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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職業病往往是長期潛伏的慢性疾病，尤其是職業性癌症，其潛伏誘導期經常長達10至20

年以上；某個職業病究竟是否由工作所引起，往往是問題的爭議點所在，尤其是癌症，其發

生可由其他醫學及外在因子引起、干擾因子比較多，例如：勞工本身的生活、飲食習慣、公

共衛生條件如運動、抽菸、飲酒、嚼檳榔等、加上潛伏期長、因果關係往往較難以釐清，所

以要如何確認是否為工作相關，以及伴隨而來的如何補償，經常是各國討論的重點。職業性

癌症的預防、診療或補償，皆與職業性癌症的診斷有密切的關係。研究、調查與診斷職業性

癌症的目的在於希望早期診斷、發現、並控制可能導致疾病的原因，防患於未然，同時對罹

病工人給予適當工傷診療、補償及復工之正義。職業病因診斷目前是瓶頸，因為最近十年來

每年診出之個案數大多少於10人，因此訂出較有共識之認定指引，以促進病因診斷與社會正

義之實現。

由於癌症為勞工死亡原因之首，其中肝癌位居第1位，而勞工膀胱癌亦不容忽視，因此

由本所職業危害評估研究組潘致弘博士編撰此職業性肝癌與膀胱癌認定參考指引，以解決職

業性癌症認定的困難，早期診斷、發現、並控制可能導致疾病的原因，防患於未然，同時對

罹癌工人給予適當工傷診療、補償及復工之正義。

 所長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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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氯乙烯單體暴露導致職業性肝癌之

認定參考指引

一、導論

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mer)是製造聚氯乙烯的原料，已被國際癌症研究署

(IARC)認定可引起肝癌及肝血管肉瘤 [1]。1974年叢集性的肝血管肉瘤首次在美國肯塔基路

易維爾市報導，所有的男性病患皆是當地工廠聚乙烯工人；到1981年時，1,855名年齡大於

35歲的勞工中，有10名肝血管肉瘤患者，而當地居民則無其他案例。一篇回顧20位氯乙烯暴

露後的肝血管肉瘤病患，首次暴露到發生腫瘤的時間約19年，從11到37年。肝血管肉瘤與含

砷農藥、砷污染的酒亦相關，但證據不如氯乙烯強 [2]。

我國增列之勞保職業病種類項目列出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mer)引起的職業性

癌症是肝血管肉瘤，民國99年9月亦增加了肝細胞癌（排除B型肝炎與C型肝炎患者），但許

多在B型肝炎高流行率的國家之研究，流行病學顯示一致性的證據，氯乙烯單體的暴露會增

加肝功能異常、肝纖維化或硬化，及肝細胞癌的罹病風險 [3-6]，尤其在B型肝炎感染的工人

有協同交互作用(synergistic interaction)，風險更高 [4, 7]。

二、具有潛在危害的職業

氯乙烯單體(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為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之原料，

聚氯乙烯塑膠材質用途很廣，主要是用來製造導管、電線、電纜外包、地板、家庭裝飾、塑

膠管、瓶、玩具、皮鞋、包裝、衣服、汽車零件和襯墊、冷媒和氣體推進劑等之原料。聚

氯乙烯是由氯乙烯單體經重合反應(polymerization)而生成的一種可塑性的白色粉體，生產步

驟為(1) 加料、洩料 (2) 重合反應 (3) 脫除 (4) VCM回收 (5) 乾燥與倉儲等。氯乙烯沸點是 -14 

℃，儲存時必須加壓使之液化，生產方式採用乙烯氧氯化及平衡式兩法，生產步驟大略為：

(1)直接氯化反應 (2)氧氯化反應 (3) 二氯乙烷(EDC)純化 (4) EDC 裂解 VCM 純化 (5)VCM 裝

載與儲存 (6) 製程廢水脫餾。

最主要使用VCM是在生產PVC，VCM職業暴露高危險群除了聚氯乙烯工人外，VCM製

造廠及運輸業工人也可能是暴露於產物VCM的高危險群。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一）臨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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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源自肝細胞，占原發性肝癌的80%，

原發性肝癌的其他腫瘤形態包括肝內膽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肝母細胞瘤(hepatoblastoma)與肝血管肉瘤(angiosarcoma of the liver)[8]。膽管癌

(cholangiocarcinoma)源自膽管上皮內襯，肝內膽管癌源自肝內膽管，國際疾病分類

為原發性肝癌，有兩種形態的肝內膽管癌，一種源自肝臟的周邊，一種較靠近主膽

管(major bile duct)，這些腫瘤可能是擴散或多中心的，擴散型的腫瘤可能會稠密纖維

化。有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肝細胞癌開始時是單獨的小瘤，源自肝臟的任

何部位 [9]。

肝細胞癌常見症狀包括腹痛、體重減輕、疲勞、腹部腫脹及厭食，大部分的病人

有肝腫大，其他常見的情形有腹水與黃疸，侵入肝硬化的肝細胞癌常會使已經異常的

肝功能更惡化，導致在腫瘤變得很大之前病人即死亡 [8]。肝內膽管癌的特徵是全身

倦怠、輕微腹痛與體重減輕，疾病末期出現黃疸與膽管炎 [8]。

肝血管肉瘤是少見的腫瘤，與氯乙烯和砷暴露間有強烈因果關係，此種癌症最常

見於中年男性，男女比例4：1，發生的平均年齡為53歲，特性是長期的無症狀但實驗

室數據異常、難以診斷、對治療反應不佳。肝血管肉瘤的症狀沒有特異性，而且很多

病患可能沒有症狀，腹痛是最常見的症狀，通常在右上腹，25-50%的病人有疲勞、

無力、體重減輕等現象，理學檢查時會有肝腫大、腹水、黃疸與較少見的脾腫大，

其他較少見的發現包括腹部腫塊、壓痛、蜘蛛狀血管瘤(spider angioma)與惡病體質

(cachexia)[10]。

（二）實驗室與影像學檢查

大部分的肝癌病人可以電腦斷層與超音波診斷，確切的診斷需經由切片或手術做

組織病理學分析[8]。甲型胎兒蛋白(α-fetoprotein, AFP)超過400 ng/ml 可視為肝細胞癌

的診斷證據，但是少於一半的肝癌病人會產生如此高的甲型胎兒蛋白[11]。2000年歐

洲肝臟研究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ASL)所列出診斷

肝癌的非侵襲性基準包括：直徑大於2公分的肝腫瘤需要兩種影像學診斷都確認有動

脈相高血管性(arterial hypervascularization)典型肝癌之表現，或一種典型的影像學診

斷加上血清甲型胎兒蛋白超過400 ng/mL [12]。美國肝病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 AASLD)在2005年提出診斷肝癌的非侵襲性基準為直徑大於

2公分的肝腫瘤，需要一種影像學診斷（電腦斷層CT或核磁共振MRI）確認有肝癌之

動脈相高血管性的強烈顯影與在肝門靜脈相（或稱為延遲相）隨之淡化(arterial phase 

hypervascularity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or delayed phased washout) 之典型表現或甲型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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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蛋白超過200 ng/mL；如果肝腫瘤介於1-2公分，則需要兩種影像學診斷確認有肝癌

之典型表現；若影像學表現不典型，則需要作肝臟切片作病理的確診 [13, 14]。

肝血管肉瘤病人常有稍微貧血，偶爾可見標的細胞(target cell)，約一半的病

人有白血球增多症(leukocytosis)及血小板減少症(thrombocytopenia)，其他異常包

括凝血時間延長、纖維蛋白裂解產物(fibrin split products)升高及低纖維素原血症

(hypofibrinogenemia)。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有肝功能異常，最常見的是血清鹼性磷酸酶

(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上升，許多病人有麩胺酸苯醋酸轉氨酶(serum apartate 

transaminase, AST)、總血清膽紅素(total serum bilirubin)、血清乳酸脫氫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上升，血清蛋

