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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12月2日深夜，美國聯合碳化公司設在印度波帕爾（Bhopal）的殺蟲劑

工廠的儲槽外洩。這個儲槽儲存了10,000加侖生產殺蟲劑的原料─劇毒的異氰酸甲

酯（Methyl Isocyanate，簡稱MIC）。約三噸的毒氣外洩後，毒氣雲籠罩著工廠附

近的平貧民區，造成約2000人死亡、二十多萬人住院治療的悲劇（圖 2-1）。 

 

 

圖2-1 波帕爾農藥工廠毒氣外洩後，附近村民現場慘況 

 

    這次外洩事件的發生是有人錯把水排放至異氰酸甲酯儲槽中，MIC和水反應所

釋放出來的熱能將MIC加熱至沸點，導致MIC蒸發，造成儲存槽內壓力上升。當內

部壓力高到某種程度後，壓力疏解閥會突然開啟，將MIC蒸氣排放出來。 

    這個意外到底要歸咎於誰呢？至今仍難以判斷。很明顯地，此工廠的設計者

確實預料到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因此裝設了安全系統以避免災害或降低潛在危害

發生的可能性。工廠的管理人員不僅疏於職守，而且還以安全系統尚在維修中作

為藉口，這種行為更是不可原諒。當意外發生時，聯合碳化公司似乎也沒有執行

緊急應變措施，以告知或疏散當地居民。 

    1989年10月23日位於美國德州帕薩丁納市(Pasadena, Texas, USA)的菲力浦化

學公司所屬的高密度聚乙烯工廠發生爆炸事件（圖 2-2），造成23人死亡、314人

受傷，爆炸威力相當於10噸的三硝基甲苯炸藥，一時黑煙蔽天，周圍十哩之內皆

會感到震波，兩個生產高密聚乙烯的工廠全部被毀壞，財產損失高達近八億美元。 

    此事件發生後，震驚美國化學工業界、國會及政府主管機關，因而加速工業

安全管理法規之修正，OSHA1910 119‧ （化學工廠風險管理系統法規）之迅速頒

布及執行與此事件有很大的關係。 

    爆炸是由於乙烯原料及異丁烯（催化劑攜帶流體）由高壓（五十公斤／平分

公分）反應迴路中洩出，形成巨大的蒸氣雲後，遇點火源著火爆炸。至於為何乙



烯及異丁烯會由迴路中逸出，雖然難有定論，但絕對非操作失誤或蓄意破壞所造

成的。最可信的原因為維護工作執行的不夠徹底，以及安全管理不當。美國職業

安全與衛生署調查報告中，指出廠方作業及管理不合安全規定者，達五十五項之

多。 

 

(a) 

 

(b) 

圖2-2 飛利浦聚乙烯工廠爆炸事件失火爆炸(a)與滅火後(b)場景。 

 

    1996年5月的一個晴朗的午後，一架592晚班的DC-9型客機，由美國邁阿密

(Miami, Florida, USA)國際機場起飛後不久，電子系統發生故障，大量濃煙充滿了

駕駛艙及客艙，最後墜毀於埃佛格雷生態系統(Everglades, ecosystems（圖 2-3）,

美國最大淡水沼澤地)，機上二位駕駛員，二位空服員與105位乘客全部罹難。 

    事故是因為飛機上載運的許多廢氧氣瓶，意外失火所引發的，調查報告指出

這些氧氣瓶不但沒有妥善裝置，而且也不應該放置於飛機上。 



 

 

     
                  (a)                              (b) 

 
(c) 

圖2-3 邁阿密DC-9飛機失事(a) DC-9飛機；(b) 失火的氧氣瓶；(c)殘骸。 

 

 

    由上面三個案例可知，無論是重大工業災變或交通事故，都不是一個單一事

件所引發的，如欲防範未然，首先必須探討災變發生的原因，然後才能研擬出有

效對策。本單元首先將討論災變發生的起源與演變的過程，最後提出控制的策略。 

 

