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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職場壓力現象越來越普遍，勞工出現職場憂鬱的症狀也越來越受到重

視，有的嚴重到影響其職場工作，甚至是日常生活。但是因工作壓力所導致的精

神疾病（如憂鬱症）並未列入職業病認定之分類中，使得勞工因工作壓力導致精

神疾病後，不但無法工作，也無法獲得補償以保障其生活。此現象主要原因在於

精神疾病的認定尚未建立標準，相關的補償辦法也未擬定。因此，在參考國外目

前實行的相關做法，將有助於建立我國因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定基準與補

償辦法。本研究之方法，主要針對先進國家進行資料檢索，瞭解日本、英國、美

國、丹麥、加拿大、及澳洲等六國是否將「工作壓力導致的精神疾病」列入職業

病表、法令規定與及認定標準以及搜集與「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有關的案例，

並將檢索蒐集來的資料翻譯為中文，再加以統整。 

目前世界各國皆未將「工作壓力導致的精神疾病」列入職業病表，沒有職業

病表之國家大多數以法律途徑來解決相關申訴案件，目前已有為數不少之相關判

例可供參考。有職業病種類表國家中，則以鑑定委員會型式，依所訂定的特定條

件來認定，其中又以日本所制定之認定基準最為詳盡，有助於欲制定相關法規國

家之參考用。「工作壓力導致的精神疾病」認定已是世界趨勢及共識，雖然認定

上不易，但為了因應實務所需，一個完善認定基準、流程及相關配套措施，實為

各國共同努力達成之目標。 

 

 

 

 

 

 

 

關鍵詞：工作壓力、精神疾病、認定標準、壓力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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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related stress has been more and more prevailing in recent years. More 

importance has been placed on employees having symptoms of workplace depression. 

Some symptoms seriously affect their job and even daily lives. However, because 

psychiatric illness (e.g. depress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judging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employees are unable to work and get compensation to 

guarantee their lives after suffering from psychiatric illness resulted from 

work-related stre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ata-survey the judging standards 

and compensation measures for psychiatric illness resulted from work-related stress, 

based on the relevant practice by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study results, we discuss 

them among six countries that are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nmark, Canada, and Australia The method we use here is to search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ree topics in advanced countries that are practicing these 

standards and compensation. The three topics are: (1) Do these countries put 

“psychiatric illness resulted from work-related stress” in their occupational disease list? 

(2) What are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ging standards for “psychiatric illness 

resulted from work-related stress” in these countries? (3) The related court cases 

about “psychiatric illness resulted from work-related stress.”We then translate the 

gathered information into Chinese and sort it in order. 

Presently, whole of the world do not list “Psychiatric diseases due to work 

related stress” in Li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Most of Countries do not have li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deal with the claims by the way of litigation. Now there are 

many related cases could be refer to. Countries with li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deal 

with the claims by specific conditions in occupational diseases committee. The most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judging standards developed by Japen. It could be a recource 

to countries to build one. To build judging standards of “Psychiatric diseases due to 

work related stress” up is the trend and common consensus. It is not easy to judge. For 

the need of practice, A comprehensive judging standards, procedure, and related 

policies is the goal to pursue. 

Key Words: work-related stress, psychiatric illness, judging standard,  compensation fo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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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目的 

第一節 我國職場壓力之現況與研究 

過去的職業災害（包含職業傷害與職業病兩大類）多集中於身體因工作所產

生的傷殘，相關的認定標準與賠償措施也應運而生。然而隨著科技帶給人們的便

利性，工作型態與內容也大幅改變，勞工在職場上的過勞現象開始被國人關注。

如勞委會訂定了「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認定基準」，作為勞保職災給付、

勞委會及勞工局職業病鑑定委員會的判定依據，並對「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力」

是否導致發病訂出了具體的認定準則。近幾年，隨著勞工在職場上所承受的工作

壓力愈來愈大，而壓力所導致的身心相關症狀也愈來愈受人民與政府的重視。從

早期對職業災害的認定賠償進展至納入職場過勞現象，乃至近年關注工作壓力所

導致的心理疾病，就我國勞工權益上，又向前跨了一步。 

工傷協會 2006 至 2007 年所協助的個案中，因為職場因素引起精神疾病就有

20-30 人，因為職災或職業病引發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的勞工更是不計其數，但勞

委會至今對職業病認定仍未含括精神方面疾病（請參考附錄 1），讓這些勞工被

排除在職災給付之外[1]。  

多數研究證實心理壓力與物理環境、工作、社會及組織等因素有關，並會導

致心理症狀及影響健康。由許多研究結果可以摘錄出工作壓力因子，例如工作緊

張(負荷過重、步調快速)、工時過長或不規律、無技術性單調工作或重覆性工作、

期限壓力、輪班作業、加班、缺乏工作技能或無法發揮工作技能、工作過少、工

作設計不良(工作內容含糊不清、責任過重或過少)、新技術，過多人工操作將導

致一些壓力相關癥狀。在生理方面，會產生像是心跳增加、高血壓、昏睡、自述

皮膚不適、背痛、腸胃問題、頭痛、心血管疾病、膽固醇增加等症狀。國內研究

結果顯示，工作壓力的增加，會使冠狀動脈疾病的症狀較易發生[3]。在心理方面，

更會產生像是動機低落、自我評價低、過勞、工作滿意度低、焦慮、沮喪、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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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怒或易躁、自殺傾向等反應。如翁志成與簡俊成（2002）的研究顯示，將角色

過度負荷視為職場壓力源將影響情緒耗竭，當員工的情緒耗竭現象越嚴重其憂鬱

傾向也將越嚴重[4] 。Jackson 與 Schuler(1985)回顧了 96 篇有關工作壓力源的文章

中發現，當員工的工作角色模糊越高，與焦慮、緊張、離職意願成正比[5]；而林

立曼(2001)的研究結果同樣也顯示，工作壓力來源中的工作負荷與憂鬱之間有正

向的關連性，而工作自主權及工作變化性則與憂鬱有負向關聯性[6]；蔡享呈(2007)

針對國小教師的工作壓力研究也具有相似的結果，當教師的工作負荷越大時，其

憂鬱傾向也會越高[7]。根據 96 年勞安所針對職場憂鬱的研究發現，工作負荷及

角色模糊與憂鬱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連性，當員工知覺到越多的工作負荷或角

色模糊時，其憂鬱反應便越多；技能多樣化及工作自主權與憂鬱之間具有顯著的

負向關連性，當員工認為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多樣化越多或認為擁有較多的工作自

主權時，其憂鬱反應則越少[8]。 

舉例來說，任職於某電子的女性勞工陳小姐就是「職場憂鬱症」受害者。陳

小姐從 88 年到某電子上班，到 94 年間工作考績都是優等，更獲得「員工楷模獎」，

94 年 4 月升職為組長後，因為與課長對產品品質出現爭議，無預警被拔除組長

職位，多方申訴無效，95 年 11 月被調到新單位，此後常被主管責罵，並以她是

「沒人要的垃圾」羞辱，開始出現尋短念頭，經醫生診斷為嚴重憂鬱症，住進精

神病房兩次，一年多來都無法回到職場，日常生活也失調，終日以淚洗面，常想

自殺。陳小姐雖然先後取得兩個台大及三總職業病診斷中心專業診斷，但向勞保

局申請職業病認定時，還是被打回票，其中勞保局理由是「憂鬱病尚未列入職業

病種類表」，她再提申訴，勞委會職業病鑑定委員會則以「個人應對能力與社會

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因於單一工作因素」駁回[1]。 

過去，多數因工作而發生傷殘的勞工在各項保險中大多有給付，但一直以

來，因工作壓力所導致的精神疾病並沒有相關的認定標準以及賠償辦法，這不僅

不符合保障勞工權益的精神，也無法因應日趨嚴重因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現

象。而先進國家早已關注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現象，相關的認定標準與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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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也引起重視與廣泛討論。以日本為例，早在 1998 年 2 月起，彙集了精神醫

學等專家，召開「精神障礙等職災認定相關專門檢討會」，針對精神障礙等職災

認定，從精神醫學等專業觀點進行檢討，並於 1999 年由厚生勞動省公告精神疾

患職業病認定基準(重度壓力及憂鬱症) [2]。而在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所建議的職業病列表中，亦出現了工作導致心理傷害的相關疾病（包