白降低。甲型胎兒蛋白(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以肝動脈照

相(hepatic arteriogram)與肝臟切片診斷。這些病人在疾病末期前通常會發生重大的併

發症，包括動靜脈分流造成的鬱血性心臟衰竭、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周邊

血小板破壞、肝衰竭、腹膜腔積血，主要的死因通常為不可逆的快速進行肝衰竭。肝

血管肉瘤預後很差，整體的存活中位數為6個月，只有少數人活到2年[9]。

肝血管肉瘤病人之常規腹部X光通常為正常，有時腫塊會將胃推向一邊，常見

食道靜脈曲張(esophageal varicose)，胸部X光常顯示右半邊的橫膈異常，包括橫膈

上升、右側的胸膜積水、肺擴張不全或胸膜腫塊。大部分病人的放射性核種肝掃描

(radionuclide liver scan)為異常，但是其代表的意義可從填充缺陷(fi lling defect)到無特

異性的非均質攝取(non-homogeneous uptake)，可能會與肝硬化及脾腫大無法區別。肝

動脈攝影是最有用的診斷工具，通常可見正常大小的肝動脈被腫瘤移位、周圍腫瘤染

色(peripheral tumor stain)、中期動脈相(the middle of the arterial phase)有puddling（小水

坑）、中央區域血流供應減少(hypovascularity)，肝臟超音波亦可見肝臟腫塊。確定診

斷最好是採內視鏡肝切片，封閉式切片(closed biopsy)可能會造成血管腫瘤出血。肝血

管肉瘤是很罕見的癌症，由於診斷困難與病程惡化迅速，超過50%的肝血管腫瘤在死

後才診斷出來[9]。

（三）預後

原發性肝癌的存活率低，發生率與死亡率幾乎一樣[7]，一般只有10-20%的肝細

胞癌可以手術完全移除，若腫瘤無法完全移除，通常在3-6個月內死亡，然而少部分

病人可存活多於6個月 [15]。台灣的肝癌存活中位數，約為8.5個月，男性約7.8月，女

性11.2月 [16]。

肝血管肉瘤病人在疾病末期前通常會發生重大的併發症，包括動靜脈分流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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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血性心臟衰竭、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周邊血小板破壞、肝衰竭、腹膜腔

積血，主要的死因通常為不可逆的快速進行肝衰竭。整體的存活中位數為6個月，只

有少數人活到2年[10]。

四、流行病學證據

在杜宗禮等人研究中，從勞保資料庫中找出2,224名氯乙烯單體工人（暴露族群），以

1985年1月1日至1994年3月31日間眼鏡業工人與機車製造工人（非暴露族群）為對照組、且

以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做比較。結果顯示氯乙烯單體工人因肝癌、肝硬化住院的風險顯著增

加，其中有8位為肝癌患者，另外又從死因登記找到4位肝癌患者；肝癌平均潛伏期約20年，

與其他研究無異，11位有B型肝炎檢測資料者中的10位是B型肝炎帶原者。由於研究大致排

除其他會導致肝癌的病因，所以B型肝炎帶原者加上職業暴露氯乙烯單體，可能會引起肝癌 

[17]。

翁瑞宏等人的台灣氯乙烯工人回溯性世代研究，與全台灣男性標準人口比較，男性工人

罹患肝癌的標準化死亡比為1.78（95%信賴區間：1.15-2.62），顯著增高，進一步分層分析

發現1970年以前進廠的男性工人最具顯著相關，肝癌標準化死亡比為4.82（95%信賴區間：

2.41-8.63)。臨床證據也指出罹患肝癌的研究世代成員，大多為肝細胞癌 [18]。

為了探討B型肝炎病毒在氯乙烯暴露工人之肝硬化或肝癌發展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翁

瑞宏等人利用原先所建立的氯乙烯工人世代，進行病例對照研究；共收集40名肝硬化、肝

癌病例與未罹此二種病的155名對照之氯乙烯暴露工人進行分析。當以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陰性者中，從未參與清槽工作並且非1970年以前即被雇用之工人為基本非暴露組，則B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陰性者中，曾經參與清槽工作並且在1970年以前即被雇用之工人，具有

3.8倍的肝硬化、肝癌相對風險（95%信賴區間：0.8 - 17.7）；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陽性者

中，從未參與清槽工作並且非1970年以前即被雇用之工人，具有9.0倍的肝硬化、肝癌相對

風險（95%信賴區間：3.3 - 25.0）；而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陽性者中，曾參與清槽工作並

且在1970年以前即被雇用之工人，具有最高的相對風險（matched odd ratio [ORm] = 26.3；

95% C.I. = 2.7 - 261.0）。這些結果證實職業性氯乙烯暴露與B型肝炎病毒感染對於肝硬化或

肝癌的發展，具有協同交互作用存在[19]。

再深入探討氯乙烯引起肝癌的致癌機轉，研究氯乙烯所導致的p53突變，以及DNA傷

害，發現姊妹染色分體交換(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頻率增加。氯乙烯暴露工人若攜帶有

愈多的易感性基因型，特別是XRCC1 Gln-Gln和CYP2E1 c2c2基因型，就愈容易增加氯乙烯

所導致的p53突變與姊妹染色分體交換頻率的危險 [25, 26]。在氯乙烯引起肝纖維化的機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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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CYP2E1 c2c2基因型會顯著增加肝纖維化的風險，證實代謝酵素的基因多形性可解

釋個人易感性的差異 [20]。

在Kielhorn等人的文章中指出，氯乙烯(Vinyl chloride)暴露者由於45倍肝血管肉瘤風

險，因而有五倍肝癌風險。直到1998年肝血管肉瘤 全球有197個案例。肝血管肉瘤的平均

潛伏期(latency)為22年。人類和老鼠由於氯乙烯導致突變腫瘤造成肝血管肉瘤或肝癌的突

變樣(mutation spectra)與其它原因導致的癌症相當不同；在老鼠中，持續發現鹼基對(A:T)

在p53基因蛋白質突變表現(promutagenic properties)有氯乙烯代謝時的DNA加合物1,N(6)-

ethenoadenine [21]。

圖1　氯乙烯DNA加合物在有機體內代謝反應[21]

探討代謝及DNA修補基因多型性與氯乙烯暴露所導致的突變p53蛋白以及anti-p53抗體表

現之關係。研究對象是333名男性氯乙烯暴露工人；結果顯示在調整年齡及抽菸的作用後，

相較於具有X-ray repair cross-complementing group 1 (XRCC1, exon 10) Arg-Arg / Arg-Gln基因

型的氯乙烯低暴露組工人，具有XRCC1 Gln-Gln基因型的氯乙烯高暴露組工人，呈現明顯

的p53過度表現(over-expression)之危險(odds ratio [OR] = 6.4；95% C.I. = 1.8 - 23.5)；有趣的

是，氯乙烯低暴露組工人中具有cytochrome P450 2E1 [CYP2E1] c2c2基因型者，相較於氯乙

烯低暴露組工人中具有CYP2E1 c1c1 / c1c2基因型者，也呈現出p53過度表現之顯著危險 (OR 

= 8.2；95% C.I. = 1.0 - 69.8)。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具有愈多易感性基因型的個人，可能具有

愈高的p53過度表現之機會。因此，易感性的XRCC1和CYP2E1基因型，對於氯乙烯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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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53突變具有修飾作用[26]。

氯乙烯是種致烷基化劑(alkylating agent)，容易引起姊妹染色分體交換；代謝及DNA修

補基因多型性已經被認為與化學暴露所導致的致癌性有關，也與姊妹染色分體交換頻率相

關；工人若具有遺傳易感性代謝與DNA修補基因型，可能呈現出較高的基因毒性之危險。

因此，對於易感性代謝與DNA修補基因型，是否與氯乙烯暴露工人之姊妹染色分體交換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SCE)頻率相關也加以探討。研究對象由61名男性氯乙烯暴露工

人，與29名男性對照工人所組成。結果顯示吸菸狀態、年齡和氯乙烯暴露，與姊妹染色分體

交換頻率的增加，呈現顯著相關。在調整年齡、吸菸狀態、與氯乙烯暴露的效應後，迴歸模

式(general liner model)分析也顯示姊妹染色分體交換頻率與XRCC1 (p = 0.04)、CYP2E1(p = 

0.03)和乙醛脫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2, ALDH2；p = 0.06)具有統計顯著相關。進一步

