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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認識隱形殺手 

一氧化碳（CO）簡單的說就是在二氧化碳中（CO2）拿掉一個氧。空氣中本來就

充滿二氧化碳，足夠的氧經過正常的燃燒也會釋放出二氧化碳，但是如果在密閉

的空間燃燒，氧氣使用殆盡，二氧化碳的其中一個氧也會被剝奪，二氧化碳就會

變成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最常見的來源為：〈一〉火災。〈二〉加溫或取暖系統燃燒不完全，例

如在密閉空間使用熱水器、燃燒瓦斯或煤爐烹煮食物不當等。〈三〉汽車或引擎

的廢氣。〈四〉職業暴露。在台灣，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一氧化碳中毒經常是集

體發生的，常見中毒原因以在密閉的空間內、通風不良處不當使用熱水器，或在

門窗緊閉的室內利用瓦斯烹煮火鍋或燒烤食材者居多，絕大部份是意外造成，只

有極少數和自殺有關。發生時間全年都有，尤以每年冬天（12 月至 3 月）為好

發月份，民眾習慣把門窗緊閉以隔絕寒意與濕氣，此時室內若使用熱水器或瓦斯

器具不當，易因密閉屋內的氧氣量不夠，使得瓦斯燃燒不完全。除冬天外，雨天

或颱風天也是好發的時間，在今〈96〉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來襲時，宜蘭地

區多處停電，有些家庭以柴油發電機來發電，再加上門窗緊閉，造成多例一氧化

碳中毒。另外，將車子停在密閉的車庫內未熄火，或將車子停在汽車旅館內未將

引擎熄火，皆會因汽車引擎燃燒所產生的廢氣在密閉空間內累積，導致一氧化碳

中毒發生，而造成車內或同一室內的人中毒事件，也屢有所聞。此外，近年來風

靡的芳香療法，愛美人士在使用蠟燭油燈燃燒精油時，也有案例因民眾為保持香

氣不散而未開啟窗戶，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貳、絕非瓦斯中毒 

一般人所說的瓦斯中毒，其實是吸入一氧化碳導致缺氧窒息所致。瓦斯本身是烷

類氣體，無色、無臭、無味且無毒，家用桶裝瓦斯屬於「丙烷」類氣體，天然氣

則為「甲烷」類氣體；在國內，不論是液化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都已經依照法

令添加臭劑，使得原本無色、無味的氣體變得很難聞，其目的就是在示警，只要

一有瓦斯外洩時，民眾自然會察覺而有所防範，除非是在完全密閉的空間充滿瓦

斯且氧氣被用完，才會因瓦斯對氧氣的排擠效應導致缺氧窒息，否則，一般民眾

在開放的空間內瓦斯外洩或開瓦斯意圖自殺，並不會因吸入瓦斯而中毒死亡，意

即「瓦斯中毒」幾乎是不會發生的。瓦斯的可怕在於它具可燃性，容易引爆，其



爆炸的威力足以讓左鄰右舍屋毀人亡，因此，家用瓦斯常添加有臭味的刺激物，

以提醒民眾注意瓦斯外洩。報章媒體每每報導「瓦斯中毒」實有誤導民眾之虞，

認為可以利用吸瓦斯而中毒自殺，但結果卻造成開瓦斯者自殺不成，反致瓦斯氣

爆殃及無辜。 

 

一氧化碳本身也是無色、無臭、無味但卻具有毒性的氣體，所以民眾常中毒而不

自覺。液化石油氣燃燒所需的空氣量，約為其體積的 25~31 倍，如果在密閉空間

內燃燒，當燃燒不完全就會產生一氧化碳，由於一氧化碳與血液中紅血球（RBC）

內的血紅素（Hb）之結合力遠大於氧氣（O2）和血紅素的結合力（約為 250：1），

因此會造成靠著紅血球運輸的氧氣無法被攜帶到需要的組織，並且血液中一氧化

碳濃度過高，會造成血液中僅存氧氣也不易被釋放到組織內，造成組織細胞的缺

氧，進而影響起人體器官的運作，尤其是代謝速率很高的器官，像是心臟和腦部

影響最大，所以人在吸入一氧化碳後會昏迷甚至在短時間內死亡。輕度一氧化碳

中毒（即指血中一氧化碳血紅素濃度小於 30％）者，可能有頭痛、頭昏、噁心、

嘔吐、心悸、眼花、四肢無力、疲勞等類似感冒或腸胃炎的症狀，進一步中毒（即

指血中一氧化碳血紅素濃度大於 30％）可能有嗜睡、視力模糊、呼吸加速、心

肌缺氧或梗塞、心律不整、呼吸困難，此時若警覺到一氧化碳中毒，打開門窗迅

速離開現場，尚可逃過一劫，但因一氧化碳中毒症狀常讓人誤以為太累、太疲勞

而昏昏沈沈進入夢鄉，最後昏迷死亡。在急性中毒僥倖存活的病患中，有 3％會

因缺氧性腦病變而產生永久的後遺症，如智力減退、大小便失禁及步態不穩與行

為退化等症狀，這些後遺症大多在 2 至 3 週後出現。報章媒體報導的「瓦斯中毒」

意外事件，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繁多且千變萬化，容易被忽略，有些病人可能因不明原因的