含：2.4 . 心理與行為病症(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s) 、2.4.1.創傷後壓力

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及 2.4.2.其他任何精神與行為障礙不包含在前述

病症，卻跟工作有關的精神與行為障礙 ，請參考附錄 2）。本研究希望借用國外

的經驗，參考其精神疾病認定標準與賠償辦法，在國內建立一套適用的標準，以

利國內勞工的權益受到更多的保障。 

 

第二節 我國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 

我國現行法律中，提及與工作有關的精神疾病目前主要有勞工保險條例第三

十四條「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不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

薪，正在治療中者，自不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

費」、「前項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勞動基

準法第七章規定職業災害補償的部份，其中第 59 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

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勞

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三條規定「被保險人因執行職

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被保險人於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規定適用職業範

圍從事工作，而罹患表列疾病，為職業病」、第四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

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

為職業傷害。被保險人為夜校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於上、下班直接往返學校

與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同」、第五條規定「被保險人於

作業前後發生左列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一）於作業開始前，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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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中，因就業場所設施或管理之缺陷所發生之事故。（二）因作業之準備行為及

收拾行為所發生之事故。（三）於作業終了後，經雇主核准利用就業場所設施，

因設施之缺陷所發生之事故。（四）因勞務管理上之必要，或在雇主之指揮監督

下，從飯廳或集合地點赴工作場所途中或自工作現場返回事務所途中，為接受及

返還作業器具，或受領工資等例行事務時，發生之事故。」，以上規定了職業病

與職業傷害，另外第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罹患中央主管機關依據

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第八類第二項規定核定增列之職業病種類或有害物質所

致之疾病，為職業病。」、第二十條規定「被保險人罹患之疾病，經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行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第二十一條

規定「被保險人於作業中，於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

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以上法條規定除職業病種類表之外職業病的認

定；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規定「勞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

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不在此限。」及第八條規定「勞工保險之被保

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於本法施行後遭遇職業災害，得向勞工保險局申請下列

補助：」規定了職災賠償責任與職災補助事項，而第十一條規定「勞工疑有職業

疾病，應經醫師診斷。勞工或雇主對於職業疾病診斷有異議時，得檢附有關資料，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認定。」與第十三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勞工或雇主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異議，或勞工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認有必要時，得檢

附有關資料，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則是規定了職業疾病的認定與鑑定。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所定之「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其

中「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判定，涉及該疾病判定的基本原則、起因於

外傷的疾病的認定基準、以及工作當場所促發的疾病之認定基準。但該診斷認定

基準皆著重於身體上的疾病，而缺少了經由工作壓力所引發的精神疾病。因此，

就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定標準而言，亦需考量此一部份，例如該精神疾病

認定標準的基本原則、起因於工作壓力的認定標準、或因事件引發精神疾病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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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 

而各國在職業病診斷與給付分為三種，第一、採純粹列表方式(pure list 

system)，明列屬於職業病之種類名稱，凡是未列入職業病列表的疾病，都不能循

著職業病認定流程加以賠償，例如英國；第二、採取概括條款(general clause)，沒

有明確列舉出職業傷病種類，只做全面性的規定或定義；換言之，只要能證明疾

病與工作有關即可，例如美國；第三、原則表列的半開放式系統的混合方式(mixed 

system)，即除了法定列表之職業病以外，另列舉一個開放但書(opening clausel)，

例如德國[9-11]。其中我國屬於第三種。即在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附表規定

了職業病種類表（見附錄 1），其中第八類第二項中指出「其他本表未列之有毒

物質或其他疾病，應列為職業病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列之」。此外，國際

勞工組織在 2005 年的職業病表修定專家會議中亦曾討論過「心理與行為病症」

入表（point 2.4）的可能性，並再次強調未來此議題的重要性。因此，我國雖未

直接將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病種類表中，但卻也正跟隨著國際勞工組織職業病表修

定的腳步前進。 

 

第三節 本計畫之重要性及目的 

近年來因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勞工日益增多，但國內相關法令政策並無

此方面的認定標準與賠償措施，使得勞工無法繼續工作甚至失去工作。因此在考

量保障本國勞工的權益，參考國外的制度與標準，企以建立國內工作壓力導致精

神疾病的認定標準。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蒐集各國或國際組織的認定標準或處理方

法，以做為未來研擬本國的認定標準之參考。 

綜觀國外文獻，與工作導致心理傷害乃至精神疾病的求償案件可以分成以下

四類[12]。由於「心理-心理訴求」(Mental- mental claims)與本研究要探討之主題「工

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定較有關，因此在探討認定原則時，以心理-心理訴

求為主。 

表一、工作導致心理傷害的分類 



 6 

類別 求償主因 
生理-心理訴求 
A.Physical-mental 
claims 

職業的生理殘疾(workplace physical disability)導致

心理疾病(psychological disability)（如憂鬱, 焦慮）

心理-生理訴求 
B.Mental-physical 
claims 

工作相關的心理壓力源(Work-related psychological 
stressor)導致身體失能(physical disability) （如心肌

梗塞、中風） 
心理-心理訴求 
(急性壓力源) 
C.Mental-mental 
claims (1) (acute 
stressors) 

嚴重、令人震驚、威脅到生命的壓力源（如目睹同

事被殺，成為人質）導致心理疾病(psychological 
disability)。 

心理-心理訴求 
(長期的壓力源) 
D.Mental-mental 
claims (1) 
(chronic  
stressors) 

逐步的或是長期的壓力（如工作超過負荷、各種騷

擾）導致心理疾病(psychological disability)。 

 

整體而言，本研究乃是要針對先進國家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

定標準（即「心理-心理訴求」），進行資料蒐集，資料蒐集的方向有下列三點： 

1.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列入該國職業病表？ 

2.認定標準為何？ 

    3.有無實際的判例來說明這些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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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到上述目標，依研究計劃書分成三大階段實施： 

(一)蒐集目前具有認定標準的國家 

蒐集具有認定標準、賠償或補償辦法或相關法令制度之國家（有日本、英國、

美國、丹麥、加拿大與澳洲等六個國家）。資料蒐集主要是以網際網路（以精神

疾病、職業病、賠償等關鍵字）進行資料檢索，如前所述，檢索的內容主要扣著

下列三個主題：1.這些國家是否將「工作壓力導致的精神疾病」列入職業病表？ 

2.這些國家中，「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有關的法令規定及認定標準為何？

3.這些國家中，與「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有關的案例。並請上述國家之在台

辦事處提供相關資料。然後將所蒐集得來的資料翻譯成中文，再加以統整。 

(二)資料翻譯 

將所蒐集得來之資料（各國所蒐集的資料以英語為主）進行翻譯，請專業人

員（精通中英語）及兼任助理進行英語轉翻譯成中文，以利資料整理。 

(三)彙整翻譯後的資料 

將翻譯後之資料，依照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認定標準、賠償辦法、及相關

法令進行統整，以呈現出各國在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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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日本、英國、美國、丹麥、加拿大、及澳洲等六國為主。以下將分

節探討這六個國家的結果。 

 

第一節  日本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表中 

在日本「勞災保險給付概要」中定義職業疾病，係指從事工作期間，判定因

與工作有相當程度因果關係之勞災保險給付對象的疾病。因此，職業疾病不單指

勞動者在事業主掌控狀態下有明顯的疾病發病情形，如因在事業主管理下而使勞

動者暴露在可能發病的有害因子下也成立。而在工作時間以外的發病狀態，如確

認是因暴露在可能發病的有害因子下，便成立工作與疾病間的相當程度因果關

係，職業疾病判定亦成立。一般而言，勞動者疾病的發病狀態成立需要以下三因

子同時成立： 

A.工作場合中，存在有害因子：係指，在此等場合裡，工作內容有可能接觸到危

害人體的物理因素、化學物質、造成身體代謝負荷過重的工作型態、病原體…

等。 

B.大量暴露在可能引起健康問題的有害因子：雖說健康問題是因大量暴露在有害

因子中而引起不適，但問題形成也需有一定有害因子量影響。基本上來說，相

當暴露量的影響決定於暴露在致病因子濃度高低及時間長短，但也要考量到暴

露在何種型態下，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C.發病經過及情形：勞動者因工作內容接觸到有害因子，又以此類因子對人體造

