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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95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1:50 承商宇鶴公司執行新竹供油中心 S-15
燃料油槽 FRP 塗裝工程時，因槽內施工區起火，槽內人員 3 名中之 1
人於逃避時滑倒，且被火灼傷面積約 40%，其餘 2 人則平安脫困。

二、事故現場人員、設備及作業之描述
（一）油槽施工現場如右
示意圖。

圖1
（二）槽內 3 人，葉員以雙手鋪設 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陳員及關員以滾輪刷沾取調配好的
塗料，再塗佈於 FRP 上，其中塗料之混合比為 15 公斤環氧樹
脂漆與 5 公斤硬化劑，環氧樹脂漆的主要成份為環氧樹脂
(epoxy)、溶劑(二甲苯及甲基異丁酮)及填充料，而硬化劑的
主要成份為聚醯胺樹脂(polyamide)、溶劑(二甲苯)及填充
料。
（三）事故油槽內的作業設備及器具僅有 3 個塗料料桶、2 根滾輪
刷及 2 盞燈具，另外在油槽底部的清掃孔裝有排風機持續抽

氣，上述設備的位置如圖 l 所示。其中圖 l 中的耐壓防爆型
燈具功率為 lOOOW(110V)，而非防爆型燈具功率則為
400W(110V)。
三、現場不安全管理分析
（一）局限空間作業未執行連續環境測定。
（二）局限空間作業有使用一具非防爆機具。
（三）防蝕塗裝作業，使用含有高揮發性且易燃之二甲苯。
（四）本案油槽施工時已打開槽頂通風口、槽壁人孔及清掃
孔，但僅能以一具送風機固定於清掃孔送風，其通風量無
法送達油槽內各部。

四、起火原因分析
（一）非人為抽煙引燃
現場勘查並沒有發現煙頭及打火機等物品，且供油中心有良
好的煙火管制，故排除抽煙引起此事故。
（二）非電氣火花引燃
槽內的電氣用品僅 2 盞燈具。一盞為防爆燈，此燈外觀上沒
有火焰燒灼痕跡，另一盞非防爆燈，雖然其部分電線絕緣包
覆層被燒毀，但其金屬電線並沒有任何鎔融狀及斷裂現象，
且此燈的插頭在槽外，插頭上亦沒有鎔融狀(電線走火的特
徵)，故排除電線走火引起此事故。
（三）非撞擊火花引燃
槽內金屬物質僅有塗料料桶及滾輪刷的金屬連桿，但在金屬
連桿上並沒有發現明顯的撞擊高溫氧化現象，故排除撞擊火
花引起此事故。
（四）非靜電引燃易燃性蒸氣
據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進行之模擬實驗指出，當以滾輪刷滾
動 FRP 上的塗料時，其靜電壓並無大幅度變化致足以產生靜
電放電現象，最大靜電壓僅達 1 kV，故排除靜電引起此事故。
且當天相對濕度在百分之 60 以上，產生靜電可能性更低。
（五）起火原因判斷為：燃燒三要素之起火可燃物質，疑似為塗裝

用溶劑中受高溫的二甲苯蒸氣，及照明用電線、環氧樹脂熱
裂解所產生的可燃性氣體。提供高溫的熱能來源，可能有下
列 4 個:
1. 環氧樹脂漆與硬化劑混合產生的放熱性反應。
依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進行擬絕熱分析實驗，於室溫
(23.5℃)下，依正常使用比例混合本事故所使用的環氧樹
脂漆及硬化劑(重量比 3:1)，觀察在沒有外界熱源供應的
條件下，混合時間與混合塗料系統的溫度關係，實驗結果
如圖 2，印證環氧樹脂漆與硬化劑混合有明顯的放熱現象，
直到 62.5 分鐘時，系統溫度達最高值 (l77.0℃)。

圖2

2. 長時間光照作用所提供的熱能。
依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進行實驗分析，FRP 有塗覆塗料情
形下，照射 20 分鐘時，電線側下方之溫度即可達 117℃。實
驗結束後，FRP 表面呈現嚴重的焦黑。此顯示 FRP 有塗料會
大幅提升被照射面溫度，該所認為其原因之ㄧ可能為塗料本
身的放熱反應所致，另一個原因亦可能為塗料吸收能量的能
力較佳，而吸收的能量將造成溫度上升。
3. 電線造成的些許過熱。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以電線截面積 1.25mm2 及 0.75mm2 等
2 種三芯電線，在盡量絕熱環境下，連接 500W 的電燈，實驗
結果電線溫度大約會上升 3.9℃(1.25mm2)及 6.6℃
(0.75mm2)。因其溫升不大，且事故現場並非絕熱環境，實際
溫升將更低，故對熱能的提供應僅有些許影響。