2.1 災變發生的起源災變發生的起源災變發生的起源災變發生的起源 

災變是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意外事件有下列主要特徵： 

� 期望率（預測率）低 

� 避免程度低（難以有效避免） 

� 企圖與意願程度甚低（非企劃性、非蓄意性） 

    意外事故「非預期性」、「無法預測」，而且難以有效完全避免，因此唯有

從過去災變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2.2 意外事件的類型意外事件的類型意外事件的類型意外事件的類型 

意外事件分成三種類型：程序性、工程性及組織性(Langewiesche, 1998)。程序

性意外事故恐怕是最普遍的類型，主要是指不當選擇或不遵循規定行事所造成的

意外。舉例來說，民航業中的程序性意外事故常被視為「飛行員的錯誤」，這類

意外都是由於誤判重要的儀表、起飛前未掌握天後狀況，或違反規定和程序所導

致的後果。這類錯誤不見得只會發生在飛行員的身上，航管和維修人員也會犯下

這些錯誤。工廠操作人員未遵守標準作業步驟或誤判溫度、壓力、流量等儀表，

也可能造成火災、爆炸或危害物質的散逸，導致人員的傷亡、財產及商譽的損失。 

    工程師必須防範可能造成意外的程序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繳交工程圖前

未能審慎檢查、沒有遵照設計規定，或是未依據工程界所認同的規範進行設計等

等。工程界已充分瞭解程序性意外，只要加強訓練與監督、制定新的法規、以及

要求管制者審慎檢核，就可以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法。 

    工程性意外則是由設計上的瑕疵所引起的，例如材料使用不當、設備或零件

未能發揮預期的功能、或是無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操作正常等。例如飛機引擎中

渦輪機的螺旋槳葉有時會有非常細微的縫隙出現，當這些縫隙嚴重到一定程度

後，螺旋槳葉就會產生故障，甚至解體。工廠中的馬達、壓縮機、儲槽等設備也

會由於類似的原因，引發成不可收拾的災害。因此，設計就必須預測工程性錯誤，

在測試過程中找出問題所在，並設法改善；預測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是不可能的，

有時測試項目也未必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操作狀況。這類意外事故可以理解，而

且透過現場經驗和實驗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即可減少意外的發生。 

    組織性意外難以瞭解，也不易掌控，這類意外事件的發生是複雜的科技與那

些必須應用這些科技的複雜性組織的特徵。民航業是這種現象的最完美的例子。

現代客機是非常複雜的系統，需要許多人員，包括處裡行李的員工、技工、空服

員、飛機駕駛員、政府檢查員、督察與航管人員等共同作業，才能確保飛機運轉

得當。在整個飛航過程中，很多階段都可能會發生錯誤，有時這些錯誤會造成嚴

重的後果。通常一個小錯誤並不致於造成問題，但是一連串的小錯誤卻會引發大

的災難。這種情況下文所敘述的價值噴射航空公司的空難案例中，可以窺得端倪。

在該案例中，很多人犯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錯誤，這一連串的小錯誤相互加成的

結果，引起一場重大的意外事故。 

    民航業並不是社會上唯一容易發生組織性意外事故的複雜性工程系統，現代

化軍事系統，例如必須依據複雜的偵測與通訊系統才可操作的核子武器、仰賴複

雜的控制和安全防護系統的核能電廠與自動化煉油及石油化學工廠特別容易發生

組織性意外。美國三哩島核能發電廠放射性物質洩漏事件、印度波帕爾毒氣洩漏

及美國菲力浦石化公司聚乙烯廠爆炸皆屬於組織性意外所引發的災變。 

    表 2-1 中列出不同產業的意外統計，如以致命威脅（致命意外率）而論，化

學工業僅略高於運輸工具（汽車）業，但是如果將工作天數損失包括在內（美國

職業安全與健康署意外率），則化學工業遠較其他工業安全。如與非工業性活動

例如居家、旅行、戶外運動（表 2-2）相比，大部分工業的致命意外率僅略高於居



家，遠低於乘坐小汽車、飛機或戶外休閒活動，更較現代人的吸煙或吞服避孕丸

安全。 

    工業意外所造成的財產損失，視業別而異，其中以化學工業為最嚴重，1967

至1996年的三十年間，世界上100件最大的化學工業災變總財產損失約75億美元

（1997幣值），其中以1989年美國德州帕薩丁納市(Pasadena, Texas)聚乙烯廠事件

損失最大，約8億美元，1984印度波帕爾市(Bhopal, India)農藥工廠產生劇毒性異氰

酸甲酯洩漏，造成二千餘人死亡，二十多萬人受傷（Mahoney, 1997）。 

    

