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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1.1 物品名稱 

產品識別 MXBON 14574   

1.2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用途 見技術數據表。   

1.3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公司名稱 北回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成功街 18號 

客戶服務: 北回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886-5-220-3715 

1.4 緊急聯絡電話 

緊急 
 

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 886-5-220-3715 

 

二、危害辨識資料 

  

2.1 純物質或混合物分類 

根據修訂法規 EU 2015/830的法規（EU）2020/878和（EC）No 1907/2006進行分類 

皮膚腐蝕/刺激 第 2級 H315 造成皮膚刺激。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第 1

級 H318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皮膚過敏 第 1級 H317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

暴露) 第 3級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慢性水生毒性 第 3級 H412 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2.2. 標示內容 

根據條例(EC)編號 1272/2008 

  

  

 

危險 

 

H315 造成皮膚刺激。 

H317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H318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H412 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預防]: 

P233 保持容器密閉。 

P261 避免吸入粉塵/燻煙/氣體/煙霧/蒸氣/噴霧。 

P264 處理後徹底清洗。 

P271 只能在戶外或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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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帶出工作場所。 

P273 避免排放至環境中。 

P280 穿戴防護手套/眼睛防護具/臉部防護具。 

[應變]: 

P302+352 如皮膚沾染：輕輕地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 

P304+340-GHS4 如果吸入：將人員轉移到新鮮空氣處並保持呼吸舒適。 

P305+351+338 如進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幾分鐘。如帶隱形眼鏡並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隱形眼鏡。 

P310 立即呼救毒物諮詢中心或求醫。 

P333+313 如發生皮膚刺激或皮疹：求醫治療/諮詢。 

P362+364 脫下受污染的衣物，清洗後方可重新使用。 

[儲存]: 

P403+233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密閉。 

P405 加鎖存放。 

[廢棄]: 

P501 按照當地/國家法規處置廢棄物及空容器。 

2.3 其他危害 

本產品不含 PBT/vPvB的化學品。 

該產品不含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 

 

三、成分辨識資料 

  

3.2.混合物   

如果產品包含根據法規（EC）第 1272/2008號[CLP / GHS]（經（EU）2015/830和 REGULATION（EU）2020/878修

訂）的具有危害性的物質，則在下面列出。 

成分/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 / 化學文摘社登

記號碼(CAS No.) 

濃度或濃度

範圍(成分百

分比) 

危害分類根據 

EC No. 1272/2008法規* 
註釋 * 

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25852-

47-5 

  EC號           607-819-8 

50 - 75 皮膚過敏 第 1級 H317 

皮膚腐蝕/刺激 第 2級 H315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第 2級 

H319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

露) 第 3級 H335 

慢性水生毒性 第 3級 H412 

 

慢性 M 因子:  1 

丙烯酸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79-10-7 

  EC號           201-177-9 

  索引號:       607-061-00-8 

1 - 5 易燃液體 第 3級 H226 

急毒性(吸入) 第 4級 H332 

急毒性(皮膚) 第 4級 H312 

急毒性(吞食) 第 4級 H302 

皮膚腐蝕/刺激 第 1A級 H314 

急性水生毒性 第 1級 H40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

露) 第 3級 H335 > 1% 

 

D^CLP 3.1 

過氧化氫異丙苯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80-15-9 

  EC號           201-254-7 

  索引號:       617-002-00-8 

0.10 - 1.0 有機過氧化物 E型 H242 

急毒性(吸入) 第 3級 H331 

急毒性(皮膚) 第 4級 H312 

急毒性(吞食) 第 4級 H302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重複暴

露) 第 2級 H373 

皮膚腐蝕/刺激 第 1B級 H314 C 

≥ 10 % 

Acute M-Factor:  1 

慢性 M 因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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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腐蝕/刺激 第 2級 H315: 