分析包括CYP2E1、ALDH2及XRCC1的基因合併效應，整體顯示在氯乙烯低暴露組(p < 0.01)

中，當個人具有愈多的易感性基因型，對於姊妹染色分體交換頻率也具有增加的趨勢；然而

相同的趨勢，在氯乙烯高暴露組以及對照組中並未發現。因此，易感性的代謝與DNA修補

基因型，可能對於氯乙烯所導致的DNA傷害，具有增加的危險[19, 22]。

Boffetta等人收集了歐洲與美國2個多中心氯乙烯暴露工人世代所做的研究與6篇較小型

的研究，其中6篇的肝癌標準化死亡比SMR從1.36到57.1，若扣除肝血管肉瘤的個案，綜合

分析(meta-analysis)4篇研究的結果，得到標準化死亡比為1.35（95%信賴區間：1.04-1.77）

[23]。

Mastrangelo等人從義大利1,658位聚氯乙烯工人中收集了40名肝細胞癌、40名肝硬化患

者，分別與139位沒有慢性肝病或癌症的工人比較，發現每增加1,000ppm*年的氯乙烯單體

會增加71%的肝細胞癌與37%的肝硬化風險，氯乙烯單體暴露超過2,500 ppm*年與每日喝

酒超過60克之間有協同作用(synergistic effect)，造成肝細胞癌勝算比OR 409（95%信賴區

間：19.6-8553）、肝硬化OR 752（95%信賴區間：55.3-10248）；氯乙烯單體暴露超過2,500 

ppm*年與肝炎病毒感染之間有相加作用(additive effect)，造成肝癌勝算比OR 210（95%信賴

區間：7.13-6203）、肝硬化OR 80.5（95%信賴區間：3.67-1763）。氯乙烯單體暴露是肝細

胞癌與肝硬化的獨立風險因子，與喝酒有協同作用、與肝炎病毒感染有相加作用 [24]。

五、暴露證據收集之方法

1.  詳細詢問VCM暴露史與症狀史：詢問暴露VCM的工作年數、每週工作天數、每天工

作時數；以及詢問工作是否加重不適症狀，離開VCM暴露是否不適症狀改善。

2.  作業現場實地勘查：了解VCM的暴露工作區域，原料是否標示成份，VCM有無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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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與是否有附物質安全資料表。

3.  含VCM原料之定量分析：列出含VCM原料與半成品及成品的製造流程，對可能的污

染原進行定量分析。

4. 作業環境測定

5. VCM暴露個人採樣分析

6. 生物偵測

六、結論

氯乙烯單體暴露導致職業性肝癌之認定基準

（一）主要基準

1. 疾病證據：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需要病理切片診斷或明確的臨床診斷，臨床

疾病證據需包括充分影像醫學証據及甲型胎兒蛋白(α-fetoprotein, AFP)值超過500 ng/

mL。

2. 暴露證據： 

(1) 氯乙烯單體暴露工作史（使用、處理、製造氯乙烯單體之作業或暴露於其蒸氣

之工作場所）；

(2) 若可取得職業場所暴露有效證據（如：空氣監測資料）佐證較佳；

(3) 1995年以前即被雇用之氯乙烯工廠工人，除了行政人員與警衛以外，均有可

能。

3.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

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 一般需10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

之早期肝癌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及劑量反應關係。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若工作暴露史證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原因：

如喝酒、黃麴毒素、無機砷暴露等。對於有氯乙烯單體暴露工作史的個案，原則上

不宜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之工作人員，宜合理考量。

（二）輔助次要基準

癌症個案發生有時空的叢集性(cluster)，例如同一工作場所至少超過一個以上的

人發生相同種類癌症，臨床判斷比例明顯偏高，也可作為懷疑是職業性癌症的輔助判

斷基準，建議進行流行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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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疾病證據：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需要病理切片診斷；

或明確的臨床診斷證據，包括充分影像醫學証據及甲型胎兒蛋白

(α-fetoprotein, AFP)值超過500 ng/mL。

2.  暴露證據： 氯乙烯單體暴露工作史（使用、處理、製造氯乙烯單體之

作業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若可行，職業場所暴露證據（工

作場所的空氣監測資料）；1995年以前即被雇用之工人，除了行政人員

與警衛以外，均有可能。（註1）

3.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一般需10

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之早期肝癌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及劑量

反應關係。

4.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若工作暴露史證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

原因：如喝酒、黃麴毒素、無機砷暴露等。對於有氯乙烯單體暴露工作

史的個案，不得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之工作人員。

確診

圖2　氯乙烯暴露導致職業性肝癌認定流程圖

註1：作業環境之空氣中氯乙烯濃度請參考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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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個氯乙烯單體製造工廠之氯乙烯單體濃度

（最低可檢測濃度LOD, limit of detection = 129.5 μg/m3）

取樣區域 樣本大小
平均值

(mg/ m3)
中位數

(mg/ m3)
範圍

(mg/ m3)

反應槽外 4 296.30 86.25 6.19-1009.32

反應槽庫 18 13.60 9.97 0.18-110.59

氯乙烯單體回收 9 9.25 5.46 0.85-33.39

氯乙烯單體運輸 3 5.98 7.38 0.85-9.71

氯乙烯單體儲存 6 4.97 3.03 0.60-14.25

剝離器(Striper) 12 3.86 1.68 <LOD-18.62

廢水處理 7 3.37 3.32 0.83-6.73

乾燥 11 2.62 1.55 <LOD-7.17

控制室（內） 6 2.15 1.48 0.57-5.13

控制室（外） 7 1.71 0.91 0.18-4.07

氯乙烯單體倉儲 17 1.66 1.79 <LOD-5.96

工廠圍欄 3 1.66 0.85 <LOD-3.34

添加劑製備 6 1.61 0.78 0.57-4.07

行政辦公室 4 0.65 0.67 <LOD-1.27

塑膠拖盤製造 1 <LOD <LOD <LOD

表2　不同工作於五個工廠個人時間加權平均氯乙烯單體暴露濃度

(TWA, time-weighted average concentration) 

工作 樣本數
平均值

(mg/m3)
中位數

(mg/m3)
TWA範圍

(mg/m3)

槽供應 9 659.67 23.70 5.70-3677.80

氯乙烯減壓(PVC reliever) 10 153.07 47.92 1.4-825.69

槽清洗工人 14 95.57 69.15 0.36-341.88

氯乙烯單體卸料工 2 12.56 12.56 10.23-14.97

勞工安全衛生技師 4 12.04 1.74 1.19-22.87

領班 4 9.04 6.89 1.84-20.59

剝離器工 3 4.51 3.37 2.33-7.82

氯乙烯單體回收工 5 4.38 4.48 0.88-5.93

控制室工人 8 4.01 3.47 1.04-10.02

場地監督/控管 6 3.42 3.47 1.19-7.95

一般行政作業 4 3.34 2.56 <LOD-8.18

保養維修 3 2.69 1.76 0.85-5.49

乾燥工 6 1.84 1.48 <LOD-4.25

裝袋運送工 5 0.93 1.09 <LOD-1.58

警衛/看守員 2 0.93 0.93 <LOD-1.86

*槽清洗工人(tank cleaner)：由15-40分鐘的清洗時間做為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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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暴露導致職業性肝癌之認定