頭痛，而作了許多檢查仍查不出病因，後來才發現為一氧化碳中毒；另外亦有不

少一氧化碳中毒的個案，在初期被誤以為中風、心肌缺氧或梗塞，而失去治療的

黃金時機。 

一氧化碳中毒的診斷主要依賴醫師對疾病的認識，詳細的病史及配合一氧化碳血

色素升高的證據。一氧化碳血色素的檢測並不難，但只有部分醫院可以執行，因

此當懷疑有中毒病人時，宜保留病人血液送到能檢測的醫療單位以提高診斷率。

治療方式應先使病人脫離中毒環境，給予 100％氧氣及支持性療法，昏迷病人更

應給予高壓氧治療；但由於高壓氧設備只有某些醫院具有，因此必要時應儘快將

病人轉診至後送醫院治療。 

不同濃度、不同暴露時間對人體也會有不同的影響程度，下表為環境中所含一氧

化碳的濃度和暴露在此環境下的時間長短所可能產生的症狀。 



 

 

 

參、居家防範措施 

一、熱水器一定要裝在室外通風良好的地方，如果該位置空氣對流不足時，熱水

器必需附有強制廢氣排出戶外之裝置。如果家中沒有陽台或陽台加蓋後被封閉，

建議改裝電熱水器。 

二、建築物本身應有防火區劃，主要目的是預防火災發生時，可有效阻隔火煙擴

散。如果把防火區劃區隔好，就可防止一氧化碳擴散，所以做好管道間的區隔與

填充、落實防火區劃，即可避免類似慘案再度發生。 

三、煮食時保持空氣流通，不要因擔心油煙擴散至其他房間而將廚房門關閉（瓦

斯爐及熱水器一定要裝設在通風良好的地方。瓦斯爐燃燒的火焰如果為紅色，表

示燃燒不完全，應增加空氣流通量使火焰成藍色。） 

四、室內使用蠟燭、薰香精油及火鍋等小火源，仍要注意保持通風。 

五、在密閉車庫或空氣不流通之地下室，不要長時間發動車輛。 

六、不在室內以木材或木炭燒煮東西，並應保持空氣流通。 

 

倘若不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時，應立即採取處置如下： 

步驟一：迅速打開窗戶，並將中毒者移到通風處或戶外，鬆解衣物，呼吸新鮮空

氣。 

步驟二：儘量使中毒者安靜休息，使下額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 

步驟三：若無呼吸，即實施人工呼吸，若脈博無跳動則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

儘速撥打 119 電話送醫院急救。 

肆、綜合中毒分析 

一、94 年 2 月奪走台南市 5 名女大學生寶貴生命為例，雖然熱水器設置於陽台，

但卻是加蓋採光罩（設有窗戶）的陽台，首先設置環境已陷入險境，其次在使用

時未注意窗戶沒有完全打開、陽台窗戶之紗窗附著灰塵油垢、陽台晾曬衣物等，

造成通風情形不良，更是致命傷；另在臥房窗戶亦有窗簾遮擋，此時在氧氣供應

不足的情況下，熱水器燃燒產生的一氧化碳便往室內飄散，致釀成重大意外。 



二、95 年 1 月桃園縣中壢市出租小套房情侶魂斷為例，現場使用天然氣作為燃

料之熱水器（自然排氣式）裝設於陽台，陽台加裝鋁門窗，消防人員到達現場時

發現門窗緊閉，浴室水龍頭持續流水，熱水器熄滅、瓦斯有外洩狀況，肇因通風

不良（女性在浴室、男性在床上）。 

三、95 年 1 月員林鎮新生路出租小套房 4 人中毒慘劇為例，現場使用天然氣作

為燃料之熱水器裝設室內，消防人員到達現場時發現門窗緊閉，浴室水龍頭持續

流水，熱水器熄滅、瓦斯有外洩狀況，肇因通風不良（死者為 2 男 2 女，1 男在

浴室、餘 3 人在臥房及客廳）。 

 

