等薄膜去探測由化學或生物製劑所造成的污染，並能將這些藥

劑、製劑過濾，以消除污染，將對環境生態作最佳的保護。 

（4）其他產品的開發與利用 

日前在電視廣告中曾提及的奈米面膜，即是將奈米二氧化鈦

（TiO2）的粉體按一定比例的加到化妝品中，將可有效的阻隔紫外

線； 

 

原始網頁： shopping.pchome.com.tw/ 

 

將金屬奈米粒子摻入化學纖維製品或紙張中製成奈米塗層薄

膜，塗在手機上，不但成本降低，還可以大大減少手機電磁輻射的

照射，部份解決了輻射對人體的危害問題。 

展望二十一世紀，化學工業還將在衣、食、住、行和保健與娛

樂等方面繼續發展，為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來服務。不過

這些發展可能絕大部分都將藉助於奈米技術，因此，將二十一世紀

稱為奈米世紀一點也不為過。 

 



1.2 化學領域之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潛在危害化學領域之潛在危害                   

由上節敘述中已知，現代人的生活離不開化學產品，因此你能夠想像出沒

有化學產品的現代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嗎？答案是“無法想像”。不過就在你享受

物質文明的同時，您知道嗎？你也正在遭受這些物質所帶來的危害。以下列舉

幾個國內外著名的案例（6）。 

   1.國外案例： 

案例（一）： 1961年，歐洲婦女在孕期為減輕噁心和嘔吐而服用 Thalidomide

藥物，結果卻發現所生的小孩有缺胳膊少腿或嚴重畸形的缺陷。 

案例（二）： 1962年女性海洋生物學家 Rachael Carson所著的《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出版，書中詳細地敘述了 DDT（dichloro diphenyl 

trichloroethane）和其他殺蟲劑對各種鳥類所產生的影響，說明

使用 DDT等殺蟲劑後，通過食物鏈使禿鷹的數量急劇減少，同

時也危及其他鳥類，使原來百鳥唱歌、葉綠花紅的春天變成「一

片寂靜」。 

案例（三）： 1982年，美國密蘇里州的首府附近小鎮土壤被一種劇毒化學品

戴奧辛（Dioxin）所污染，導致七百多戶家庭的撤離，政府提

供臨時居住場所，還花費三千三百萬美元清淨土壤。 

案例（四）： 1984 年印度波帕市郊一間農藥廠，，一個貯有 45 噸異氰酸甲

酯貯槽突然破裂，造成毒氣洩漏，有 32 萬人中毒，其中 2,500

人死亡，60,000 人嚴重中毒，50,000 人在醫院搶救。波帕市的

農田、水源和食品也都受到污染，市內所有公共機關、工廠、

學校一度被迫關閉。幾十萬居民逃離家園，遠走他鄉。 

案例（五）： 2000 年羅馬尼亞一家工廠的氰化物洩漏到了多瑙河的一條支

流—蒂薩河，並順流南下迅速匯入多瑙河，向下游逐漸擴散，

造成魚類大量死亡，河水不能飲用，嚴重破壞了多瑙河流域的

生態環境，使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深受其害。 

 

2.國內案例： 

（1）業界案例： 

案例（一）：民國 72年某農藥製造工廠勞工暴露於聯吡啶中間產物，導



致作業部位出現黑斑角化、 丘疹暗紅色糜爛現象及皮膚

色素沉著症狀、皮膚癌的職業病案例。 

案例（二）： 民國 85年 10月 7日，桃園縣蘆竹鄉永興樹脂塗料公司發

生反應器爆炸火災，造成人 10人死亡，8 人重傷，39人

輕傷，廠房本體幾近全毀，另波及其鄰近廠區。 

（2）校園案例： 

案例（一）：2001/8/15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所發生化學變化爆炸，

造成二名學生被玻璃割傷，並送往忠孝醫院救治。（TVBS

新聞、多維新聞、民視新聞、中時即時快報、中央社新聞） 

案例（二）：2001/6/12台南市成功大學理化大樓實驗室突然冒煙起火，

還好校方人員發現的早，先行滅火，消防人員隨後加入滅火

行列，火勢很快就被撲滅，沒有造成人員傷亡。（2001/6/12

民視新聞） 

案例（三）：2001/4/10 慈濟大學生化實驗室發生起火意外，所幸火勢

很快就被控制，並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2001/4/11民視

新聞  ） 

案例（四）：2001/3/7嘉義的國立中正大學化工實驗室發生爆炸意外，整

座實驗室付之一炬，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1999/10/22一場六級的地震引燃的大火也讓中正大學化學館