一、導論

砷是一種銀灰色的元素，有四個不同的氧化（價）狀態，包括砷及其無機砷化合物，如

表3所示。存在於許多鐵礦，非鐵礦，火山灰及的熱活動區。在人類生活環境中的泥土、水

和食物（尤其是海產食物），也含有少量的砷。而空氣、水、食物和粉塵普遍以三價砷As 

(III)和五價As砷(V)形式存在。一般空氣中的砷含量則在低於1 ng/m3到2,000 ng/m3的範圍，都

會區的濃度在 20~30 ng/m3左右。除了魚類與海產食物外，一般食物的含砷量0.01~0.14 mg/

kg之間 [1]。魚類與海產食物的含砷量較高，主要是較無毒性的有機砷，有些甲殼類及海草

類砷含量則高於100 mg/kg。

無機砷的主要用途和職業暴露來源：製造和使用某些農藥如棉花、煙草種植和加工、製

造並使用含有防腐劑的木材，有色金屬（銅、鋅、鉛）、冶煉、燃煤、微電子、眼鏡業、玻

璃製造。無機砷及其化合物種類繁多，主要的砷的相關物種如表3所示。

無機砷與其化合物目前在大多數國家禁止或限制使用。砷主要用於製造和金，用於硬化

電池的鉛板，電纜線的包覆等。近年來，隨著全球電子化風潮，台灣半導體工業和光電產業

產品大量生產，而砷化合物在產品原料製程及應用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如：砷化鎵可用於積

體電路、太陽能電池及雷射。元素態砷及砷化氫可用於晶圓、發光二極體等各項高科技產業

的製造。但是由砷引起的健康危害也不容忽視，尤其是砷作業製程保養維修人員為高危險暴

露群。

無機砷本來就存在於環境人類活動而造成砷釋出到環境中，主要是因為礦石的熔煉過

程。例如煉銅或鉛礦的副產品，以三氧化二砷為主的含砷粉塵就會被釋放到環境中，以致造

成後續的水、食物、空氣等環境污染。自然環境中，大部分的飲用水砷含量低於1 ppb，部

分區域由於地質砷含量的關係，地下井水的水中砷濃度可能高於20 ppb以上[1]。在台灣、孟

加拉、印度西孟加拉邦、智利北部和阿根廷科爾多瓦省等地區的飲用水中則可能含有較高濃

度的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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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砷及其無機砷化合物等相關物種名稱編碼等基本資料（參考來源：[1]）
砷化合物名稱

（化學式）
英文名 同義字

聯合國編碼

(UN#)
化學文摘社編碼

(CAS#)

砷 (As) Arsenic
Arsenic black
Colloidal arsenic
Gray arsenic

1558 7440-38-2

砷酸

(H3AsO4)
Arsenic acid Orthoarsenic acid 1553 7778-39-4

五氧化砷

(As2O5(As4O10))
Arsenic pentoxide

Asrenic (V) oxide
Arsenic acid anhydride
Diarsenic pentoxide

1559 1303-28-2

三氧化砷

(As2O3(As4O8))
Arsenic
trioxide

Arsenic oxide; Arsenitous acid; 
Arsenious oxide;
White arsenic

1581 1327-53-3

砷酸鈣

(Ca3(AsO4)2)
Calcium arsenate

Calcium orthoarsenate;
Arsenic acid, calcium salt

1537 7778-44-1

砷化鎵

(GaAs)
Gallium arsenide Gallium monoarsenide 無資料 1303-00-0

砷酸鈉

(Na2HAsO4)
Disodium
arsenate

Sodium arsenic, dibasic ;
Disodium hydrogen arsenate;
Arsenic acid, disodium salt

無資料 7778-43-0

亞砷酸鈉

(NaAsO2)
Sodium
aresnite

Arsenious acid, sodium salt;
Sodium metaarsenite

1686（液體）

2027（固體）
7784-46-5

根據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 2012)的回顧，如二甲基胂酸(dimethylarsinic acid)，砷酸鈣

(calcium arsenate)，亞砷酸鈉(sodium arsenite)之無機砷化合物在動物實驗裡致癌性證據是充

分的，至於砷酸鈉(sodium arsenate)，砷化鎵(gallium  arsenide)，三氧化砷(arsenic trioxide)， 

trimethylarsine oxide在動物實驗裡致癌性證據是有限的，後續許多研究證實無機砷的化合

物，包括三氧化砷， 三價砷酸鹽(arsenite)，五價砷酸鹽(arsenate)對人類有充分的致癌證據；

人類流行病學觀察研究發現在無機砷的暴露下會增加皮膚癌、肺癌、消化道、肝臟、膀胱、

腎臟以及淋巴血液系統的癌症。在環境中頻繁的接觸砷會引起肝癌和肝血管肉瘤，近年來的

研究數據也證明了砷的肝致癌性，慢性砷暴露亦會導致肝的癌前病變、硬化、纖維化。動物

實驗中，小鼠若在懷孕期間暴露無機砷會導致後代成年後的肝細胞腺瘤和肝癌；大鼠體內甲

基砷，二甲基二乙基亞硝胺酸也會引發肝腫瘤，慢性無機砷低濃度暴露亦會誘導細胞惡性轉

化，產生未分化的腫瘤。無機砷誘導肝癌的機制有好幾種，如DNA損傷，為了修補受損的

DNA和細胞凋亡，導致細胞過度增生，DNA甲基化，以及信號異常等。總體而言，關於肝

癌與砷暴露間相關性的探討有越來越多的科學證據證明砷暴露導致肝癌的致癌機轉。大部分

動物實驗經口攝入的研究動物的種類包括小鼠、大鼠、狗，小鼠皮膚暴露研究，在小鼠的吸

入暴露研究，大鼠之注射入髓質(intramedullary injection)藥物之研究，但是這些動物實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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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有腫瘤，或未有定論[2]。台灣烏腳病地區人類流行病學觀察研究發現暴露於飲用水

中的砷，與好幾個部位癌症有劑量反應關係：包括皮膚癌、膀胱癌、腎臟癌。然而砷的致癌

機制目前仍不清楚，但有可能是跟下列致癌機制有關： 誘發氧化壓力、改變細胞的訊息傳

遞、調節細胞凋亡(apoptosis)以及改變細胞循環(cell cycle)有關[2]。

無機砷主要排除路徑是代謝與尿液排出，透過肝臟代謝一序列的還原和氧化甲基化過

程，血液中五價砷可轉為的三價砷。這部分的無機砷甲基化代謝物連同尿液中排出，所以

分析尿中砷的可知一個人砷的暴露。目前所有砷和無機砷對人體傷害的研究，是透過尿中

兩種形式的有機甲基化代謝物：五價形式的monomethylarsonic acid (MMAV) and 三價形式

dimethylarsinic acid (DMAV)。綜述目前的文獻，甲基化能力減少，使得DMAV / MMAV降

低，似乎與皮膚損傷，皮膚癌，膀胱癌，周圍血管疾病，肌肉痙攣和周邊血液淋巴球染色體

的畸變有相關。尿液中甲基三價形式的代謝產物在最近的研究中也發現其毒性，待進一步研

究確認。除了上述之癌症病變，近年研究證據顯示無機砷與心血管疾病及高血壓亦有強烈的

關聯，然而對於腦血管疾病和長期神經效應的危害仍需研究調查。近年一項錫工廠研究顯

示，在0.005~0.014 mg/m3（平均0.007 mg/m3）空氣As2O3的暴露下，500名員工中有11名出現

皮膚炎症狀，包括色素沈著、濾泡炎、表面潰瘍等現象，由此所推估得到最低可觀察到健康

影響(LOAEL)的暴露值為0.007 mg/m3 [3]。

Axelson等人(1978)報告指出，砷暴露煉銅工人之肺癌死亡率為對照組的5倍，心血管疾

病死亡率為3倍，暴露組之其他血癌、肝硬化等疾病死亡率相對高於對照組。因此確定癌症

死亡率與暴露時間之長短有劑量效應關係。無機砷和肺癌的關係已被證實，職業性吸入性無

機砷暴露與肺癌關係的建立依據煉銅廠工人長期三氧化二砷暴露的健康影響結果。研究結果

顯示暴露於三氧化二砷、二氧化硫與發生肺癌的風險有正相關。而回溯世代死亡率研究發現

有呼吸系統癌症偏高現象[4]。以標準化死亡比(SMRs)來看，顯示砷暴露的時量平均濃度與

肺癌風險有正相關。而且在控制抽煙的影響後仍可觀察到其肺癌偏高的效應。在此一系列研

究中，吸煙與砷暴露被發現對肺癌發生率的增加有交互作用[5]。這情形可用以解釋砷在健

康影響的作用機制上是促進因子(promoter)的角色。美國環保署根據這些煉銅廠的研究資料

推估暴露在空氣砷濃度下，每增加一單位(μg/m3)砷暴露量肺癌增加率為4.3×10−3。而另外一

項研究根據進一步更新後之分析資料所推得每單位空氣砷暴露濃度增高的肺癌風險增加率為

1.28×10−3。

急性高劑量吸入無機砷粉塵或煙霧會導致胃腸反應（噁心、腹瀉、腹痛）；工人若急性

暴露於無機砷會有中樞和周邊神經系統疾病。慢性吸入無機砷會刺激皮膚與黏膜。長期食入

會導致胃腸反應、貧血、周邊神經病變、皮膚損傷、色素沉澱和肝腎損害。急性砷化氫暴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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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血管內溶血(intravascular hemolysis)，當病人出現腹痛、血紅素尿及黃疸等三大症狀