綜合研判一氧化碳中毒原因，多為通風不良、蓄積一氧化碳濃度過高所致。主要

原因分析如下： 

（一）熱水器等燃氣設施安裝場所通風不良（如裝設於廚房、浴室、陽台加裝窗

戶等密閉空間）。 

（二）選用不適當之燃氣設施（如將室外型熱水器安裝於室內者）。 

（三）民眾缺乏自我安全意識（門窗緊閉）。 

（四）熱水器等燃氣器具不良安裝。 

（五）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適當運作。 

（六）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定期檢查與維護。 

伍、患者處置原則 

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時，首先應先確定患者是否尚有呼吸、通知 119 派員處

理、打開門窗使一氧化碳飄散出去，現場如有醫生或適當急救設備，得依下列原

則處置（並非每家醫院均有高壓氧治療設備或檢測一氧化碳血色素設備）： 

（一）迅速將病人搬離現場至有新鮮流通空氣處。 

（二）維持病人生命現象穩定與高通氣狀態。 

（三）立即以面罩給予病人百分之百的氧氣。 

（四）送醫急救。（保留現場狀況，作為消防人員或檢調人員勘查或鑑定之佐證） 

（五）送達醫院後，詢問病史及作理學檢查詢問暴露時間與濃度。 

（六）檢驗病人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及一氧化碳血紅素之百分率。 

（七）昏迷病人可考慮作氣管內插管術，使用人工呼吸器，並維持病人的高通氧

量。 

（八）胸部 X 光。 

一般使用高壓純氧（1 大氣壓）需 1 小時 20 分鐘才能將一氧化碳排出一半，給 3

大氣壓之純氧則僅需 23 分鐘；若在空氣環境中，則需 5 小時 20 分鐘。無意識的

中毒者，建議以高壓氧治療，可降低死亡或神經併發症。 

 

陸、防範五要原則 



當聞到瓦斯外漏的氣味時，會意識到危機而趕緊處理。然而真正的隱形殺手一氧

化碳，卻往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不幸事故層出不窮。

如何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以下所列「五要」原則（通風、品牌、型式、安裝、

檢修），請參考。 

（一）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

大量衣物等情形。 

（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及 TGAS（台灣

瓦斯器具安全標示）檢驗合格標示。 

（三）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室內強制排氣型（FE）、

室內自然排氣型（CF）熱水器（如圖 1-3 所示）。 

（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五）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不穩定

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更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 

倘沒有開放的空間可裝設瓦斯熱水器，建議改裝電熱水器，電熱水器是利用電能

轉換成熱能，並無燃燒的行為，故不會發生一氧化碳中毒。 

另綜合整理美國消防協會（NFPA）、美國消費產品安全委員會（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CPSC））、美國家庭安全協會（Home Safety Council，

HAC）等單位，有關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小常識： 

（一）在家中安裝一氧化碳警報器，以提高預警功能。 

（二）一氧化碳警報器應安裝於每一間起居室外面空間的中央位置。 

（三）至少每月測試一次測試一氧化碳警報器，並遵守製造商的建議更換週期（3

年或 5 年），來更換一氧化碳警報器。 

（四）千萬不要在停車場或室內空間溫車，也不要在室內發動車輛、發電機或其

他燃料機具，縱使停車場的門是打開的，也不可以。  

（五）擁有居家燃料用暖氣設備（如火爐、燃燒爐、蒸氣爐、燒材或煤炭爐、移

動式暖爐等）或是煙囪者，應於每年冬季來臨前，請專業維修者檢查相關設置情

形。 

（六）使用火爐時，一定要保持室內通風順暢 

（七）使用煤油爐或瓦斯爐時，一定要打開窗戶，除非在設備未使用情形時添加

燃料。 

（八）永遠不要使用爐子提高室內的溫度。 

（九）不要在室內或停車場使用烤肉爐來烤肉，因為會產生一氧化碳。 

（十）購買新的暖氣及烹煮設備時，一定要注意產品應經過獨立公正實驗室測試

合格並貼有合格標籤者。 

（十一）當購買已完工或既有房舍時，記得要找合格技師檢查暖氣與烹煮設備，

特別是停車間與居室間的密閉房間。 

（十二）露營或野外住宿時，記得在帳篷、拖車或汽車房屋內應使用電力暖氣設



備及手電筒照明設備。 

（十三）一氧化碳警報器不可以取代偵煙探測器，偵煙探測器在每一個居室均應

安裝。 

（十四）能夠區分何種聲響是一氧化碳警報器或是偵煙探測器的警報聲。 

柒、燃氣熱水器型式及安裝原則 

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奪走寶貴的生命，消防法於 94 年 2 月 2 日增訂第 15 條之 1