成一定侵入量，在這種環境一段時間後，職業疾病的發生便為必然。但職業疾

病的判別，不單只是暴露在有害因子中、短期內發病的情形，也有經過長時間

的潛伏期才發病的。發病的時間點因有有害因子性質、暴露條件、時間等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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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發病時間點非單指暴露在有害因子後中馬上發病，其判斷仍需有

害因子性質、暴露條件、時間等醫學上的診斷報告而定。 

 

在日本「勞動基準法施行規則」所規定之職業傷病種類中，並沒有與精神疾

病有關的疾病列入表中，僅有「除了前面所發表的以外，還有厚生勞動大臣所指

定的疾病」與「明顯因為其他業務引起之疾病」兩類，可以含括職業傷害、物理

因子、化學因子、生物因子、及工作過度導致之疾病以外的職業傷病。此外，前

述職業病成立的 A、B、C 三個因子僅能反映出生理方面的疾病狀態，卻無法反

映出精神疾病的狀態。 

(二)「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相關法令與認定標準 

1.心理壓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是否起因於工作的判斷指南 

鑑於日本「勞動基準法施行規則」所規定之職業傷病種類中，無法反映與日

俱增之「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案例，日本進一步擬定了「心理壓力造成的

精神障礙等，是否起因於工作的判斷指南」[2]（見附錄 3）。原始資料來源為勞

動省勞動基準局補償課職災認定對策室，由厚生勞動省於 1999 年 9 月 15 日（三）

公告。資料大致說明了該判斷指南的目的、源由、及產生過程。 

該判斷指南主要論點在於判斷精神障礙等是否因工作引起時，首先需釐清有

無精神障礙的發病、發病時間及疾病名稱，並針對（1）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

（2）非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3）個人因素（精神障礙病史等）等三個因素

進行評估，再綜合地判斷是否與發病之精神障礙具有關連性。同時該資料進一步

定義出判斷三要件，也具體擬定與工作因素、非工作因素、及個人因素等具體壓

力評估表，並且提供一個相當完整的判斷流程圖。 

2.障害等級認定及賠償 

為了確定因工作引起的精神障礙之嚴重程度（等級），以做為賠償或補償的

基準。日本亦定訂了「神經系統功能及精神障礙相關等級認定標準法規」（見附

錄 4），明訂「非器質性精神障礙後遺症認定」，其一，在障礙等級認定條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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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憂鬱症或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等、非器質性精神障礙相關治療癒後不佳

但仍無礙日常生活行為者、或症狀輕微且進行治療者都可進行障礙等級認定。然

而就算進行治療病情仍無改善，或癒後良好但原則上仍需進行治療者，皆認定為

非器質性精神障礙後遺症。其二，障礙等級認定方法明定「精神症狀」、「能力

相關判斷要點」與「四階段的障礙結果」。說明如後： 

「精神症狀」：診斷情形有「憂鬱狀態」、「焦慮狀態」、「情緒低落狀態」、

「長期幻覺、妄想狀態」、「記憶或智力障礙」、「其他障礙(過動等)」等類別。 

「能力相關判斷要點」：主要有「日常生活適應度」、「工作及生活的熱中

及積極性」、「上下班準時性」、「一般事務專注力」、「對他人溝通能力」、

「人際關係及合群度」、「安全警覺性、危機處理能力」、「挫折因應度」等類

別。 

「障礙結果」：主要分為「失能」、「偶爾需要援助」、「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等四階段來判定障礙結果(為第 9、12.14 級) ，共分為 14 個等

級（見附錄 5，僅呈現與精神障害有關的等級）。障礙等級判斷的部份舉例：第

9 級為「準時上下班，但對於家庭聚會等參與常態性遲到」；第 14 級為「家庭

聚會等參與不會遲到、且自動上下班，但偶有遲到情事發生」。 

在賠償部分，日本勞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施行規則規定了不同級別、給付內

容、及相應的障礙內容，舉例來說，「精神狀態障害、無一般工作能力」判定為

第 3 級，給付 245 日份，亦即先判對症狀，再依症狀決定等級，然後依等級決定

賠償金額。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底下個案為認定申訴人的精神障礙為上司的猥褻行為造成強烈的心理負荷

所引起的，且因申訴人之業務與該猥褻行為間具有明確之因果關係，故取消已被

否決的精神障礙之業務起因性的原處分。另有 9 個案例請見附錄 6。 

1. 案件概要與過程 

申訴人於 X 年 9 月 25 日被 A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為「公司」）聘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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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立之 B店從事醫療藥劑調配之工作。申訴人於該店開始工作約 1個月後，同

年 10 月 21 日下午，於店內工作時服用了上司（以下稱為「加害者」）提供之號

稱對申訴人的感冒癥兆有效用、含有 triazolam 成分、具催眠作用的藥劑，而因

此藥劑之作用陷入昏睡、無法抵抗之狀態，於下午 3 時 30 分左右，受到了加害

者用手玩弄乳頭，以及被迫抓握加害者之性器官等猥褻行為。申訴人控訴在那之

後產生不安、緊張、失眠等症狀，同月 27 日求診於 C 診療所。其後，在 D 醫院

與 E病院接受治療，並於 E病院被診斷為「創傷壓力症候群（PTSD）」。 

申訴人以「本件疾病為業務上之事由所引起」之理由，向監督署長請求療養

補償給付，監督署長表示，本件猥褻行為雖為在業務中所發生，但屬於對加害者

單方面感情造成之問題，不能認定為於業務中所產生之危險，因此判定為不給付。 

 

2. 審查會之判決 

(1) 從本案申訴疾病之診斷書來看，被認為是創傷壓力症候障礙以及相關疾

病，本案病症如要以業務上造成之疾病為理由，成為符合勞工災害補償

保險法所訂之療養補償給付的支付對象的話，則須認定起因為業務上所

造成的，因此，於下列分析討論此問題。 

(2) 關於精神障礙等的業務上或業務外之判決，由勞動省（現為厚生勞動省）

委託，由精神醫學、心理學及法律學各方面專家所組成之「精神障礙等

之勞工災害認定專門檢討委員會」（座長原田憲一醫師，原東京大學教授）

所做之報告書（平成 11 年 7 月 29 日，以下稱「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

表示應考慮下列幾點。 

イ. 以認定為是勞工災害的情形來考量，為了必須客觀的評斷各種不同的

壓力，勞工所罹患之精神障礙是否直接與業務有關連這件事，應以「壓

力評量表」（此評量表為依據同類別之勞工如何理解與其觀點的各類

研究報告所做成的）為基準來進行總和評價，討論業務上的壓力會造

成該精神障礙的危險的程度。 

ロ. 「壓力評量表」裡，依據與業務關連事項，將業務性壓力的平均強度

分為 3個階段，以此為基準，來判定各個事例的壓力強度為更強或更

弱。但即使有評價表「強度 III」的位置裡所列之壓力要因，此雖並

非一般性精神障礙發病的重要原因，但強度 III 位置裡的事故與有關

災害的事情裡，與生死相關之事件、遭遇事故等嚴重事項，也是有可

能自體性的引起急性壓力障礙。 

又，關於以職場為中心的人際關係，「差別待遇、欺負、性騷擾

等以社會觀點來看會覺得特別嚴重的場合」更應該以「在職場上造成

的心理負荷的具體事項」來評論。 

ハ. 業務性壓力與下列討論的「業務以外因素產生的壓力」，及個體之原

因的反應性、脆弱性來比較，再總和評斷是否強度更強。 

(イ) 與業務以外因素產生的壓力有關的話，則依照上述イ項之業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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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的檢討方式進行檢討。 