時(triad)，應強烈懷疑是砷化氫暴露所引起。慢性暴露：長時間低濃度的砷暴露會引起各種

慢性危害效應包含疲倦與倦怠，這症狀可能與砷導致之貧血有關，其它尚有心衰竭、皮膚病

變、肝病變及腎病變等。砷造成的健康危害情形會因個體間易感性(susceptibility)的不同而有

所差異，造成個體間易感性的不同和砷的生物轉化作用有關，其原因包括年齡、代謝能力差

異、基因多型性、營養、健康狀況、同時暴露的其他物質或環境因子。

二、具潛在性暴露之職業

有色金屬（銅、鋅、鉛）、合金製造、人造花製造、地毯製造、船底防汙劑、農藥、殺

蟲劑、木材防腐劑、皮革防腐劑、獸毛防腐劑、除草劑、動物飼料添加物等藥品的製造者與

使用者,另外還有礦工、銅精煉工、玻璃製造工、半導體製造工、光電產業製造工、鍋爐操

作工、石油精煉工亦可能因職業而暴露砷化物及其化合物。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一）臨床症狀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源自肝細胞，占原發性肝癌的80%，

原發性肝癌的其他腫瘤形態包括肝內膽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肝母細胞瘤(hepatoblastoma)與肝血管肉瘤(angiosarcoma of the liver)[8]。膽管癌

(cholangiocarcinoma)源自膽管上皮內襯，肝內膽管癌源自肝內膽管，國際疾病分類

為原發性肝癌，有兩種形態的肝內膽管癌，一種源自肝臟的周邊，一種較靠近主膽

管(major bile duct)，這些腫瘤可能是擴散或多中心的，擴散型的腫瘤可能會稠密纖維

化。有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肝細胞癌開始時是單獨的小瘤、源自肝臟的任

何部位 [9]。

肝細胞癌常見症狀包括腹痛、體重減輕、疲勞、腹部腫脹及厭食，大部分的病人

有肝腫大，其他常見的情形有腹水與黃疸，侵入肝硬化的肝細胞癌常會使已經異常的

肝功能更惡化，導致在腫瘤變得很大之前病人即死亡[8]。肝內膽管癌的特徵是全身

倦怠、輕微腹痛與體重減輕，疾病末期出現黃疸與膽管炎[8]。

肝血管肉瘤是少見的腫瘤，與氯乙烯和砷暴露間有強烈因果關係，此種癌症最常

見於中年男性，男女比例4：1，發生的平均年齡為53歲，特性是長期的無症狀但實驗

室數據異常、難以診斷、對治療反應不佳。肝血管肉瘤的症狀沒有特異性，而且很多

病患可能沒有症狀，腹痛是最常見的症狀，通常在右上腹，25-50%的病人有疲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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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力、體重減輕等現象，理學檢查時會有肝腫大、腹水、黃疸與較少見的脾腫大，

其他較少見的發現包括腹部腫塊、壓痛、蜘蛛狀血管瘤(spider angioma)與惡病體質

(cachexia)[10]。

（二）實驗室與影像學檢查

大部分的肝癌病人可以電腦斷層與超音波診斷，確切的診斷需經由切片或手術做

組織病理學分析[8]。甲型胎兒蛋白(α-fetoprotein, AFP)超過400 ng/ml 可視為肝細胞癌

的診斷證據，但是少於一半的肝癌病人會產生如此高的甲型胎兒蛋白[11]。2000年歐

洲肝臟研究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ASL)所列出診斷

肝癌的非侵襲性基準包括：直徑大於2公分的肝腫瘤需要兩種影像學診斷都確認有動

脈相高血管性(arterial hypervascularization)典型肝癌之表現，或一種典型的影像學診

斷加上血清甲型胎兒蛋白超過400 ng/mL [12]。美國肝病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 AASLD)在2005年提出診斷肝癌的非侵襲性基準為直徑大於

2公分的肝腫瘤，需要一種影像學診斷（電腦斷層CT或核磁共振MRI）確認有肝癌之

動脈相高血管性的強烈顯影與在肝門靜脈相（或稱為延遲相）隨之淡化(arterial phase 

hypervascularity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or delayed phased washout) 之典型表現或甲型胎

兒蛋白超過200 ng/mL；如果肝腫瘤介於1-2公分，則需要兩種影像學診斷確認有肝癌

之典型表現；若影像學表現不典型，則需要作肝臟切片作病理的確診 [13, 14] 。 

肝血管肉瘤病人常有稍微貧血，偶而可見標的細胞(target cell)，約一半的病

人有白血球增多症(leukocytosis)及血小板減少症(thrombocytopenia)，其他異常包

括凝血時間延長、纖維蛋白裂解產物(fibrin split products)升高及低纖維素原血症

(hypofibrinogenemia)。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有肝功能異常，最常見的是血清鹼性磷酸酶

(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上升，許多病人有麩胺酸苯醋酸轉氨酶(serum apartate 

transaminase, AST)、總血清膽紅素(total serum bilirubin)、血清乳酸脫氫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上升，血清蛋

白降低。甲型胎兒蛋白(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以肝動脈照

相(hepatic arteriogram)與肝臟切片診斷。這些病人在疾病末期前通常會發生重大的併

發症，包括動靜脈分流造成的鬱血性心臟衰竭、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周邊

血小板破壞、肝衰竭、腹膜腔積血，主要的死因通常為不可逆的快速進行肝衰竭。肝

血管肉瘤預後很差，整體的存活中位數為6個月，只有少數人活到2年[9]。

肝血管肉瘤病人之常規腹部X光通常為正常，有時腫塊會將胃推向一邊，常見

食道靜脈曲張(esophageal varicose)，胸部X光常顯示右半邊的橫膈異常，包括橫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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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右側的胸膜積水、肺擴張不全或胸膜腫塊。大部分病人的放射性核種肝掃描

(radionuclide liver scan)為異常，但是其代表的意義可從填充缺陷(fi lling defect)到無特

異性的非均質攝取(non-homogeneous uptake)，可能會與肝硬化及脾腫大無法區別。肝

動脈攝影是最有用的診斷工具，通常可見正常大小的肝動脈被腫瘤移位、周圍腫瘤染

色(peripheral tumor stain)、中期動脈相(the middle of the arterial phase)有puddling（小水

坑）、中央區域血流供應減少(hypovascularity)，肝臟超音波亦可見肝臟腫塊。確定診

斷最好是採內視鏡肝切片，封閉式切片(closed biopsy)可能會造成血管腫瘤出血。肝血

管肉瘤是很罕見的癌症，由於診斷困難與病程惡化迅速，超過50%的肝血管腫瘤在死

後才診斷出來[9]。

（三）預後

原發性肝癌的存活率低，發生率與死亡率幾乎一樣[7]，一般只有10-20%的肝細

胞癌可以手術完全移除，若腫瘤無法完全移除，通常在3-6個月內死亡，然而少部分

病人可存活多於6個月[15]。台灣的肝癌存活中位數，約為8.5個月，男性約7.8月，女

性11.2月[16]。

肝血管肉瘤病人在疾病末期前通常會發生重大的併發症，包括動靜脈分流造成的

鬱血性心臟衰竭、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周邊血小板破壞、肝衰竭、腹膜腔

積血，主要的死因通常為不可逆的快速進行肝衰竭。整體的存活中位數為6個月，只

有少數人活到2年[10]。

四、暴露證據收集之方法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無機砷與其化合物歸類為為人類致癌物(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無機砷暴露會導致膀胱癌；目前我國現行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容許物濃