實驗室化學藥品倒塌引起火警，事後校方特別成立一個工安

小組，專司監控實驗室的操作安全，故校園實驗室的安全真

的不容忽視。（20013/8民視新聞 ） 

案例（五）：2001/1/2 台大海洋所「尖端高分子實驗室」，同時也是實

驗「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竄出熊熊火焰，由於大火可能

引發毒物外洩，而引發更大的災害，消防人員奮不顧身搶先

進入實驗室，經過 10分鐘左右的灌救，終於順利壓制火苗，

將火勢完全撲滅。（2001/1/2勁報） 

案例（六）：2000/2/13國立交通大學固態電子實驗室劇毒的矽甲烷氣體

外洩，接觸空氣起火燃燒，還好毒氣及時控制加上正值放寒

假因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2000/02/13 華視新聞、台視新



聞） 

案例（七）：1999/11/1 高雄市明誠中學正在興建中的工地地下室，發生

電銲引發甲苯氣體爆炸的意外，整個地下室的污水池被炸的

支離破碎，結果現場施工的工人陳詠仁當場死亡，還有一名

工人被炸成重傷，而明誠中學的學生只受到驚嚇，幸好都沒

有安全上的顧慮。（1999/11/2華視新聞） 

 

由以上的案例告訴我們，「沒有絕對安全無害的化學物質」，各種化學物

質進入人體的劑量達到一定程度，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即使多數人每天要

進食之食鹽或蔗糖，如果攝食量過多也會有危害是眾所周知的，更何況是一

般化學藥品。現將這些化學藥劑會危害到人體的器官，稱之為「標的器官

（target organ）」，作分類來說明，讓大家有一些初步的概念。(7)
 

1.呼吸系統 

在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 31條中特別列管氨氣、氯氣、氟化氫、光氣、

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並且將由這些氣體所造成的職業災害列為

重大職災項目，係由於這些氣相化學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呼吸系統。一些會

引起呼吸系統疾病的物質，見表 1-2-1。 

2.皮膚 

在工作場所不認識的東西不要亂摸！您知道嗎？有許多化學物質會直

接由皮膚侵入人體，而且有些物質進入人體後還可能有致命的危險！以下就

舉一個實際的案例。北投區某工廠有員工送醫，症狀為急性血紅素變性，手

腳皮膚呈現染黃狀態，懷疑與名稱為對－硝基苯胺（p-Nitroaniline）的化學

物質有關，該物質為黃色沙粒狀顆粒，可溶於汗水中並大量穿透皮膚進入人

體，會導致急性血紅素變性，使血液失去運送氧氣功能，嚴重時使人窒息死

亡，是相當危險之化學物質；事後化驗勞工手套上殘留之黃色顆粒亦證實為

該化學物質無誤，顯然為勞工將成品搬運至貨櫃車之時，以手或腳滾動貨品

導致化學品沾染至手腳皮膚所致。表 1-2-2 列出一些會引發皮膚病的化學試

劑。 

 



表 1-2-1 職業性呼吸疾病 

致病源 行業／製程／工作者 疾病或作用 

無機粉塵 
礦工、建築工人、噴砂工、研磨工作、

木工、絕緣器 

塵肺症(矽肺症、石綿

肺症、煤肺症) 