3 % ≤ C < 10 %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第 1級 

H318: 3 % ≤ C < 10 %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第 2級 

H319: 1 % ≤ C < 3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單一暴

露) 第 3級 H335: C < 10 % 

慢性水生毒性 第 2級 H411 

^CLP 31參考 EC 1272/2008號 1.1.3.1.物質識別，分類和標示的事項（表 3.1） 

*PBT/vPvB - PBT或 vPvB物質 

危害說明的全文詳列於第 16章節 

四、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 

一般 在有疑問的任何情況下，或症狀持續，立即就醫。 

不要給昏迷的人口服任何東西。   

吸入 移至通風處，讓患者保持體溫和休息。如果呼吸不規則或停止，給與人工呼吸。若失去意識

請立即就醫，勿餵食任何東西。   

眼睛接觸 用清水反覆沖洗傷眼至少 15分鐘，沖洗後需立即去醫院檢查和治療。   

皮膚接觸 脫去污染衣物。用肥皂與水徹底清洗皮膚，或使用認可的皮膚清潔劑清洗。   

食入 如果吞食，立即就醫。保持休息狀態，不要催吐。   

4.2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急性與慢性 

概述 無特殊症狀的數據。 

對症治療 詳細內容請見第 2節。   

吸入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眼睛接觸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皮膚接觸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造成皮膚刺激。   

 

4.3 立即就醫及特殊處理需求的指示，如果必要的話 

給醫生的說明 對症治療   

 

 

 

 

 

 

 

五、滅火措施 

  

5.1 滅火劑 

建議滅火劑：抗溶性泡沫、CO2、乾粉和水噴霧。 

不合適的滅火劑，請勿使用；請勿使用高壓水槍。 

5.2 純物質或混合物產生的特殊危害 

危險的分解：沒有危險的分解反應數據可用。 

保持容器密閉。 

避免吸入粉塵/燻煙/氣體/煙霧/蒸氣/噴霧。 

5.3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 

佩戴正壓、自給式呼吸器（SCBA），穿戴全面罩和防護服。沒有穿戴呼吸防護具的人應該離開區域。在火災發生後立

即清洗 SCBA。禁止抽煙。 

ERG指南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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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洩漏處理方法 

  

6.1 個人應注意事項、防護設備及緊急程序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參閱第 8部分）。 

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接觸洩漏物後，在飲食或使用廁所前應洗手。及時清除髒衣服，重新使用前應徹底清洗 

6.2 環境注意事項 

不要讓洩漏物進入下水道或水路。 

6.3 污染及清理的方法及材料 

讓這個地方通風，避免吸入蒸氣。採取第 8節列出的個人防護措施。 用不可燃的材料，如沙、土及蛭石等來控制和吸收

洩漏物。把密封的容器置於空曠的地方，根據廢棄物規定處理。（參見第 13節） 最好用洗滌劑清洗。不要使用溶劑。 

不要讓洩漏物流入排水管或河道。 若排水管、下水道、溪流或湖泊受到污染，立即通知當地自來水公司。若溪流或湖泊

受到污染，也應通知環保局。 

6.4其他章節參考資料 

緊急聯絡資訊請看第 1節 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請看第 8節 廢棄物處置資訊請看第 13節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7.1 安全處置的注意事項 

小心處理容器，以避免損壞和洩漏。 

詳細內容請見第 2節。 - [預防]: 

7.2 安全儲存的條件，包括不相容物質 

應避免之物質: 查無可用訊息 

詳細內容請見第 2節。 - [儲存]: 

7.3 特殊用途 

查無可用訊息 

 

八、暴露預防措施 

  

8.1 控制參數 

暴露 

CAS號 成分 資料來源 值 

79-10-7 丙烯酸 OSHA ---   

ACGIH TWA: 2 ppm   

NIOSH TWA 2 ppm (6 mg/m3) [skin]   

國家 ---   

80-15-9 過氧化氫異丙苯 OSHA ---   

ACGIH ---   

NIOSH ---   

國家 ---   

25852-47-5 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OSHA ---   

ACGIH ---   

NIOSH ---   

國家 ---   

 