度標準，規定砷及其無機化合物的容許濃度為0.01mg/m3。根據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H)出版之生物暴露指標(BEI)，砷及其可溶性無機化合物(soluble inorganic compounds)

（除砷化鎵及胂外），在連續工作4到5天後採樣測量，尿中無機砷加上含甲基的代謝物若超

過35 μg As/L，可能有害人體。無機砷化合物目前用於製造某些農藥、含有防腐劑的木材，

有色金屬（銅、鋅、鉛）的冶煉；燃煤、微電子（包括半導體業與光電產業製程）、光學器

材（眼鏡）業、玻璃製造。無機砷暴露途徑大多數為吸入或皮膚接觸、但也有可能為食入。

在有色金屬冶煉、砷生產、木材防腐、玻璃製造、生產和應用含砷農藥、電子業等產業中吸

入含砷粉塵蒸氣是職業性砷暴露主要途徑。非職業性砷暴露則以食物為主。但在台灣、孟加

拉、印度西孟加拉邦、智利北部、和阿根廷科爾多瓦省等地區的飲用水中則可能含有較高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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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砷[9]。

人類砷暴露之生物指標，可分為1.短期暴露指標：例如：尿中砷濃度、血中砷濃度；

2.中期暴露指標：例如：毛髮、指甲砷濃度；3. 長期暴露指標：皮膚色素沈著症、掌蹠角化

症 [10]。目前歐美國家僅訂出尿中砷之暴露限值如下列各表所示：

▓德國「致癌物暴露當量值」一覽表：

三氧化二砷

空氣中砷的濃度(μg/m3) 尿中砷(μg/L)
10

20

50

100

200

50

80

175

330

640

▓英國HSE已有分析方法的生物偵測一覽表(1991)

物種 砷（指標物） 暴露限值

砷(Arsenic) 尿中砷 440nmol/mmol creatinine (291.4μg/g creatinine)

▓芬蘭的生物指標一覽表(1985)

物種 砷（指標物） 暴露限值

砷(Arsenic) 尿中砷 0.6μmol/L (45.0μg/L)

▓加拿大的生物指標一覽表

指標物 正常值 警告值

尿中砷 <80μmol/mol creatinine (53.0μg/g creatinine) 80μmol/mol creatinine

▓美國ACGIH所事薦測定「生物暴露指標值」的砷化學物種及指標物 (2009)

指標物 生物暴露指標值

尿中無機砷代謝物* 35μg∕L**

*尿中無機砷代謝物：為尿中三價砷、五價砷、一甲基砷酸鹽、二甲基砷酸鹽總和濃度

(μg∕L)。
**非職業性因素，亦有可能導致，尿中無機砷代謝物濃度超過 35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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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主要基準

1. 疾病證據：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需要病理切片診斷，或明確的臨床診

斷包括充分影像醫學證據及甲型胎兒蛋白(α-fetoprotein, AFP)值超過500 ng/mL。

2. 暴露證據： 

(1)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暴露工作史（使用、處理、製造無機砷及其化合物之作業或

暴露於其粉塵之工作場所）；

(2) 若可行，可根據職業場所暴露證據（工作場所的空氣監測資料），導致職業性

肝癌致癌因素暴露條件之建議如表4所示。

表4　導致職業性肝癌致癌因素暴露條件之建議

職業性癌症 物質 暴露證據與強度 最短暴露期間 最短誘導期

肝癌

B型或C型肝炎

工作史

（如有針扎通報紀錄則效度

較佳）

10年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
工作史

PEL：0.01 mg/m3 1年 10年

氯乙烯單體

工作史

PEL：2.6 mg/m3（相當於1 
ppm）

1年 10年

註 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為法規所訂定的容許濃度標準。

3.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

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一般需10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

之早期肝癌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及劑量反應關係。

4.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

若工作暴露史証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原因：如喝酒、B型肝炎病史、

C型肝炎病史、黃麴毒素、其他職業性暴露等。原則上B、C肝炎患者不宜排除，宜

合理考量。

（二）輔助基準

癌症個案發生有時空的叢集性(cluster)，例如同一工作場所至少超過一個以上的

人發生相同種類癌症，臨床判斷比例明顯偏高，也可作為懷疑是職業性癌症的輔助判

斷基準，建議進行流行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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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疾病證據：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需要病理切片診斷；

或明確的臨床診斷證據，包括充分影像醫學証據及甲型胎兒蛋白

(α-fetoprotein, AFP)值超過500 ng/mL。

2. 暴露證據：

 (a)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暴露工作史（使用、處理、製造無機砷及其化合

物之作業或暴露於其粉塵之工作場所）；

 (b) 若可行，職業場所暴露證據（工作場所的空氣監測資料）

3.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一般需

10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之早期肝癌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及劑

量反應關係。

4.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若工作暴露史證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

原因：如喝酒、B型肝炎病史、C型肝炎病史、黃麴毒素、其他職業性

暴露等。

確診

圖3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暴露導致職業性肝癌認定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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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業性膀胱癌之認定

一、導論

職業性膀胱癌是最早且完整記錄的職業性癌症之一，第一個個案是在德國開始人造染

料工業的20年後，20%的膀胱癌可能是由於職業性暴露，包括煤焦油瀝青(coal-tar pitches)、

煤氣(coal gasification)與橡膠、鋁、金黃胺(auramine)、洋紅色(magenta)製造，以及美髮師

與理髮師。會導致膀胱癌的化學物質包括芳香族胺化物、多環芳香烴化物(PAHs)、無機砷

及其化合物。芳香族胺化物已在許多國家的研究顯示會造成膀胱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β

萘胺、二胺基聯苯、四胺基聯苯及3,3'-二氯聯苯胺(3,3-dichlorobenzidine)，另外兩個廣泛使

用的芳香族胺化物，4,4'-二胺基二苯甲烷(4,4'-Methylenedianiline, MDA)與二鄰氯苯胺甲烷

(4,4'-Methylene bis(2-chloro aniline), MOCA)，則是可疑膀胱癌致癌物 [1]。近年有報導指出

聯苯胺衍生染料會引起癌症，NIOSH認為所有的聯苯胺衍生染料為可能的致癌物，之後美

國所有工廠即停止或減少使用此種染料 [1]。暴露於PAHS的工人有較高的膀胱癌風險，例

如煉焦工人、瀝青工人。無機化合物主要包括：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 As2O3)、亞砷酸

銅銅(copper arsenite, Cu(AsO2)2)、亞砷酸鈉亞砷酸鈉(sodium arsenite, NaAsO2)、砷酸鉛(lead 

arsenate, Pb3(AsO4)2)和五氧化二砷(arsenic pentoxide, As2O5)，為導致膀胱癌的危險因子。

二、具有潛在危害的職業

可能得職業性膀胱癌的職業包括：1.萘胺－紡織工人（染料/顏料製造）、四胺基聯

苯、輪胎與橡膠製造 2.聯苯胺－染料/顏料製造 3.chlornaphazine－皮革工人 4.對-氯-鄰-甲苯

胺(4-Chloro-o-toluidine)－擦鞋的人、紡織工人 5.鄰甲苯胺(o-toluidine)－油漆工 6.二鄰氯苯

胺甲烷(4,4'-Methylene bis (2-chloroaniline))－橡膠製造、卡車司機 7.甲基雙苯胺(Methylene 

dianiline)－直立鑽床(drill press)操作員 8.聯苯胺衍生之偶氮染料(benzidine-derived azo dyes)－

化學工廠工人 9.含乙醯氧乙苯胺化合物（非那西汀，phenacetin-containing compounds）－

美髮業者、石油工人[9]。根據勞研所民國87年的研究報告中，膀胱癌的癌症比例罹病比

(proportional morbidity ratio, PMR)在製造業中的砂糖製造、棉紡織業、木製家具製造業、其

它電子零組件製造業、機車零件製造業和航空器零件製造業有顯著增加 [2]。

職業暴露是膀胱癌的第二大風險因子，大部分的研究認為男性膀胱癌病人中有10%由職

業性暴露造成，女性為5% [3]。在歐洲5-10%的男性膀胱癌由職業性暴露造成，在規範較不

嚴謹的國家此比例可能更高 [4]。芳香族胺化物(aromatic amines)是目前較確定的膀胱致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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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他如油漆、染料、金屬、工業用油/切削油和多環芳香烴(PAHs)，也會增加膀胱癌風