(ロ) 與個體之原因的反應性、脆弱性有關的話，則須總和評價過往病

史、生活史、酒精依存狀況，以及性格傾向等，再進行精神醫學

方面的判斷。 

上述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的考量點，依據了最新之精神醫學等專門

知識，審查會考慮報告製作的始末，認為是很適當、合理的考量點。此外，

勞動省勞動基準局長亦依據上記報告書的考量點，策訂「因心理負荷造成

之精神障礙等業務上外的判斷指標」（平成 11 年基發第 544 號）。 

(3) 在此，以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裡上述的考量點為基礎進行探討： 

イ. 本猥褻行為，為在 B店裡加害者與申訴人兩人一同工作的時候，聽到

申訴人有感冒癥兆的加害者，利用此機會，讓申訴人服用會引起催眠

作用的偽裝感冒藥，使申訴人陷入無法抵抗之狀態下，觸摸申訴人的

胸部，與讓申訴人抓握加害者的性器官。因此，本猥褻行為，明顯為

請求人執行業務過程時所遭遇，另外依據「確保雇用領域裡男女機會

與待遇平等法（昭和 47 年法律第 113 號）」第 21 條第 1項所述「職

場上遭遇的性的言行」（也就是所謂的性騷擾），顯然為刑法第 178

條之準強制猥褻罪之惡劣行為。 

ロ. 以本案之猥褻行為造成的壓力強度來討論，雖然上記之壓力評量表表

示「受到了性騷擾」事項的平均壓力強度為 II，但因為此行為不只

是犯罪，在職場上性騷擾的行為是最嚴重的，故該壓力強度不只應為

III（理解上應為 II），考慮可能因自體而導致引發急性壓力障礙，

本猥褻案於本表之總和評價足以認定為「強」之程度。 

ハ. 由申訴人之「業務外因素產生的壓力」，以及「個體之原因的反應性、

脆弱性」來看，我們不認為是這個部分的問題。 

ニ. 為慎重起見，從醫師的診斷來看，F 醫師診斷「（依據申訴人的自訴

內容）認定申訴人事情發生後，一回想起來就會有腹痛、嘔吐及食慾

不振之現象。我認為這是伴隨創傷壓力症候群而產生的腹部、消化器

官等的病症」；G醫師診斷「a症狀名：創傷壓力症候群、憂鬱症、胃

潰瘍，b 患者自述與自身察覺症狀：此猥褻案發生後，『不吃藥就睡

不著』、『男性一接近就會感到恐慌』、『一想起當時的事情就會感到恐

慌』、『變得不敢單獨一個人外出』等狀態，而且也有強烈的躁鬱傾向。

上述之症狀全部都在相同的行為發生後才出現，並符合 ICD-10 及美

國精神醫學學會製作的精神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 4 版(DSM-IV)的

PTSD 的基準。而關於胃潰瘍惡化的部份，我們認為與壓力程度有相

關。」；H勞動局地方勞工災害醫援協議會精神部門報告書裡記載「被

害狀況、被害後之症狀、狀態產生過程及現在主治醫師的診斷等部分

來看，對申訴人的精神障礙，依照 ICD-10 的診斷指標，可合理的診

斷為 F43.1『創傷後壓力障礙』，發病時間約為 X年 10 月下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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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從哪一部分來看，都可以認定是本猥褻案直接造成申訴人產生此病

症。 

(4) 另外，關於本案猥褻行為是否與造成勞工罹患精神障礙疾病有直接關

係，監督署長表示「本件猥褻行為屬於對加害者單方面感情造成之問題，

不能說是業務的內在危險產生的具體化現象，故不能說因業務而造成的

事件。」，對審查官與監督署長幾乎相同的判決，申訴人們主張「本件猥

褻案應該認定為是業務上的事件」。 

從此點來看，加害者是趁在 B 店內與申訴人一同執勤中，利用申訴

人有感冒癥兆的理由，指示申訴人服下冒充為感冒藥卻摻有安眠藥劑成

分的藥物，申訴人遵從其指示而陷入睡眠狀態無法抵抗才導致本件猥褻

案。 

從此狀況來看，因為加害者顯然從一開始就有進行猥褻的意圖才會

讓申訴人服下安眠藥，所以單只是因為業務上認識而造成加害者讓申訴

人服用安眠藥，我們認為那是很困難的。（原處分廳「加害者的行為是為

了滿足自己的性慾而做的，完全是個人的行為，我們不認為與業務上有

何關連」的評斷，如僅就此部分來說是確切的。） 

然而，一般說來，對有感冒癥兆的勞工，上司為了使其完成工作提

供健康管理上的指示而命令其服用藥物雖然並不是不可能的，但站在申

訴人的立場客觀的來評斷，加害者表示是「感冒藥」而指示申訴人服用，

考慮當時的狀況（在 B 店裡執勤中的人只有申訴人與加害者的上司，加

害者與申訴人年齡差距 20 歲以上，以及是請求人進公司之後緊接著發生

的事等），事實上，有感冒癥兆的申訴人，即使因為加害者的指示超過「為

了完成工作必要的健康管理」的範圍，但當時要拒絕加害者服用「感冒

藥」的指示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我們認定申訴人當時是不得不遵從加害

者的指示而服用「感冒藥」。 

這麼一來，就造成了因遵從上司指示而服用「感冒藥」，導致申訴人

陷入睡眠，無法抵抗加害者之猥褻行為的事件；我們認定倘若沒有遵從

該指示命令不服用「感冒藥」，則不會導致本件猥褻案發生，所以本猥褻

案與申訴人之業務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是毫無疑問的。 

再者，本猥褻行為十足是因加害者的故意犯罪行為，導致切斷與業

務上的因果關係，但因加害者之故而服用「感冒藥」的這個指示與本猥

褻案皆為加害者以相同動機所連貫造成的，因此不能說是個別的行為而

切斷與業務上的因果關係。 

(5) 總和上述(3)與(4)點，我們認定申訴人的病症為加害者的猥褻行為導致

強烈的心理負擔所引發的，而且申訴人之業務與本猥褻案間具有相當之

因果關係，故我們認定本案病症是因為業務上的理由所引發的。 

因此，監督署長對申訴人之不給付療養補償給付的處分具有失當之

處，應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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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列表中 

大部分歐洲國家都訂有職業病列表，有些採取混合系統（如德國、義大利、

瑞士、奧地利），有些則採取純粹列表系統（如英國與法國）[10]。英國職業病

列表分為 A、B、C、D 四種類型，但其中並未包括與工作相關的精神疾病，其

所產生的勞資爭議大多經由民事訴訟處理。實際上，長期以來英國政府認為，工

傷傷殘津貼計劃（Industrial Injuries Disablement Benefit ，簡稱 IIDB）反對將健康

不佳的結果歸因於與工作有關的壓力，英國政府認為民事法庭是最適合處理複雜

的工作有關的壓力索賠。由此觀之，如果員工認為自己罹患精神疾病是因工作壓

力所造成，無法被視為是職業病並獲得補償，即需透過法律途徑向雇主索賠。 

(二)「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相關法令與認定標準 

1.相關法令依據 

雖然英國沒有特定的法例以及具體的議會法案，去管制在工作上的壓力，但

在雇傭合約中其實包括了一系列的隱含條款，這些條款暗示了雙方共同的法律和

法規。在英國中，「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相關法令，來自三個部分：第一

是 1974 年「工作健康安全法令」，第二是 1992 年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

及 1999 年新增條例，第三是 1998 的「英國工作時間規則」。如果雇主因違反這

些條例，而導致員工受到心理傷害乃至精神疾病，即有被判賠的可能。以下茲則

列舉出這些法令的內容： 

首先，在 1974 年工作健康及安全法令(Health & Safety at Work Act 1974)[13]

之第二條及第七條即列舉出雇主以及雇員所應負擔之責任。 

在雇主方面： 

(1)雇主有責任確保盡可能合理地實行所有員工健康、安全和工作上的福利(It shall 

be the duty of every employer to ensu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at work of all his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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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不損害前述所規定之雇主責任的原則下，該事項的責任延伸特別包括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an employer's duty under the preceding subsection, 

the matters to which that duty extends include in particular)： 

i.提供和維持工廠及工作系統迄今為止是合理可行的、安全的且不會危害健康。

(the pro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plant and systems of work that a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ii.對於確保（安全）上的安排迄今為止是合理可行的。在使用、處理儲存和運輸

的物品及物質是安全且不會危害健康。(arrangements for ensuring,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ty and absence of risks to healt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handl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 of articles and substances) 

iii.有關資訊、指導、培訓和監督的條款是必要的，以確保盡可能合理地實行所有

員工健康、安全和工作上的福利。(the provision of such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as is necessary to ensu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of his employees) 

iv.關於任何工作的地方，雇主需維持在安全且不會危害健康的條件下，提供維護

的方式。(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s regards any place of work under the 

employer's control, the maintenance of it in a condition that is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and the pro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means of access to and egress from it that 

are safe and without such risks) 

v.對於雇員而言，提供和維持一個安全不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並對他們在工

作中的福利，有足夠的設施與安排。(the pro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his employees that is,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and adequate as regards facilities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ir welfare at 

work) 

(3) 除了所明訂的情況下，雇主應有義務準備一份書面聲明，並經常予以適當地

修改，其中包括對健康和工作安全的政策、安排執行此政策的事宜，並把聲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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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修改通知所屬員工。(Except in such cases as may be prescribed,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every employer to prepare and as often as may be appropriate revise a written statement 

of his general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of his employees and the 

organisation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for carrying out that policy, and 

to bring the statement and any revision of it to the notice of all of his employees.) 