8.2 暴露控制   

呼吸 如果工人暴露於大於暴露限制的濃度，必須使用適當並經過認證的呼吸器。   

眼睛 建議使用安全防護眼鏡   

皮膚 避免接觸皮膚 推薦使用防護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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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提供足夠的通風。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應使用現場的排氣通風設備。如果這不足以維持顆粒

的濃度低於任何的職業暴露蒸氣限值，則需戴適當的呼吸器。   

其他工作習慣 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接觸洩漏物後，在飲食或使用廁所前應洗手。及時清除髒衣服，

重新使用前應徹底清洗   

詳細內容請見第 2節。 - [預防]: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9.1基本物理及化學性質資料 

外觀 物理狀態:  膏狀, 顏色: 橘色   

氣味 特殊氣味   

嗅覺閾值 查無可用訊息   

pH   查無可用訊息    

熔點/冰點(℃) 查無可用訊息   

沸點與沸點範圍(℃) 查無可用訊息   

閃點 ℉ ℃, Test method: (Open/Close cup)   

揮發速率(乙醚=1) 查無可用訊息   

易燃性(固體、氣體) 查無可用訊息   

燃燒或爆炸上/下限 爆炸下限: 查無可用訊息   

  爆炸上限: 查無可用訊息    

蒸氣壓(Pa) 查無可用訊息   

蒸氣密度 查無可用訊息   

比重 見技術數據表   

在水中的溶解度 查無可用訊息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查無可用訊息   

自燃溫度(℃) 查無可用訊息   

分解溫度 查無可用訊息   

黏度 見技術數據表   

氧化性質 查無可用訊息   

爆炸性質 查無可用訊息   

9.2 其他資訊 

無。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10.1 反應性 

不會發生危險聚合反應。 

10.2 化學安定性 

在正常情況下是穩定的。 

10.3 可能之危害反應 

查無可用訊息 

10.4 應避免之狀況 

避免高溫和接觸不相容的材料 

應避免之物質 

查無可用訊息 

10.6 危害分解物 

沒有危險的分解反應數據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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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毒性資料 

  

11.1 第 1272/2008號法規（EC）中定義的危險類別信息 

急毒性 

注意：若無具體路徑的 LD50數據可用於急性毒性，在計算產品 ATE（急毒性估計值）時則使用急毒性點估計值 。 

成分 口服半致死劑

量, 

毫克/公斤 

皮膚半致死劑

量, 

毫克/公斤 

吸入 

蒸氣半致死劑

量, 

毫克/ 升 / 4小

時 

吸入 

粉塵/煙霧半

致死劑量, 

毫克/ 升 / 4小

時 

吸入 

氣體 LC50, 

ppm 

丙烯酸 

(79-10-7) 

1,500.00, 大鼠 

- 危害級別: 

4    

> 2,000.00, 兔

子 - 危害級別: 

NA    

> 5.10, 大鼠 - 

危害級別: 

NA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過氧化氫異丙苯 

(80-15-9) 

382.00, 大鼠 - 

危害級別: 4    

0.126, 兔子 - 

危害級別: 1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200.00, 小鼠 - 

危害級別: 2    

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25852-47-5)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無可用數據   

致癌物數據 

CAS號 成分 資料來源 值 

79-10-7 丙烯酸 OSHA 受管制的致癌物質: 無  

NTP 已知: 無;  疑似: 無  

IARC 第 1組: 無;  第 2A組: 無;  第 2B組: 無;  第 3組: 是;  第 4

組: 無;  

ACGIH A4   

80-15-9 過氧化氫異丙苯 OSHA 受管制的致癌物質: 無  

NTP 已知: 無;  疑似: 無  

IARC 第 1組: 無;  第 2A組: 無;  第 2B組: 無;  第 3組: 無;  第 4

組: 無;  

ACGIH ---   

25852-47-5 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OSHA 受管制的致癌物質: 無  

NTP 已知: 無;  疑似: 無  

IARC 第 1組: 無;  第 2A組: 無;  第 2B組: 無;  第 3組: 無;  第 4

組: 無;  