險 [3]。2010年英國的研究顯示，有大約5.3%（男性7.1%；女性1.9%）膀胱癌的可歸因為職

業所造成，共550人，其中296人(53.8%)職業暴露為礦物油，71人(13%)為油漆工，芳香胺族

暴露則有66人(12%) [5]。

有機物質的不完全燃燒熱解或熱合成過程會產生多環芳香烴(PAHs)，會暴露於PAHs的

職業很多，包括煉焦工人、煤氣工人、屋頂工人、煙囪工人、煉鋁工人、煤礦工人、鐵匠、

卡車司機、玻璃工人、磚廠工人、瀝青工人。根據計算，歐洲男性的膀胱癌約有4%是因暴

露於PAHs [4]，Clavel等人報告暴露於PAHs的工人有較高的膀胱癌風險，但是同時暴露於相

同熱解過程(pyrolysis)產生的芳香族胺化物會是個干擾因子[3]。

膀胱癌的潛伏期通常很長，但變異頗大，從16年到45年，由於β萘胺是一種有很長的最

短潛伏期的職業性致癌物，勞工在60-80歲時才可觀察到它的影響，Miyakawa等人在1962-

1996年間追蹤了236位日本染料工廠的工人，其中有19位膀胱癌患者，從開始暴露到腫瘤形

成時間為29.5年，最後一次暴露到腫瘤形成時間則為20年，這些工人的暴露時間從11個月

到16年不等，平均7年。Cassidy等人指出工作5年以上的工人有最高的膀胱癌標準化死亡比

(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 SMR)，風險似乎隨暴露時間遞增 [3]。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一）臨床症狀

一般認為職業性泌尿道腫瘤是由於膀胱上皮細胞與尿液中致癌物接觸造成，因為

腎臟的濃縮功能，膀胱接觸到這些致癌物的濃度通常較高，此外這種長期暴露發生在

泌尿道某些部位，最常見的部位是膀胱三角(bladder trigone)。證據最強的泌尿道致癌

物為芳香族胺化物(aromatic amine)，可能吸入、消化或經由皮膚吸收 [1]。輸尿管癌

與腎盂癌是較少見的癌症，約有90%以上為移行細胞癌(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s)，

只有約5%的尿道上皮細胞瘤(urothelial tumors)來自上泌尿道(upper urinary tract)[6]。

（二）實驗室與影像學檢查

膀胱癌最常見的症狀就是血尿(hematuria)，約有80%的病人有此症狀，通常是不

痛、明顯(gross)、間歇性的，超過20%的人只有膀胱激躁的症狀，解尿頻率增加、

排尿困難(dysuria)、緊急(urgency)與夜尿(nocturia)；嚴重的病人可能會有淋巴或靜脈

阻塞的症狀，如腿部水腫。尿液分析通常有紅血球細胞，出血若較嚴重可能會引起

貧血，如果腫瘤阻塞輸尿管到膀胱的入口，可能會出現尿毒症(uremia)[1]。膀胱癌

的診斷可經由尿液細胞學檢查，75%膀胱癌病人有異常的尿液細胞學，大部分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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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接受排泄性尿路造影(excretory urography)，可排除上泌尿道疾病及顯示膀胱充

填缺陷，確定的診斷則須倚賴膀胱鏡檢查(cystoscopy)與可疑部位的經尿道切片檢查

(transurethral biopsy)[1]。

（三）預後

侵犯至肌肉壁的膀胱癌可能致命，可能在有尿道症狀前已轉移至他處，膀胱癌通

常經由淋巴(lymphatics)或經由血行路徑(hematogenous dissemination)局部擴散，臨床

上容易轉移的部位依序為骨盆淋巴結、肺部、骨骼和肝。一旦切片檢查確定此診斷，

應進一步做胸部X光、骨骼掃描、肝臟腎臟功能檢查，斷層掃描有助於癌症分期，分

期標準是依侵犯的深度、是否侵犯淋巴結與是否有遠端轉移。

預後依疾病分期而有所不同，侵犯到表面的病患經過適當的治療，有良好的五年

存活率，因為只有1/3的病人會進展成侵入性的癌症，侵犯至肌肉層的病患五年存活

率為40-50%，局部擴散至骨盆者五年存活率為10-17%，一旦轉移到內臟少有長期存

活者[1]。

四、流行病學證據

膀胱癌約占所有癌症的5%，在美國膀胱癌是男性常見癌症的第四位、女性常見癌症的

第八位，膀胱癌在工業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法國發生率最高，在開發程度較低的國家發

生率約為美國的70%；膀胱癌的發生率隨年齡而增加，70歲左右達到高峰，泌尿道腫瘤的發

生率在工業化國家比開發程度較低的國家高，但不確定是否因為空氣污染較嚴重。吸菸是膀

胱癌最重要的病因，還有萘胺(naphthylamine)與二胺基聯苯(benzidine)暴露。膀胱癌的潛伏

期在各研究相當不一致，平均約20年 [1]。

在已開發國家中吸菸是膀胱癌的主要原因，約佔50%，在工業國家約有5-10%是由職業

暴露所造成。某些傳染病如埃及血吸蟲、泌尿道感染、其他飲用自來水與氯化副產品或砷、

鎮痛劑與化療藥物接觸等，都已被證實為人類膀胱癌的致癌物 [7]。

五、暴露證據收集之方法

2 0 0 9年的《歐洲聯盟職業病診斷指引》中，長期暴露芳香胺族，二胺基聯苯

(Benzidine)、2-奈胺(2-naphthylamine)、4-聯苯胺(4-aminobipheyl)、鄰甲苯胺(o-toluidine)及其

它所導致的膀胱癌（以及泌尿道系統癌症），其風險某種程度上取決於對這些物質的乙烯

化代謝速率；乙烯化速率較慢(slow acetylator)的人比快的人有較高風險。暴露於芳香族胺化

物導致職業性上泌尿道上皮細胞瘤的平均時間為7年，最後一次暴露到癌症發生的時間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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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暴露芳香族胺化物而產生移行細胞癌的風險（勝算比OR）約為8.3。暴露於PAHs也會增

加尿道上皮細胞癌的發生，在控制吸菸與芳香族胺化物暴露後，發生移行細胞癌的風險(OR)

為1.3，且有明顯的劑量反應關係 [6]。2005年劉紹興教授等人報告一位52歲台灣染料工廠中

化學工人罹患膀胱癌的案例：個案未有任何吸菸史及其他已知膀胱癌致癌因子暴露，他於工

廠的純化製程(purification process)工作14年，並未配戴防護具進行清潔工作，經由皮膚接觸

與吸入暴露於高濃度3,3-二氯-4,4-二胺基苯化甲烷(MOCA)，工作環測化學物之測定以及個

案的尿液中代謝物都有升高之證據，因此考慮環境及生物因子和誘導期後，此個案確診為職

業性膀胱癌案例 [8]。

煤焦油、瀝青、油及焦炭之不完全燃燒所產生的多環芳香烴(PAHs)，長久以來被認定

是致癌物，為導致膀胱癌的風險因子。目前我國煤焦油瀝青揮發物的空氣容許濃度標準為

0.2mg/m3。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無機砷與其化合物歸類為為人類致癌物(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無機砷暴露會導致膀胱癌；目前我國現行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容許物濃