有機粉塵（棉花、亞

麻、穀物） 
紡織工業 

棉屑沉著症、呼吸急

促、胸悶 

二異氰酸鹽 塑膠工業、染料業、塗刷業 氣喘 

溶劑、稀釋劑 
化工業、塗料業、去脂業、醫院工作

者、藝術工作者、塑膠工業 

刺激、發炎、纖維化、

肺水腫 

鉻酸鹽 
電鍍業、合金業、鞣革原料(tanning 

agents)、顏料業 
刺激、發炎、癌症 

氨、氯化氫、溴化氫、

氟化氫、氯氣、光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重化工業、紙漿與製紙業、煉油業 刺激、發炎 

甲醛 
殯葬業者、實驗工作者、照相底片製

造者 
刺激、氣喘 

殺蟲劑 殺蟲劑製造、農業 支氣管炎、肺炎 

砷 顏料工業、除草劑製造、金屬熔煉 癌症 

鎳、四羰化鎳 鎳熔煉、煉油業、電鍍業 肺癌、鼻腔惡性腫瘤 

 

表 1-2-2 職業性皮膚病 

致病源 工業／製程／工作者 疾病或作用 

肥皂、清潔劑 一般工作者、肥皂製造者 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松節油 油漆工、家俱磨亮工 濕疹、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氫氧化鈉 化學工業、洗衣業、製紙業 燙傷、潰瘍、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鉻酸 電鍍業、染料業 燙傷、潰瘍、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塑膠、環氧樹

脂(epoxies) 
塑膠工、油漆工 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氯酚 殺蟲劑製造、木材處理 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木餾油 木材防腐劑製造者、建築工人 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皮膚變色 

纖維玻璃 絕緣體、建築工人 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石油 機械、石油工 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痤瘡、燙傷 

水泥 建築工 燙傷、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3.腎臟 

腎臟不似皮膚或呼吸系統會直接接觸有毒物質，乃是藉由血液媒介而接

觸毒素。因此，急性腎衰竭可能由於腎臟血流的不足，血液分解產物的毒性

或其他毒素的直接作用所造成的。表 1-2-3 列出一些化學物質，工人可能暴

露這些物質的工廠，以及對腎臟的效應。 

 

表 1-2-3 職業性腎臟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 疾病／效應 

汞、鉛、鎘 電池製造、色素工廠 慢性腎衰竭、腎毒素 

氯仿、四氯化碳 溶劑、化學工廠、油漆、金屬清潔 急性腎衰竭、腎毒素 

二硫化碳 溶劑、縲縈生產、除草劑製造 慢性腎衰竭、腎毒素 

乙二醇 

(ethylene glycol) 
溶劑、化粧品、自動工業、化學工業 

急性腎衰竭、堵塞性尿

路病變 

治療劑（藥物） 藥廠、藥商、健康照顧人員 腎衰竭、腎毒素 

 

 

4.肝臟 

肝臟易罹患的疾病主要分成二大類：急性毒性肝炎以及慢性肝病。急性

毒性肝炎經常因吸入有毒物引起，而病理變化通常在暴露兩天後發生。。慢

性肝病經常和長的潛伏期相關－可長至三十年。肝病的特徵經常是肝細胞傷

害，伴隨著出現結節或纖維化（硬化），黃疸（皮膚變黃）等症狀。肝癌也

可能與有害物質的慢性暴露有關。關於致病因，工人所暴露之場所，以及對

肝臟的效應見於表 1-2-4。 

 

 

 



表 1-2-4 職業性肝臟疾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工人 疾病之效應 

含碳溶劑、四氯化碳 清潔液、乾洗 急性肝毒性（肝細胞傷害） 

氯乙烯 塑膠、氯乙烯產品 急性肝炎、肝臟血管內瘤 

砷 熔煉(smelting)、殺蟲劑 慢性肝病 

環氧樹脂(epoxies) 橡膠、合成塑膠 
急性膽汁積留性肝炎（發

炎且膽汁減少） 

鹵化芳香烴類 
溶劑、染料、電子傳輸、

殺蟲劑、潤滑劑、油漆 
急性毒性肝炎 

氯化甲基雙苯胺(chlorinated 

methylene dianiline) 
樹脂硬化劑 急性膽汁積留性肝炎 

 