 

 

 

 

 

  

表2-1 不同產業的意外統計（Lees, 1986） 

產業別 
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署災害率 

（包括死亡及工作天數的損失） 

死亡頻率 

（死亡人數/10
8
 工時）（註一） 

化學 0.49 4.0（註二） 

  5.0（註三） 

  5.0（美國） 

  5.0（西德） 

  8.5（法國） 

運輸工具 1.08 1.3 

鋼鐵 1.54 8 

造紙 2.06 - 

煤礦 2.22 40 

食品 3.28 - 

營建 3.88 67 

農業 4.53 10 

肉類 5.27 - 

卡車運輸 7.28 - 

空服業  

(飛行員及空服人) 
- 250 

註一：英國統計數據 

註二：不含1974年傅立克斯鎮爆炸事件數據 

註三：含1974年傅立克斯鎮爆炸事件數據 



表2-2 非工業性人數活動的致命統計（Lees, 1986） 

活動 

（自發性活動） 

致命意外率（FAR） 

（死亡次數 / 10
8工時） 

致命機率 

（平均每年每人致命） 

1.居家 3  

2.乘坐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 3  

．火車 5  

．小汽車 57 17×10
-5

 

．自行車 96  

．飛機 240  

．摩托車 660  

3.戶外活動   

．打美式足球 - 4×10
-5

 

．獨木舟 1,000  

．攀爬岩壁 4,000 4×10
-5

 

4.吃避孕丸 - 2×10
-5

 

5.抽煙（每天一包） - 500×10
-5

 

（非自發性活動） 

被隕石擊中  6×10
-11

 

被雷擊中（英國）  1×10
-7

 

失火  150×10
-7

 

被車輛撞到  600×10
-7

 

核能電廠的輻射外洩（1公里內）（英國） 1×10
-7

 

飛機失事（英國）  2×10
-8

 

壓力容器爆炸（美國）  5×10
-8

 

潮水漲出堤防（何蘭）  1×10
-7

 

白血病  800×10
-7

 

 

 