而在雇員方面： 

(1) 對於雇員自我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可能受到此雇員行為或是失職行為影響的

他人，採取適當的照顧。(to take reasonable care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himself and 

of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his acts or omissions at work) 

(2) 對於雇主或根據任何有關法律條款的相關人所提出的責任或要求，為求責任

或要求能夠被履行或遵守，讓雇員配合是有必要的。(as regards any duty or 

requirement imposed on his employer or any other person by or under any of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to co-operate with him so far as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at duty or 

requirement to be performed or complied with) 

其次，在 1992 年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The Management of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Regulation）[14]及 1999 年新增條例[15]指出，雇主對於可能危害員

工健康之因素須作出適當和足夠的評估，其包括員工在工作時所可能導致的風

險。其規則中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一條是針對雇主的規定；而第十二

條則是針對雇員的規定。 

在雇主方面： 

(1) 第三條：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每名雇主須作出適當、充分的評估(every employer shall make a suitable and 

sufficient assessment)： 

i.當雇員工作時，職場健康與安全的風險評估。(the risks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his 

employees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whilst they are at work) 

ii.非就業或非工作相關行為所產生對健康與安全的風險評估，以界定符合法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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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需要採取的要求和禁止。(the risks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s not in his 

employment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duct by him of his undertaking,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the measures he needs to take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imposed upon him by or under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2) 第四條：健康和安全安排(Health and safety arrangements) 

i.每名雇主須作出和落實適當的安排，其必須考慮活動的本質及規模，並有效地

規劃、組織、控制、監測及審查預防及保護措施。(every employer shall make and 

give effect to such arrangements as are appropriate, having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his 

activities and the size of his undertaking, for the effective planning, organisation, control, 

monitoring and review of the 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ii.凡雇主僱用五年或五年以上的員工，應記錄上述的安排。(Where the employer 

employs five or more employees, he shall record the arrangemen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第五條：衛生監督(Health surveillance)  

每個雇主須確保提供給雇員顧及健康和安全的風險適當的衛生監督。(every 

employer shall ensure that his employees are provided with such health surveillance as is 

appropriate having regard to the risks to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4) 第十一條：能力和培訓(Capabilities and training.) 

i.當雇主委託任務給予雇員時，應考慮到雇員能力方面的健康和安全。(every 

employer shall, in entrusting tasks to his employees,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capabilities 

as regards health and safety.)  

ii. 雇員被招募進入雇主的企業組織中時，雇主須確保提供給雇員在健康和安全

方面給予足夠的培訓 (every employer shall ensure that his employees ar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health and safety training on their being recruited into the employer's 

undertaking)，下列因素將使雇員遭受新的或增加的風險(on their being exposed to 

new or increased risks beca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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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雇員被轉移或給予變更的職責(their being transferred or given a change of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employer's undertaking) 

b)引進新的工作設備或改變原先在使用的設備(the introduction of new work 

equipment into or a change respecting work equipment already in use within the 

employer's undertaking) 

c)引進新的技術應用(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employer's 

undertakin ) 

d)採用新的工作系統或改變原先在使用的工作系統(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system of work into or a change respecting a system of work already in use within the 

employer's undertaking) 

3.培訓中提到的第 2.節必須(The train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shall—)定期重複

衡量適切性(be repeated periodically where appropriate)在工作時間應考量對雇員的

健康與安全新的或變更的風險而進行調整(be adapted to take account of any new or 

changed risks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employees concerned take place during 

working hours.) 

而在雇員方面： 

第十二條：雇員的責任 

1.雇員應在雇主根據相關法律條款下，給予相關的培訓及使用機械的操作指示下

使用機械、設備、危險物質、運輸設備、及生產工具的安全裝置。(Every employee 

shall use any machinery, equipment, dangerous substance, transport equipment, means of 

production or safety device provided to him by his employer in accordance both with any 

training in the use of the equipment concerned which has been received by him and the 

instructions respecting that use which have been provided to him by the said employ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imposed upon that employer by or 

under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2.對於有關雇員本身及其同事的健康與安全的下列事宜，雇員有通報其雇主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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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Every employee shall inform his employer or any other employee of that employer with 

specif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his fellow employees)─ 

當雇員在任何工作情況下，首次培訓及工作指示可能危及工作上健康與安全

的範疇(of any work situation which a person with the first-mentioned employee's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would reasonably consider represented a serious and immediate danger to 

health and safety); 

當雇員在任何問題情況下，首次培訓及工作指示在雇主對工作健康與安全的

既有的保護與安排上，出現了缺失。其在這些情況及問題範圍內，影響了首次雇

員的健康與安全，或者由於工作內容的活動，而使得雇主無法對雇員遵守前述的

規定(of any matter which a person with the first-mentioned employee's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would reasonably consider represented a shortcoming in the employer's 

protection arrangements for health and safety, insofar as that situation or matter either 

affect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at first- mentioned employee or arises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his own activities at work, and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reported to his 

employer or to any other employee of that employer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aragraph.)。 

最後，1998 英國工作時間規則(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1998)[16]主要是執行

歐盟 Working Time Directive[17]的規定。1993 年的工作時間方針(93/104/EC)向前邁

進了一大步，其建立每週最長的工作時數為 48 小時和所需的休息和休假期間。

其主要目標是促進工作的健康和安全，明確的證據顯示長時間工作有可能增加罹

患疾病的風險和意外。此方針為 25 個歐盟成員國共同採用。這項立法不僅是一

項員工的基本福祉，也是內部市場社會層面上一個不可或缺的特徵。其在工作擴

大化上主要條款包括： 

第四條：雇員的工作時間包括加班時間，每週平均最長工時為 48 小時(A worker's 

working time, including overtime, in any reference period which is applicable in his case 

shall not exceed an average of 48 hours for each seven days) 

第六條：夜班雇員一般的工作時數，每 24 小時夜班工作時間不超過八小時(A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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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normal hours of work in any reference period which is applicable in his case shall 

not exceed an average of eight hours for each 24 hours) 

第十條：成年雇員在工作職務的時間上，每 24 小時最低要有 11 個小時的休息時

間(An adult worker is entitled to a rest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eleven consecutive hours in 

each 24-hour period during which he works for his employer) 

第十一條：成年雇員在工作職務時間上，每 7 天至少要有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an 

adult worker is entitled to an uninterrupted rest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24 hours in each 

seven-day period during which he works for his employer) 

第十二條：若成年雇員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 6 小時，必須要有一段休息時間(Where 

an adult worker's daily working time is more than six hours, he is entitled to a rest break) 

第十三條：至少有四個禮拜的帶薪年假(At least four weeks＇paid annual leave) 

從上述相關法令的陳述可得知，在工作壓力的議題上，英國對於雇主及員工

有規範不同的法律義務。英國在普通法(Common Law)中也有規定，雇主在照顧員

工上負有責任。因此，衍生出雇主的一般性責任的原則：（1）雇主對於員工照

顧的責任；（2）傷害是可預見的；（3）違反照顧的責任；（4）因違反而造成

傷害。若雇主違反此義務的照顧，則可能導致刑事上的起訴[18]。且依據 1969 年

強制保險法(Compulsory Insurance Act)之規定，所有雇主對於員工(被保險人)可能

要求的賠償損失具有法律上的責任。而在員工方面，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規

定員工需採取合理照顧自己健康和安全，若有問題員工有責任通知其雇主，若員

工對於工作上所產生的壓力未達到告知之責任，則在民事法庭上法院可以解釋員

工的行為是在自願承擔風險的情況下，則其雇主的責任則會大大減少甚至為零。

因此，在疏忽責任的索賠上員工對於雇主違反照顧義務上具有舉證的責任，若員

工(投訴人)成功的證明其為雇主責任上的疏失，則投訴人可獲得損害賠償，其在

高等法院的賠償是沒有上限的[19]。 

 