4. 電線及環氧樹脂等高分子材料受高溫作用發生放熱性裂
解反應。
依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採用 DSC 對混合塗料(環氧樹脂漆
及硬化劑)及電線絕緣包覆層進行 4℃/min 的昇溫掃描分
析，其中共量測到 5 個放熱波訊號，分別如下表，而各放熱
訊號現象的說明如下:
熱昇溫掃描分析結果表( 4℃/min)
1

2

3

4

5

反應起始溫度(℃)

82.09 270.45 351.42 522.49 570.42

總放熱量(J/g )

120.54 216.00 55.32 1435.2 747.14

第 l 個放熱訊號應為環氧樹脂漆與硬化劑間交互反應所產
生的放熱現象，承如前面 1.的說明。
第 2 個放熱訊號判斷為未反應的硬化劑於此溫度產生放熱
反應。根據 2003 年 Babrauskas 記載電線絕緣包覆層常用的
聚氯乙烯(PVC)的自燃溫度為 263℃，所以第 2 個放熱訊號應
是結合了電線絕緣包覆層放熱性裂解及硬化劑的放熱反應。
第 3 個放熱訊號判斷為未反應的環氧樹脂於此溫度產生放
熱性裂解反應。根據 2002 年實驗報告，對多種不同環氧樹脂
的熱穩定性的研究指出，環氧樹脂的熱裂解溫度介於
287-392℃，因此推論此訊號為未反應的環氧樹脂於此溫度產
生放熱性裂解反應所致。
第 4 個放熱訊號判斷為二甲苯燃燒所致。根據勞工安全衛
生研究所提供的物質安全資料表，二甲苯的自燃溫度為 527
℃，因此，此訊號應為二甲苯自燃所產生的訊號。
第 5 個放熱訊號判斷應為環氧樹脂與硬化劑反應後所產生
的產物，於此溫度放熱分解反應所致。
（六）起火原因綜合如下：起火原因係為下列 4 種原因之結合，導

致可燃性氣體達自燃溫度。
1.環氧樹脂漆與硬化劑混合產生的放熱性反應。
2.1000W 與 400W(110V)投光燈長時間光照聚焦提供的熱能。
3.電線造成的些許過熱。
4.電線及環氧樹脂等高分子材料受高溫作用而發生放熱性裂
解反應。

五、事故自燃原因推論：
綜合上述推論，此事故一開始的火源較可能位於電燈照射面
的電線側下方，因為此處不僅能獲得電燈照射所提供的熱能外，
亦可取得電線使用時所產生的熱能，且側下方能提供較佳的絕熱
效果，不易散失混合塗料反應(環氧樹脂漆及硬化劑)所產生的放
熱量，更有助於溫度提升，此外，電線側下方局部溫度上升至
270℃左右時，將再造成電線絕緣包覆層(PVC)產生放熱裂解反
應，將會使溫度繼續上升而引發硬化劑(聚醯胺樹脂)及環氧樹脂
的放熱裂解，溫度再不斷提升最終引燃環氧樹脂漆及硬化劑的溶
劑蒸氣(二甲苯蒸氣)，及熱分解所產生的可燃性氣體。

六、預防及改善措施
（一）高危險性作業確實執行連續環境測定：槽內或局限空間
作業應安裝連續監測設備，加強周遭環境之監控。
（二）嚴格要求依本公司局限空間作業規定執行安全管理，如
禁止使用非防爆機具、設置監視人員、出入者應簽名並紀
錄等措施。
（三）類似工程施工前召開之工程安全會議中，應明確逐項告
知承包商，有關局限空間之危害防止、油漆作業(有機溶
劑) 之危害防止及缺氧危險作業之危害防止等，施工時仍
需加強要求承包商確實執行所有安全檢查。
（四）監造人員對油槽防蝕塗裝作業，應嚴格要求承商依油漆
規範施工。本案原設計使用之硬化劑（含二甲苯量多）比
例甚低，承商未經同意擅自摻配較高之比例，而增加施工
的危險性。

（五）加強工程人員之教育訓練：因油槽 FRP 防蝕塗裝工程在
桃竹苗處屬第一次施工，監造人員專業知識不足。應持續
邀請煉製事業部油工所及煉研所專家，指導油槽油漆塗裝
作業之規範、施工程序及作業安全。
（六）儘量打開油槽所有開孔通風：本案油槽施工時已打開槽
頂通風口、槽壁人孔及清掃孔。送風機固定於清掃孔，人
孔當作出入口（亦是事故時唯一逃生口）
，其通風量無法
送達油槽內各部，若能打開攪拌機孔等增加通風量，應可
大幅降低槽內溫度升高及可燃性氣體之聚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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