2.3 災變演化的過程災變演化的過程災變演化的過程災變演化的過程 

    任何一個災害的發生皆由於一個或數個非企劃化性，意外事件所引發的。 

發生的過程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1. 發起（Initiation） 

2. 散佈（Propagation） 

3. 後果（Consequences） 

    首先發生的意外事件為發起事件（initiating event），例如，機械設備的失常、

管線破裂、電力或蒸氣的中斷、天災、人禍等，如果發起事件的影響範圍很小或

不引發一連串的連續事件時，災變不致會發生；例如一個未與控制元件直接相連



溫度計的損壞，也許會造成操作人員的不便，但並不一定會直接造成控制閥的錯

誤開啟或操作員的判斷失誤。如果此溫度計的指示數據直接控制冷卻水的流量，

失常後，冷卻水供應減少，反應器內的溫度不斷上升，而溫度計又無法正確指示

正確情況及指示冷卻水控制閥加大開啟速度，反應及可能在短時間內失去控制，

壓力則不斷上升，如果疏解閥或排放系統設計不良時，及可能發生爆炸或可燃物

質外洩的後果。 

    這種機械、系統或操作人員對於發起事件的反應事件稱為中間事件。中間事

件發生後的階段為散佈階段，此階段的設計或人為性的疏解、災害控制或制止的

因應措施也屬於中間事件。 

    中間事件演變的結果會造成可怕的後果，例如火災、爆炸、有害或物質的洩

漏，這些後果發生後，又會引發出其他的事件及後果，例如管線破裂後，可燃性

氣體外洩，而形成蒸氣雲，遇火源著火後爆炸；氣雲爆炸會造成其他桶／槽或設

備的損壞，又可引發毒性物質的外洩、散佈、火災與爆炸的後果，進而造成人畜

傷亡及社區環境、生態的破壞。 

    表 2-3 列出危害、發生事件、散佈及後果的例子，危害（hazard）是造成化

學災變的隱因，例如易燃、可燃、反應性或劇毒性物質。意外發生時，足以造成

廠區及附近地區人員的傷亡及財產的損失。發起事件則為設備失常、失控、人為

失誤、公共設施的中斷、洪水、地震、雷電、颱風等天災或恐怖份子蓄意破壞；

散佈階段的中間事件為操作條件（壓力、溫度、流速、濃度及相態）的變化、圍

堵失效、有害物質外洩、潑灑及控制失常；後果則為火災、爆炸、撞擊、毒物散

佈等。 

    以1984年發生的波帕爾異氰酸甲酯排放事件為例，（圖 2-4）顯示意外事件發

生的順序，起始事件為水或雜質進入儲槽之中，造成溫度上升。由於冷卻系統失

常，槽內異氰酸甲酯蒸發，壓力上升，引發疏解閥開啟。 

    1996年邁阿密機場的DC-9飛機失常事件中，許多工作人員都犯了小錯誤，例

如不應將使用過的廢氧氣瓶裝入貨艙之中，氧氣瓶未使用合格的防護蓋、氧氣瓶

未妥善包裝、停機坪的工作人員與副機長不應允許這批氧氣瓶裝上飛機，貨艙內

未裝置偵測高溫與濃煙儀器等。因此，當氧氣瓶遭到撞擊而點燃瓶內的爆炸器後，

由於氧氣瓶裝在箱內，通風不良、溫度迅速上升，導致貨艙中的輪胎爆裂著火。 

  

 

 

 

 

 



 

 

 

 

 

 

 

 

 

 

 

 

 

 

 

 

 

圖2-4 波帕市農藥工廠劇毒物質排放事件發生順序圖 

 

2.4 災變的預防災變的預防災變的預防災變的預防 

    圖 2-5 顯示災變演化的流程圖，此流程圖雖與（表 2-3）類似，但是將發展

過程分類為四個大類，由於這四個項目的英文皆以E開始，因此可稱為四E原則： 

1. 評估（(Evaluation）； 

2. 工程控制（Engineering）； 

3. 管制（Enforcement）； 

4. 教育訓練（Education）； 

危險狀況，一般操作程度

頻率 

失誤事件 

工廠停工 

非正常操作 

失誤事件 

質能控制失常 

緊急排放 

失誤事件 

排放控制 

洗滌塔及燃燒塔 

失誤事件 

接觸障礙 

物理障礙及距離 

失誤事件 

後果  緩和 

醫療及其他協助 

失誤事件 

乾旱：農民收入低，無力購

買農藥：政府支持競爭對象

維護管理不良 

設計上疏失 

操作管理能力差 

操作員訓練不足 

維護管理能力差 

設計疏失 

緊急應變計畫及管理不足 

緊急應變計畫及管理不足 

經濟危機 

員工穩定性低 

危害物儲量大 

水流入MIC儲槽 

冷凝系統停機 

未安裝線上監視儀表 

控制失常 

壓力升高  防毒面具不足 

未使用轉移槽 

操作員不具緊急應變能力 

完全失控 

洗滌塔停機 

燃燒塔停機 

水壓低，水力不足 

大量劇毒物質排放 

未使用警報器；民眾及地方當

局未接受警示；未進行緊急疏

散 

社區民眾接觸劇毒物質 

未能及時提供醫護人員意外原

因及醫療方法 

災變，人員死亡 

人口稠密 經濟發展及人口壓力 

條件 事件發生順序 導致狀況的條件、事件 



 

圖2-5 災變演化流程 

 

 

 

 

 

 

 

表2-3 災變演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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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事件 
危害 發起事件/意外 