2.相關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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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英國並沒有將與工作相關精神疾病列入職業病種類表之中，對於精

神疾病是否因工作壓力而起也缺乏一套清楚的認定標準來做為法院判案的參考

依據，在考量職業健康流行病學調查與民事訴訟、雇員責任保險和工傷賠償範疇

之下，實有必要定義出一個具有可用性的框架。有鑑於此，英國安全衛生協會[20]

進行了一項完整的個案報告[21]，其報告包括了測量與工作相關壓力的量表、英

國政府對於工作相關壓力的目標、以個人傷害界定與工作相關壓力之個案、以員

工法令界定與工作相關壓力之個案，及個案界定之架構。(由於個案報告中所列

舉量表皆是工作壓力與心理疾病的相關研究，而非官方界定之工具，因此本報告

中不予敘述。) 

在此研究報告不僅考慮到相關領域人員（壓力研究者、流行病學家、律師、

行業工會、代表團體、職業衛生醫生、精神科醫生、輔導員、保險公司、及決策

者）的意見，亦考量了流行病學範圍內心理危害的暴露與健康狀況之間的連結。

報告主要有兩個目的，其一為在職業健康流行病學調查為基礎上，監控干預措施

的有效性，另一目的是在民事訴訟、雇員責任保險、及工傷賠償範疇等三方面的

必要性。雖然目的在於定義個案的框架，但同時也強調框架的局限性，因此在框

架下，強調個案建立的過程與調查有何證據能證明其中的關連性。 

在此研究報告中，與工作相關的壓力的定義，主要是採用健康安全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簡稱 HSE）的定義「壓力為員工對於壓力源所產生的過度

反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因工作上適當的管理與合理要求而引發的正常反應，

可視為正向的壓力；因連續或長期暴露於過量的壓力源所產生的過度反應，則可

能損害健康。前者的情況下，工作可能會加劇壓力和相關症狀的病患者健康，但

不一定是單一原因，而後者指涉的情況，工作是造成壓力和相關症狀及健康欠佳

的唯一原因。 

此一研究報告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定，其最大的貢獻在於發

展出一個由五個因素所組成的評估架構(見圖 1)，各因素的說明如下： 

（1）對於工作相關壓力的宣稱或斷言(Declared or alleged experience of work-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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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個人宣稱經歷到由工作而來的壓力。此為模型的進入起點。 

（2）不合理的暴露於工作中的心理危害(Unreasonable exposure to psychosocial 

hazards at work)：從過去的研究可得出一個結論：工作環境可以是不良健康狀態

的心理、行為與生理症狀的起因。文獻很清楚地指出接觸到心理的危害會導致工

作相關壓力的體驗與經驗。進而讓員工處於焦慮或威脅的狀態，而導致工作上生

理的危害。 

（3）精神上的健康不佳(Psychiatric ill health)：健康不佳(ill health)的本質分為下列

六種類型： 

（a）心理或生理的健康狀態：近期有一整合分析的研究指出，處於相對

的工作環境中，與心理狀態的連結性高於生理狀態，其中有超過 85%的人具有焦

慮或憂鬱的症狀。因此，Glozier(2002)[22]建議在與工作相關壓力上，健康不佳可

分為一般心理疾患、憂鬱與焦慮狀態、及精神病等三種類型。 

（b）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在目前壓力的研究上，測量幸福感狀況

是十分普遍的，而在測量上多採用 GWBQ(General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Cox, 

Thirlaway, Gotts & Cox, 1983)[23]，其測量的內容可分為兩部分，一部份是關於個

體是否感到耗竭，另一部分則是關於個體是否感到緊張或焦慮。這兩部分都包括

了行為上及生理上可觀察的症狀，但可能不同於臨床上所謂的焦慮及憂鬱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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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五因素評估的架構 

 

（c）生理的健康：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壓力經驗確實會影響生理上的健

康，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免疫系統、腸胃系統、以及內分泌系統等。 

（d）精神生理(psychophysioloical)的功能：有些被訪問者認為在流行病學上，

有關職業健康的個案定義應包括精神生理的功能，但由於其過於複雜，為了在個

案定義上達到共識，在此先不納入考量當中。 

（e）急性或慢性的健康狀態：測量上的挑戰在於需考量事件的時間以及重

要性，如同前述所討論的，其必須區辨暴露的媒介、短期或長期、單一、重複或

是連續的，其著重於任何健康不佳與關鍵事情時間點之間的關係。 

（f）功能上的損害：包括對於日常健康功能的衡量，其對於身在職場以及

坦言的疾病經驗之間提供了一個有用的介入測量。同時也能夠使個體對於可能會

(1)宣布或指稱有工作相關壓力的經驗 

(2)任何證據指出有暴露於工作上的不合理的心理危害 

(3)任何心理健康不佳的證據 

(4)健康不佳狀況是否影響工作行為或使員工去看醫生 

個案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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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任何衝突的因素可能造成重新考慮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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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長期健康的環境因子，所產生的早期警訊較為敏感。 

（4）健康不佳所影響的工作行為(Work behaviour affected by ill health) 

根據研究報告的訪談資料與文獻回顧，健康不佳對工作行為的影響，可透過

以下三個指標來進行評估：（a）因為疾病而導致超過三天以上的缺席；（b）由

一般執業者或職場健康專員拜訪的次數或事件；（c）對於健康不佳的隨後的治

療。 

（5）個人與環境差異並不會混淆了判斷結果(Absence of confound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ircumstance) 

自我報告提及工作對健康有所影響參雜了真實的健康影響、個人的歸因、及

有偏頗的回報(Ettner & Grzywacz, 2001)[24]。因此這是有其必要去辨別個案定義的

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調節健康與工作壓力的關係。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案例一：Walker v Northumberland County Council (1995) 

1995 年一名社會工作者 John Walker 因工作量過大而控告其雇主諾森伯蘭郡

議會(Northumberland County Council)，John Walker 當初的工作職責是負責在諾森

伯蘭郡 Blyth 河谷地區的虐兒案件，在八十年代初期 Blyth 河谷地區的人口增加，

而導致工作量的增加，特別是在幼兒問題上。其由於工作壓力增加，使得 1986

年 11 月 John Walker 精神崩潰(nervous breakdown)，直到 1987 年 3 月他才重新回

到工作的崗位。當時 John Walker 先生的醫生指出，其焦慮的程度及壓力反應與

工作壓力相關，而非其他個人問題所造成的，且 John Walker 也沒有精神失常的

病史。1987 年 2 月 John Walker 的雇主同意給予 John Walker 工作上的支援，但當

John Walker 先生回到工作崗位上時，同年 4 月雇主卻又撤掉了其支援。因此 John 

Walker 又開始經歷壓力的症狀而痛苦，並又再次向雇主反應。9 月下旬，John 

Walker 又再次遭受心理崩潰(mental breakdown)，此時 John Walker 先生接受醫生的

意見，以工作壓力的緣故請病假，這使得他無法再回到工作上進行社會服務，1988

年 2 月他的雇主以健康欠佳的理由解雇了 John Walker[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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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在 1994 年 11 月裁定 John Walker 獲得賠償的原因如下[27-28]： 

(1) 當 John Walker 在遭遇第一次精神崩潰時，雇主可能是在無法預見的情形

下而無法因應，但當 John Walker1987 年 3 月再度回到工作崗位時，其處在相似

的工作環境下，雇主應可預見而必須避免讓 John Walker 又遭受精神上的壓力，

但雇主卻在同年 4 月撤掉工作上的支援而使得 John Walker 再次歷經心理上的壓

力而無法繼續工作。其已違反 1992 年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中第三條雇主需

對於工作的健康與安全進行風險評估的規定，同時也違反共同法中傷害是可預見

的責任。 

(2) 由於其工作壓力是可預見的，根據 1992 年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中第

四條雇主對於工作的健康與安全進行安排的規定，雇主應採取有效的行動去替代

工作內容並減少工作負荷。 

(3)根據 1974 年工作健康及安全法令第二條雇主對雇員具有一般的照顧規

範，雇主有責任提供給員工合理的工作安全系統。因此裁定雇主應該採取更多的

措施，來解決此雇員在工作上所面對的壓力，其雇主違反了照顧的職責，經由庭

外和解而賠償了 17.5 萬英鎊之賠償金，此為因工作壓力造成個人傷害而受到法

院受理的第一個案件。 

․案例二：Beverley Lancaster v Birmingham City Council(1999) 