及第 42 條之 1，規定自民國 95 年 2 月 1 日起，須由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

僱用「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依照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執行熱水

器安裝工作。另承裝業者應向當地縣市政府辦理營業之登記，始得營業。 

如安裝者資格未符規定，或未依「燃氣熱水器及配管安裝標準」從事安裝維修工

作者，承裝業者及實際執行安裝者都將依消防法，處以新臺幣 1 萬元以上、5 萬

元以下的罰鍰。若限期未改善，可連續處罰，並施以停業處分。另外，熱水器應

裝設於建築物外牆，或有開口且與屋外空氣流通之位置；若無法符合，應裝設屋

內型熱水器及排氣管，將廢氣排放至屋外。合格技術士於安裝後應實施竣工檢

查，貼上了施工標籤，上面有公司的名稱、電話、住址，還有技術士的名字，並

於熱水器確認安全無虞後，才可以交付於消費者。 

另規定熱水器應裝設在建築物外牆，或裝設在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流通位置。如

果環境無法符合，則應裝設熱水器排氣管，將廢氣排至屋外。 

市面上熱水器依裝設通風環境，區分為室外專用型熱水器、室內型熱水器（自然

排氣或強制排氣）3 種型式： 

（一）RF（Roof Top Flue）室外專用型：只限於室外環境使用，必須裝設在屋外

牆壁或開放的陽台上，注意事項為（1）設置於室外（2）裝設在屋外型之器具應

具備防風與防雨的特性。（圖 1） 



 

〈圖 1〉 室外型熱水器安裝圖 

 

（二）CF（Conventional Flue）室內自然排氣型：室內型熱水器，一般用於獨棟

住宅或小規模公寓。CF 型熱水器亦須裝設排氣管，且排氣管需高於屋簷 60 公分

以上（若排氣管附近 1 公尺內另有建築物，此排氣管需高於鄰近建築物屋簷 60

公分以上），廢氣排出才順利。注意事項為（1）應設置於室內（2）應備有排氣

管設備（3）燃燒用之空氣取自屋內（4）燃燒後之廢氣自熱水器排氣管直接排放

於屋外。（圖 2） 



 
〈圖 2〉室內自然排氣型熱水器安裝圖 

（三）FE（Forced Draught Balanced Flue）室內強制排氣型：室內型熱水器，一般

公寓或是陽台有加蓋建議採用，室內 FE 型熱水器具有小型風扇，亦需裝設與戶

外相通的排氣管排氣。上述室內型熱水器（CF、FE）皆須裝設排氣管，注意事

項為（1）可設置於室內或室外（2）燃燒用之空氣取自屋內或屋外（3）燃燒後

之廢氣經由抽氣扇與排氣管強制排放於屋外。（圖 3） 



 

〈圖 3〉 室內強制排氣型熱水器安裝圖 

捌、結語 

分析近年來一氧化碳中毒案例之致災原因，絕大部分均是因通風不良致空氣供應

不足，形成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燃燒不完全產生一氧化碳之現象；且民眾常擅自

於陽台加裝採光罩等違建情形，更造成室內通風不良。同時熱水器等爐具如使用

超過年限太久，一氧化碳中毒發生之危險性亦相對提高。這些原因之防治措施涉

及許多機關之權責，各單位均應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各項防範措施。 

 

在一氧化碳中毒防範措施中，政府應扮演政策面的支持、法制面的完備及適當的

行政指導；石化、液化石油氣相關公（工、協）會等單位，應訂定瓦斯爐具或安

全機器的檢查基準及訓練手冊，對於相關業界之技術指導（如安全設備之提升、

一氧化碳警報器之普及等）；石化業界、液化石油氣業界對於消費者之宣導，加

裝安全裝置機器之普及與一氧化碳警報器的設置，並實施定期檢修；至於研發單

位則應開發更安全、價格更低的燃燒爐具及一氧化碳警報器。當然，最重要的是

消費者的安全意識與安全習慣。 

最後再次強調，一氧化碳中毒是可預防的意外事故，「預防勝於治療」，應避免

一時的疏失造成永久的遺憾。為有效降低一氧化碳中毒案件，全民均應落實一氧

化碳中毒防範措施，於高潛勢危險居所實施安全診斷，讓民眾排除號稱「隱形殺

手」的一氧化碳中毒危險因子，並提醒注意使用安全，強調「愛護生命、人人有

責」，以臻達維護生命安全之目的。 



 

附表 1 

瓦斯使用安全須知表 

 

 

 

附表 2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居家安全診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