散佈 修正及控制 

災變後果 

過量的危害物儲存量  機械設備失常 程序參數失常 安全系統反應 火災 

．著火物質 ．泵、閥、 ．溫度、壓力、 ．疏解閥  

．可燃物質 壓縮機 ．濃度 ．備用公共設施 爆炸 

．不穩定物質 ．儀器、偵測器 ．流率 ．備用機件/系統  

．毒性物質  ．相態  撞擊 

．過熱或過冷物質 圍堵失效   緩和系統應變   

．惰性物質 ．管線 圍堵失效 ．通氣 劇毒物質散佈 

 ．桶槽 ．同左 ．短堤  

快速反應特性 ．儲槽  ．火炬 人為失誤 

．反應物 ．氣密墊 物質外洩 ．噴水系統  

．產品  ．可燃性  快速反應物質 

．中間產品 人為失誤  ．爆炸性 ．控制反應   

．副產品 ．操作 ．毒性 ．計劃中 散佈 

 ．維修 ．反應性 ．臨時決定  

對下列參數或物質敏 ．測試    

感的反應  著火及爆炸  意外發生後應變  

．雜質 公共設施中斷 ( 操作員失誤 ) 措施  

．溫度、壓力、濃度、 ．電力 ．忽略 ．警示  

酸鹼度等程序參數 ．水 ．安裝 ．緊急應變  

 ．空氣 ．診斷/決策 ．個人防護設備  

 ．蒸氣  ．疏散及警衛  

     

 天災人禍 外在因素 外在事件   

 ．洪水、颱風、 警示遲滯 ．早期偵測  

 地震、雷擊 未警示 ．早期警告  

 ．恐怖份子破壞    

  方法及資訊錯誤 資訊傳送   

 方法及資訊錯誤 ．數量 ．路徑  

 ．設計 ．實用性 ．方法  

 ．傳播 ．時效性 ．時效  

 

2.4.1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評估包括危害辯識、風險評估等，危害辨識的目的在於發現製程中可能造成

危害的因素，危害辨識的方法很多，工程師可依據其需要，選擇適當方法執行。

風險評估為評估一個系統的危險程度的系統性方法，其目的在於意外發生前即找

出製程中危害、機率、影響，以及由三者組合的風險程度，其結果可以作為決策

的依據，風險評估包括危害鑑定、機率分析、影響分析、風險分析等部份。 

2.4.2 工程控制工程控制工程控制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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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的重點在於設計的合理化、安全化，營建的水準符合設計要求及安全標

準。 

1. 設計合理化、安全化： 

──廠址選擇。 

──廠房、設備佈置。 

──本質安全設計： 

   降低／去除製程中的為害。 

   減少可燃物質的使用量、儲存量。 

   選擇和緩的操作條件。 

──足夠的安全防範設施： 

   緊急疏解系統。 

   急冷、緩和、洗滌、焚化等處裡。 

   消防設施。 

   緊急因應企劃。 

──安全檢討。 

2. 工程及營建符合設計要求及安全標準： 

──標準規範。 

──安全準則。 

──品質保證。 

2.4.3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管制又稱為行政控制是管理階層利用職權要求員工遵循行政命令、指令、作

業標準、步驟或理念，以加強或補充工程控制（及設備及程序控制）的不足，而

非取代合理的工程控制。由於厲行必須仰賴員工的認知及合作，因此所有使用的

作業標準、步驟、準則、指令、命令等必須以文字明示，敘述說明及存檔，並提

供員工使用。 



    最主要的安全作業標準是所謂操作安全標準（operational safety standards）與

維修安全標準（maintenance safety standards）操作或設備改善安全標準，所有操作

運轉及維修工作必須符合安全標準所規定的準則。 

2.4.4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的目的在於不斷地建立員工正當的安全意識、工安規則以及緊急防

範逃生措施；其內容為： 

1. 安全意識之建立； 

2. 安全政策之責任； 

3. 危害通識； 

4. 基本消防、緊急應變措施； 

5. 危險物品之處理及儲存； 

6.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訓練方式可分為課堂講習、現場實習，例如消防及緊急應變、疏散、定期性

檢討、電腦模擬等。 

 

 

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 

1. 何謂『危害因子』？ 

2. 災變的演化過程可分為哪幾類，並簡述之？ 

3. 如何預防災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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