此案例是在 1999 年，雇員 Lancaster 小姐被調至前線擔任房屋事務主任一

職，而由於當時公司未給予 Lancaster 當初承諾要給予的必要訓練，而使得其

Lancaster 小姐無法處理工作經驗所應面對敵對、不滿和咄咄逼人的顧客之工作壓

力以及過多的工作量，在其後四年內，有一半的工作時間 Lancaster 都處於生病

的狀態中，其被醫生診斷為臨床上嚴重的憂鬱症(depression)，且是由於工作壓力

所造成的。據報導因公司缺乏適當的培訓及支持，其違反了 1992 年工作安全及

健康管理規則中第十一條的規定，其指出雇主對於雇員新的工作職責需給予適當

的能力培訓，以因應工作內容的改變。因此這個雇員獲得 67,491 英鎊的賠償，其

為英國第一起雇員因工作壓力控告而雇主承認其違反責任而獲得賠償之案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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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後續相關案件有極大之影響，而此案成為現在的判例法[29-30]。 

․案例三：Muriel Benson v Wirral 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1999) 

此案例是在 1999 年，Muriel Benson 為一位老師，因為工作壓力而被迫提早

退休，其在當年 9 月由地方教育政府機構判賠 47,000 英鎊，其判賠的原因在於

Muriel Benson 陳述因他的工作時數一週高達 66 小時，而已經違反了 1998 年工作

時間規則第四條每週最高工時不得超過 48 小時的規定，他認為這隸屬於可預見

的傷害風險，而過多的工作量使他遭受了極大的壓力[27]。 

․案例四：Willans v Reckitt and Colman 

Barry Willans 為運輸及一般工會(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TGWU)的成員之一，Barry Willans 已在這家公司待了 32 年，他的工作從銷售層

級轉到了製造主管，1991 年他被賦予了更多的工作職責，但卻被減少了輔助他

的人員，其增加的工作壓力引發了他的焦慮與憂慮。1994 年他因被指控「無能

(incapability)」而被解職。此案到了 Derby County 法院，被裁定其壓力是來自於他

工作上的轉換，而公司應該調整他的工作職務或是給予協助，去避免他面對極大

的壓力。但公司明知他的問題，卻未多加處理其確實可能使得越來越加重 Barry 

Willans 的心理疾病。其同樣違反了 1992 年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中第十一條

其雇主對於雇員新的工作職責需給予適當的能力培訓，以因應工作內容的改變之

規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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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列表中 

如前所述，美國對於職業病的定義，乃是採取概括條款(general clause)，沒有

明確列舉出職業傷病種類，只做全面性的規定或定義。大體而言，美國的職業病

是參考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職業病表（見附錄 2）。根

據國際勞工組織之「工作傷害利益公約」(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s Convention)(No 

121, 1964)，採取概括條款時，職業病所涵蓋的範圍應至少包含所有國際勞工組織

職業病表所列舉的疾病。而某一疾病是否判賠，視個案的情況而定。只要有足夠

的証據來證明該疾病被認定為職業病，即有判賠的可能[10]。 

(二)「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相關法令與認定標準 

美國因各州法律規定不盡相同，因此本報告中僅就紐約州及路易斯安娜州進

行討論。 

1.紐約州 

在紐約州，針對「心理-心理訴求」的認定與賠償的議題，可以在紐約洲工

作者賠償法(New York Workers＇ Compensation Law §2(7))中看見。根據紐約洲工作

者賠償法規定，「傷害」(injury)或是「人身傷害」(personal injury)僅指在就業過

程中所產生的意外傷害，並且這類疾病或傳染病是在就業過程中無法避免的。而

「傷害」或是「人身傷害」並不包含僅僅是因為來自雇主合法採取的行動，像是

訓誡行為、工作評價、工作轉調、降職而造成的工作相關壓力及心理傷害。這意

謂著在紐約工作者賠償法中規定，若傷害純粹是來自心理上(例如，被主管責

罵)，或者是以工作相關壓力為基礎，且這個傷害是來自一個雇主合法的採取的

行動或要求，則不予賠償[31]。 

一般而言，雖然心理壓力傷害是涵蓋於工作者賠償法之下，但在紐約州，這

類的上訴是否賠償，適用下面的法律概念以及判例法： 

 在工作上的心理傷害不一定能獲得賠償，要看一般人是否也認為此傷害



 28 

為一心理傷害。 

 工業傷害和造成心理傷害之間不見得是直接且立即的因果關係；反之，

有可能是工業傷害導致心理壓力進而造成心理傷害。 

 當壓力不超過一般在工作環境中會遭遇到的，則傷害恐怕就無法獲得賠

償了。 

2. 路易斯安娜州 

在路易斯安娜州中，工作者賠償津貼准許任何來自工作的相關壓力疾病或心

理傷害或是源自工作相關因素的生理傷害。針對心理傷害部分，必須有明確、可

使人信服的證據可證明，並且只有在有執照的精神科醫師或心理學家的診斷下，

並符合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所提出的精神障礙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的診斷標準時，才可能獲得賠償。此外，若心理傷害是源於工作相關壓力時，唯

有心理傷害是源於突如其來、不可預期、與工作相關的異常壓力時，才可能獲得

賠償[32]。 

(1)由心理壓力導致的心理傷害  

這相當於「心理-心理訴求」(mental-mental claim)。心理傷害的原因是否為突

如其來、不可預期、異常的壓力，取決於一般人是否感覺到這個壓力是異常的，

而非索賠者覺得這個壓力是否為異常的，這點跟紐約洲的工作者賠償法是十分類

似的。雖然主管可能對員工十分低劣、麻木不仁，且員工可能會遭受到粗魯、無

禮的管理，但這些行為並不能構成心理傷害的賠償。賠償義務並不適用於僅僅是

侮辱、威脅、騷擾、小壓迫或其他瑣事。遭受到無禮的言語以及偶發的不體貼或

刻薄行為都被預期是一般職場中可能發生的現象。 

(2)由生理傷害導致的心理傷害 

這相當「生理-心理訴求」(physical-mental claim)。不像由心理壓力造成的心

理傷害，因工作相關的生理傷害所引發的心理傷害並不需要是與工作壓力相關之

突如其來、非預期、異常的壓力造成的。儘管如此，當事人必須證明生理傷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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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心理傷害間具有清楚的關係，才能索賠。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1.紐約州 

在 2004 年 3 月 17 號和 04 年 9 月 15 日由工作者賠償委員會裁定，因索賠人

未能證實有關傷害的因果關係，因此駁回其賠償上訴。 

索賠者是一位教師，在 Chemung 郡直接與囚犯接觸與工作。2001 年 10 月

25 在工作時，索賠者因頭部嚴重的疼痛被救護車送往醫院。隨後，他就其抑鬱

症，頭痛，記憶喪失等症狀提出工作者賠償的上訴，他將這些症狀歸因於工作相

關壓力所引發的。他對於傷害發生當天沒有任何的記憶，並且無法回到工作崗位

上。索賠者的心理醫師認為索賠者的心理疾病和工作有關的壓力是有因果關係存

在的。聽證會後，工作者賠償法法官駁回索賠要求。主要原因在於工作者賠償法

§2 (7)（Workers' Compensation Law § 2 (7)）中有關工作壓力導致心理傷害的上訴無

法被接受。並且，由於索賠者所經驗到的壓力並未大於一般在職場上會遭遇到的

或是源於僱主的報復行動，因此更使其索賠的訴求難以被接受。 

根據原告的證詞，僱主更動他的工作日程表達一個半小時，並增加一連串與

工作相關的職責，像是學生犯人後續訪問和清潔檢查、蒐查教師的單人小牢房辦

公室，並訓斥在培訓會議缺席者。委員會發現此一個案申訴的基礎是被工作者賠

償法§ 2 (7)所駁斥的。因為該法條指出在工作過程中所遭受到的意外傷害才可索

賠；換言之，即是發生在就業期間非預期的、或是原因不明的意外才判賠，原告

所面臨的工作壓力似乎是來自主管在工作中合理且合法範圍內的行動（更動工作

日程、增加工作內容），其索賠資格顯然不符合。再者，資料顯示索賠者的症狀

是長期的，在日期上早於這些工作轉變，因此並不能說他的症狀是因為任何個人

決定的「直接後果」。基於以上原因，委員會作出了駁回的決定[33]。 

工作者賠償法§ 21 (1) ( Workers' Compensation Law § 21 (1))規定在執行任何索

賠程序時，必須沒有大量的反證存在。但在本案中，原告沒有強而有力的證據指

出其心理症狀與工作有直接關係，反觀委員會應是對案情得到了大量證據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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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其索賠之訴。此外，雖然心理傷害和同等程度的生理傷害一樣也有可能賠