 

5.心臟血管疾病及血液疾病 

心臟與血管系統的疾病主要是由非職業性的行為如抽煙、飲食、活動

量低的生活方式，壓力，糖尿病等所引起的。與心臟血管疾病有直接相關

的幾種物質中，以二硫化碳（CS2）與冠狀動脈疾病間是存在有因果關係的。 

另外一類的心臟血管疾病為不正常的心臟規律即稱為心律不整。高

度暴露於溶劑如苯或三氯乙烯會導致心律不整。 

最後一個和職業相關的心臟血管疾病包括暴露於硝酸鹽，如乙二醇

雙硝酸鹽(ethylene glycol dinitrate)或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這些物質使

冠狀動脈血管擴張。表 1-2-5顯示了一些化學物，可能有工人暴露的工

廠，以及對心臟血管系統或血液的效應。 



表 1-2-5 職業性心臟血管疾病及血液疾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工人 疾病之效應 

二硫化碳 去脂、乾洗、電鍍、縲縈製造、樹脂製造 
冠狀動脈疾病、 

動脈硬化 

一氧化碳 
許多燃燒之操作、紙（紙漿）工業、石油

精煉 

急性化學性窒息、 

可能增加動脈硬化 

二氯化甲醯 去脂、皮革處理、溶劑過桯、樹脂製造 同一氧化碳 

硝酸鹽 炸藥、化學工廠 
心絞痛、心肌梗塞、

死亡 

氟碳化合物 製冰、溶劑工人、乾洗 心律不整 

鹵族碳氫化合物 乾洗、溶劑工人、去脂、油漆工廠 心律不整 

熱 
烘烤焙人員、爐火工人、熔煉工人、 

火窯工人 

心絞痛、急性心肌梗

塞、死亡 

氰化物 
塑膠製造、殺蟲劑生產、焦爐工人、電鍍

珠寶者、鋼鐵生產 
化學性窒息 

砷 熔煉、農業使用、藥物 冠狀動脈疾病 

 

6.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經常分為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以及週邊神經系統，

包括感覺及傳送的細胞。化學物對神經系統的作用難於一致說明，很多毒

性物質主要的目標器官是其他器官，但仍然對神經系統產生有意義的次要

影響。神經毒素的作用可以簡單的分為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或週邊神經系

統兩類。一些選列的化學物質，工人所暴露的工廠，及對神經系統的效應

見表 1-2-6。 

 

7.生殖系統 

在男性方面可能因為暴露於無機鉛、甲苯、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三氯乙烷等造成精蟲數目減少、精蟲品質降低，以致造成不孕症。在女性

方面則由於甲基汞、沙利竇邁、有機溶劑如四氯乙烯等的暴露，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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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烷等造成精蟲數目減少、精蟲品質降低，或接觸鄰苯二甲基酯類塑化劑等，以致造成不孕症。在女性方面則由於甲基汞、沙利竇邁、有機溶劑如四氯乙烯等的暴露，可能造成



月經週期的障礙、受孕能力減低或懷孕期的種種不適及危險，如妊娠毒血

症等等。對於男女雙方的生育影響最後都會在結果上出現流產、死產、早

產、或胎兒發育遲緩、先天畸型，甚至會提高孩童癌症之發生率。以下就

某些能代表男性生殖系統的危害物質列於表 1-2-7。已知能導致女性生殖系

統問題的物質則列於表 1-2-8。 

 

表 1-2-6 職業性神經系統疾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工人 疾病／效應 

汞（有機形態） 農藥工業 中樞神經系統毒素、許多效應包括心理疾病 

丙 烯 醯 胺

(Acrylamide) 

塑膠工廠、紙、黏著

劑、染料 

中樞和週邊神經系統毒素、心理與許多其他

障礙 

二硫化碳 
縲縈工廠、化學處理

工業、油漆、燃料 

中央及週邊神經系統毒素、心理及許多其他

障礙 

砷 熔煉爐工人 
週邊神經系統毒素、心理功能障礙、感覺功

能障礙 

正己烷及甲基

丁基酮(MBK) 