ACGIH ---   

分類 類別 危害說明 

急毒性(吞食) --- 不適用  

急毒性(皮膚) --- 不適用  

急毒性(吸入) --- 不適用  

皮膚腐蝕/刺激 2  造成皮膚刺激。  

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1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呼吸道過敏 --- 不適用  

皮膚過敏 1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 不適用  

致癌物質 --- 不適用  

生殖毒性 --- 不適用  

單一暴露 3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重複暴露 --- 不適用  



 

 

     MXBON 14574 
     安全資料表  

             製表日期: 2022/12/01   版本: 3.0 

 

2022/12/01 (Version: 3.0) ZH-TW (中文（繁體）) 7/8 
  
 

 
 

 

吸入危害 --- 不適用  

 

11.2 其他危害信息 

11.2.1。 內分泌干擾特性 

該產品不含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 

 

十二、生態資料 

  

12.1 毒性 

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對水生生物有毒。 

水生生態毒性 

成分 
96 小時 LC50 魚類, 

毫克/升 

48小時 EC50 

甲殼類, 

毫克/升 

ErC50 海藻類, 

毫克/升 

對細菌的毒性

（IC50 3小

時） 

生物降解性 

% 

丙烯酸 

(79-10-7) 

  27.00, Oncorhynchus 

mykiss  

  95.00, Daphnia 

magna  
  0.13 (72 hr), 近

具刺栅藻    

 ---      68.00    

過氧化氫異丙苯 

(80-15-9) 

  3.90, 麥奇鉤吻鱒(虹

鱒)  

  18.84, 大型蚤    3.10 (72 hr), 微

藻    

>  50.00     不容易生物降

解    

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25852-47-5) 

----;  ----;  ---    ---     ---    

 

12.2 持久性及降解性 

無相關的數據。 

12.3 生物蓄積性 

查無可用訊息 

12.4 土壤中之流動性 

查無可用訊息 

12.5 持久性及生物蓄積性評估結果 

本產品不含 PBT/vPvB的化學品。 

12.6內分泌干擾特性 

該產品不含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 

12.7 其他不良效應 

查無可用訊息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13.1 廢棄處置方法 

處置前應查閱相關法規。 

 

十四、運送資料 

  
 

  ADR/RID IMO / IMDG （遠洋運輸） ICAO / IATA 

14.1 聯合國編號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14.2 聯合國運輸名稱 未規定 未規定 未規定 

14.3 運輸危害分類 DOT危險等級: 不適用 

次分類: 不適用 

IMDG: 不適用 

次分類: 不適用 

航空類: 不適用 

次分類: 不適用 

14.4 包裝類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4.5 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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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污染物: 否 ;  

14.6 使用者特別注意事項 

  查無可用訊息 

14.7 散裝運輸依據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 73/78附件 II及國際散裝運輸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 

  不適用 

 

 

 

 

十五、法規資料 

  

15.1 物質或混合物特別制定的安全、健康及環境規定/法規 

歐盟法規 

（EU）2020/878法規，修訂了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REACH）的 EU 2015/830和

（EC）No 1907/2006法規。 

國家法規 

無紀錄 

15.2 化學安全檢測 

尚未進行化學安全檢測。 

 

十六、其他資料 

  

本文件所包含的資料與建議都基於我們相信是正確的數據。然而，我們並不對這些資訊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我們不對

暴露與該產品所造成的危害承擔任何責任。客戶/本產品的使用者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規和命令。 

第 3章節危害說明詳細如下: 

H226 易燃液體和蒸氣。 

H242 遇熱可能起火。 

H302 吞食有害。 

H312 接觸皮膚有害。 

H314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H315 造成皮膚刺激。 

H317 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H319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H331 吸入有毒。 

H332 吸入有害。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H373 長期或重複暴露可能對器官造成傷害 

H400 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H411 對水生生物有毒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H412 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 

文件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