度標準，規定砷及其無機化合物的容許濃度為0.01mg/m3。根據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H)出版之生物暴露指標(BEI)，砷及其可溶性無機化合物(soluble inorganic compounds)

（除砷化鎵及胂外），在連續工作4到5天後採樣測量，尿中無機砷加上含甲基的代謝物若超

過35 μg As/L，可能有害人體。無機砷化合物目前用於製造某些農藥、含有防腐劑的木材，

有色金屬（銅、鋅、鉛）的冶煉；燃煤、微電子（包括半導體業與光電產業製程）、光學器

材（眼鏡）業、玻璃製造。無機砷暴露途徑大多數為吸入或皮膚接觸、但也有可能為食入。

在有色金屬冶煉、砷生產、木材防腐、玻璃製造、生產和應用含砷農藥、電子業等產業中吸

入含砷粉塵蒸氣是職業性砷暴露主要途徑。非職業性砷暴露則以食物為主。但在台灣、孟加

拉、印度西孟加拉邦、智利北部、和阿根廷科爾多瓦省等地區的飲用水中則可能含有較高濃

度的砷 [9]。

人類砷暴露之生物指標，可分為1.短期暴露指標：例如：尿中砷濃度、血中砷濃度；

2.中期暴露指標：例如：毛髮、指甲砷濃度；3. 長期暴露指標：皮膚色素沈著症、掌蹠角化

症 [10]。目前歐美國家僅訂出尿中砷之暴露限值如下列各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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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致癌物暴露當量值」一覽表：

三氧化二砷

空氣中砷的濃度(μg/m3) 尿中砷(μg/L)

10

20

50

100

200

50

80

175

330

640

▓英國HSE已有分析方法的生物偵測一覽表(1991)

物種 砷（指標物） 暴露限值

砷(Arsenic) 尿中砷 440nmol/mmol creatinine (291.4μg/g creatinine)

▓芬蘭的生物指標一覽表(1985)

物種 砷（指標物） 暴露限值

砷(Arsenic) 尿中砷 0.6μmol/L (45.0μg/L)

▓加拿大的生物指標一覽表

指標物 正常值 警告值

尿中砷 <80μmol/mol creatinine (53.0μg/g creatinine) 80μmol/mol creatinine

▓美國ACGIH所事薦測定「生物暴露指標值」的砷化學物種及指標物 (2009)

指標物 生物暴露指標值

尿中無機砷代謝物* 35μg∕L**

*尿中無機砷代謝物：為尿中三價砷、五價砷、一甲基砷酸鹽、二甲基砷酸鹽總和濃度

(μg∕L)。
**非職業性因素，亦有可能導致，尿中無機砷代謝物濃度超過 35μg∕L。

六、結論

（一）職業性膀胱癌之認定基準

1. 主要基準

(1) 疾病證據：膀胱癌需要病理切片診斷；或明確的臨床診斷，包括充分影像醫學

証據及細胞學診斷確診有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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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暴露證據：

A. 工作史、工作場所有證據顯示長期或重複暴露於職業性致癌物（亦考量經

由皮膚吸收的狀況）。使用、處理、製造下列物質之作業或暴露於其蒸氣

之工作場所：二胺基聯苯及其鹽類(Benzidine and its salts)、β萘胺及其鹽類

(β-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四胺基聯苯及其鹽類(4-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煤焦油瀝青(Coal tar pitches)、3,3-二氯-4,4-二胺基苯化甲烷(MOCA)；

使用、處理、製造無機砷之作業或暴露於其粉塵之工作場所，導致職業性膀

胱癌之致癌因素暴露條件之建議如表5所示。

B. 最短暴露期間(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1年。

C.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

 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一般需10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

之早期泌尿系統癌症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及劑量反應關係。

D.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

 若工作暴露史證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原因：如吸菸、其他職業性暴

露。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所列入的可能人類致癌物，如礦物油，多環芳香

烴（參閱表6與表7），也應加以考量。

2. 輔助次要基準

癌症個案發生有時空的叢集性(cluster)，例如同一工作場所至少超過一個以上

的人發生相同種類癌症，臨床判斷比例明顯偏高，也可作為懷疑是職業性癌症的輔

助判斷基準，建議進行流行病學調查。

表5　導致職業性膀胱癌之致癌因素暴露條件之建議

職業性癌症 物質 暴露證據與強度 最短暴露期間 最短誘導期

泌尿道癌症
二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工作史 1年 10年

泌尿道癌症
β萘胺及其鹽類

(β-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工作史 1年 10年

泌尿道癌症
四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4-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
工作史 1年 10年

膀胱癌
煤焦油瀝青

(Coal tar pitches)
工作史

PEL：0.2mg/m3 1年 10年

註 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為法規所訂定的容許濃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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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膀胱有害物質與作業環境（IARC第一類致癌物）

物質種類 主要工業與應用
人類癌症

證據
證據強度

除膀胱外其

他影響器官

芳香胺染料

- 4-聯苯胺

 (4-aminobipheyl)
- 苯(Benzidine)
- 2-奈胺

 (2-naphthylamine)

製造：染料與顏料製造 充分 強

煤焦油、瀝青

化學物質提煉與煤焦油產品（煤球）；焦

炭製造；煤焦油氣化；鋁製造；鑄造廠；

鋪地板與建築營造（石板瓦匠和屋頂建築

工）

充分 建議 皮膚、肺

多環芳香烴

benzo[a]pyrene
與有機物燃燒相關工作；鑄造；煉鋼；救

火員；車輛維修技師

流行病學

證據不足
建議 肺、皮膚

礦物油，未經處理與些微

處理過的

礦物油製造；將之用以潤滑的工程師、金

屬工、機械修理師；印刷業（油墨配製）
充分 建議

皮膚、肺、

鼻腔鼻竇

表7　對膀胱有害物質與暴露工作場所（IARC第一類致癌物）

暴露工作場所 可能暴露物質

鋁製造 瀝青揮發；芳香胺類 充分 強 肺

奧黃生產(Auramine) 2-奈胺；奧黃；其他化學物質 充分 強

洋紅生產(Magenta) 
洋紅；鄰甲苯胺；4,4'-亞甲基二（2 -
甲基苯胺）；鄰硝基甲苯

充分 強

橡膠工廠 芳香胺類；其他溶劑 充分 強 胃、喉、白血病、肺

靴、鞋製造與修補 皮革塵；苯與其他溶劑 充分 建議 白血病、鼻、副鼻竇

煤氣化(gasifi cation) 煤瀝青；煤焦油氣；多環芳烴 充分 建議 皮膚（含陰囊）肺

焦炭(coke)生產 煤焦油氣(fumes) 充分 建議 皮膚（含陰囊）、肺、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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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暴露證據：工作史、工作場所有證據顯示長期或重複暴露於職業性致癌物

(亦考量經由皮膚吸收的狀況)。

 (1)  使用、處理、製造下列物質之作業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二胺基聯苯及其鹽類(Benzidine and i ts  sal ts)、β萘胺及其鹽類

(β-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四胺基聯苯及其鹽類(4-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煤焦油瀝青(Coal tar pitches)、3,3-二氯-4,4-二胺基苯化

甲烷(MOCA)；使用、處理、製造無機砷之作業或暴露於其粉塵之工

作場所。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所列入的可能人類致癌物，如礦物

油，多環芳香烴（參閱表6與表7），也應加以考量。

 (2) 最短暴露期間(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1年

1.  疾病證據：膀胱癌需要病理切片診斷；或明確的臨床診斷，包括充分影像

醫學証據及細胞學診斷確診有癌細胞。

3.  因果關係符合時序性：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一般需10

年，但經由篩檢發現的個案之早期泌尿系統癌症則需個別考量其獨特情況

及劑量反應關係。（註1）

4.  合理考量其他致病因素：若工作暴露史證據不完全時，需合理考量其他原

因；如吸菸、其他職業性暴露。

確診

圖4　職業性膀胱癌認定流程圖

註1：職業性膀胱癌症之致癌因素暴露條件之建議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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