化學處理工業、清潔

溶劑、黏著劑 

週邊神經系統毒素、心理功能障礙、感覺功

能障礙 

有機磷殺蟲劑 農耕、殺蟲劑生產 
中樞神經系統毒素、突觸傳導降低、多種身

體效應 

溶劑 溶劑、清潔、塗佈 週邊神經系統毒素、恍惚症狀、急性中毒 

錳 煉鋼、乾電池、顏料 
中樞神經系統毒素、多種行為異常、類似巴

金森氏症 

 

表 1-2-7 職業性男性生殖系統疾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 疾病之效應 

鉛 電池製造 減少受孕、自發性流產 

鹵族殺蟲劑 化學工廠、農業 精蟲數目減少、精子前驅細胞破壞 

有機溶劑 化學工廠、削木作業 減少精蟲數量 

微波、X-射線 電子業、研究實驗室 減低受孕力 

化學治療物質 健康照護人員、研究實驗室 減低受孕力 

 

 



表 1-2-8 職業性女性生殖疾病 

致病源 工廠／製程／工人 疾病之效應 

鉛 電池生產、礦業 
減低受孕力、自發性流產、行為或發育的

缺陷 

麻醉氣體 健康照護、護理 增加受孕失敗機率、先天性缺陷 

多氯聯苯 電子業、化學工廠 經由乳汁傳到胎兒 

強化塑膠 塑膠、建築 懷疑之致畸胎原、死產 

氯乙烯單體 塑膠、建築 懷疑與丈夫有關導致自發性流產的效應 

 

最後，會對家屬健康造成危害的化學物質有下列數種 
(8)：  

1、鈹：約 40件報告案例被判定為慢性鈹中毒。  

2、石綿：各國都曾發生過石綿污染勞工家庭的案例，並導致勞工家屬各種石

綿疾病，其中即有多於 100例間皮瘤死亡案例。雖然目前已減少使

用石綿並加以管制，但勞工家屬仍有暴露機會，尤其是建築業勞工

的家屬。  

3、鉛：約 80件報告案例被判定為勞工家屬鉛暴露。自 1990年以來，一半以

上的案例都是勞工的小孩。  

4、汞：勞工家庭汞污染有六個案例，勞工的行業包括鹼氯工廠、溫度計製造

工廠及家庭式金萃取業。  

5、砷：孩童中毒源自於砷礦或冶煉業的砷粉塵由勞工的衣服帶回家中。  

6、鉻：鉻冶煉勞工導致其小孩暴露。  

7、殺蟲劑：殺蟲劑曾導致勞工家屬致死或非致死案例。多數案例發生於 1980

年以前，但最近仍有三件以上的案例。  

8、腐蝕性農業產品(caustic farm products)：農場小孩的案例有 40件以上。  

9、碳氫氯化物：由勞工的衣物造成家屬暴露。  

10、動情性物質(estrogenic substances)：賀爾蒙物質，經由農夫或製藥廠勞工

的衣物影響其男孩或女孩。  

11、氣喘原及過敏原：因動物、蘑菇場、穀類粉塵或其他過敏原引起勞工家

屬過敏反應。  

12、玻璃纖維：絕緣業勞工衣服與家人衣服一起清洗，導致家人皮膚過敏。  



13 、Cyclothriethylenetriamine(RDX)：因父母的工作服導致小孩癲癇發作。  

14、感染性物質：由醫院、實驗室及農業工作者的皮膚或衣服傳染疾病，例

如疥瘡、Q熱。  

 

習題習題習題習題：：：： 

1、何謂奈米？ 

2、何謂綠色化學？ 

3、請舉出三種會引起職業性神經系統疾病的化學物質？ 

4、何謂標的器官（target organ）？在醫院中常用的有害物質甲醛，對人體作用

的標的器官為何？ 

5、請列舉三種半導體業常用的無機氣體？並說明對人體的危害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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