償，但對於工作壓力的索賠，必須在索賠者所經驗到的壓力大於在類似工作環境

下之一般工作者才可能成立。在本案中，包含了大量的證據支持了委員會的結

論，即索賠者所遭遇到的壓力是正常的工作壓力，並未大於其當時候的同儕，因

此委員會拒絕他的索賠並無不妥。 

2.路易斯安娜州 

在路易斯安娜州的一項判例中，Patrick LaDay 對 Catalyst Technology 索賠遭到

否決，而提出上訴。工作者賠償法官最後裁定 LaDay 先生未能證明他遭受了與就

業有關的心理傷害，因此駁回上訴，拒絕判賠。接下來將就判例的事實與過程背

景進行描述與說明。 

LaDay 先生被Catalyst Technology 雇用為反應器技師(reactor technician)。在1998

年三月初，一群 Catalyst 的員工包含 LaDay 先生在內，專程從 Baton Rouge 到

Alabama 的一處工地。LaDay 先生宣稱在當地工作第一週的某一天，他被主管

Willie Craft 以不適當的方式碰觸了臀部，。LaDay 先生對這個事件感到不悅，並

向 Roosevelt Wright 與 Travis Collins 兩位當天一同工作的同事訴說這件事。LaDay

先生聲稱在同一天的晚間，Craft 先生對於其將此事告訴 Roosevelt Wright 以及 

Travis Collins 兩個人一事相當生氣，並將煙草汁吐在 LaDay 先生的安全帽上，當

LaDay 先生對其吐煙草汁的動作提出抗議時，Craft 先生又再吐一次，並表示:「這

就是我對你的看法」。 

根據 LaDay 先生的說法，他對於 Craft 先生的行為感到相當的難過。在碰觸/

吐煙草汁事件發生後，LaDay 先生打電話給他的媽媽--Mrs. Edwina Brown。在工

作者的賠償聽證會上，Mrs. Edwina Brown 證明 LaDay 先生對這個事件相當地憤怒

且不滿，但其依然在 Alabama 工地工作到三星期工作結束為止。LaDay 先生聲稱，

在事件發生後，Craft 先生便排斥他並慫恿 Catalyst 的其他員工轉而來對抗他，對

他有不好的想法。LaDay 先生亦聲稱，他向 Clyde Williams（Craft 先生的上司）

投訴 Craft 先生的行為，他要 LaDay 先生不要向其他人說這件事，並說他會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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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 

LaDay 先生從 Alabama 返回 Baton Rouge 後，他拒絕接受任何 Craft 先生擔任

主管的工作指派。之後他在兩個不同的上司底下工作，但在 1998 年 6 月其辭去

了 Catalyst 的工作，因為他無法信任與他工作的那群人。 

在他離開 Catalyst 公司後，他受僱於 Hi Nabor 超市，他在那兒擔任冷凍食品

和日用品部分的經理。他在 Hi Nabor 的工作在五或六個月後被解雇了。雖然他被

告知其被解僱的原因乃是由於其不符合公司的服裝要求，但 LaDay 先生的解讀

是，因為他拒絕讓任何人輕易的勝過他。 

在工作者賠償聽證會上，Mrs. Brown 証明在碰觸/吐煙草汁事件之前，她的兒

子是個樂觀的人，他享受工作並且擁有許多的朋友。雖然 LaDay 先生擁有憂鬱症

的家族病史，並在 1989 年他的兄弟自殺時因憂鬱症而就醫，但 LaDay 先生最近

並沒有接受治療。 

在事件後，Mrs. Brown 証實 LaDay 先生持續地心煩意亂，並且被這個事件所

困擾。他從人群中退縮、感覺無法信任他人、開始做惡夢、酗酒，且體重下降。

最後，LaDay 先生開始出現了自殺的想法。在 1998 年 12 月，LaDay 先生尋求臨

床心理學家 Dr. Robert Davis 的治療，並從精神病醫生 Dr. Kenneth Todd 那兒獲得

抗抑鬱藥和安眠藥。Dr. Davis 開始對 LaDay 先生進行心理治療，他診斷 LaDay

先生為「重鬱症」以及「廣泛性焦慮症」。Dr. Davis 認定，LaDay 先生從 1998

年 12 月到 1999 年 3 月都是無法工作的，在那段期間，他的情況是有獲得改善的；

然而，在 1999 年 6 月，LaDay 先生的情緒狀態惡化，他在 BHC Meadow Wood 醫

院的精神病房住院了三天，因為他有嚴重的自殺意念。在他離開醫院後，持續地

和 Dr. Davis 進行心理治療。到 1999 年 11 月，Dr. Davis 認為 LaDay 先生有能力重

返某些類型的工作。根據 Dr. Davis 的說法，LaDay 先生的憂鬱及最後的自殺狀況

乃是導因於 Craft 先生的行為、其同事隨後的負面反應，以及缺乏 Catalyst 管理當

局的支持。Dr. Davis 解釋，這些事件使得 LaDay 先生感到不受尊重、被傷害及憤

怒，然後開始無法接受任何的不公，他開始感到很無助和絕望，並造成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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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他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在 1999 年 2 月 LaDay 先生提交了一份有爭議的賠償要求，以謀求賠償金並

支付醫療費用。後來他修正其索賠，尋求罰款以及律師費。在預審中，LaDay 先

生聲明碰觸/吐煙草汁的事件「構成突如其來、非預期和他工作相關的非預期壓

力，並對他造成心理傷害」。在修訂的預審中 LaDay 先生聲明，他遭受生理的傷

害（被觸摸臀部／吐煙草汁）而導致心理傷害。 

本案於 2000 年 3 月 2 日由工作者賠償法官所審判，並於 2000 年 8 月判決否

定了 LaDay 先生的索賠。在判決中，工作者的賠償法官認為 LaDay 先生未能提

供明確和令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心理傷害是由於突然的、非預期內的，與工作有關

的異常壓力所引發的。 

在上述的判例中，工作者賠償法官否絕了 LaDay 先生的索賠乃是因為其未能

提供清楚、明確的証據証明壓力乃是肇因於碰觸/吐口水這個異常的事件。在判

決的理由方面，工作者賠償法官解釋說 LaDay 先生所描述的事件（碰臀部與吐煙

草汁）在工作場所中肯定是不合宜的，但這個事件並非如此駭人到使正常人壓力

異常升高的程度。 

在此案的紀錄中，可發現有合理的基礎支持工作者賠償法官的判決。換言

之，LaDay 先生並未遭受可獲賠償的心理傷害。工作者賠償的法官在回顧了 LaDay

先生以及 Davis 博士的證詞後發現，碰觸/吐口水事件的確影響了 LaDay 先生的情

緒狀態，但在 LaDay 先生的就業環境脈絡下，一個正常人面對同樣的狀況，並不

會產生像 LaDay 先生一樣的異常壓力。 

在本案中，Craft 先生對 LaDay 先生的行為是已被 LaDay 歸類為無禮的碰觸。

根據 LaDay 先生的說法，觸碰的方式和時間都顯示 Craft 先生的故意的、性導向

的、並且是違反職業道德的。然而，在証詞中 LaDay 先生亦已明確証實，碰觸事

件並未對其身體造成任何人身的傷害。此外，在紀錄中沒有資料顯示這兩個所謂

的吐口水事件對 LaDay 先生的身體造成生理傷害。 

基於以上所述，工作者的賠償法官拒絕 LaDay 先生的索賠應屬合理。La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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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未能建立一個人身傷害的客觀證據。相反地，根據 LaDay 先生的證詞，他沒

有受到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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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丹麥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列表中 

丹麥有職業病表，其中 F 類為心理疾病，然只列創傷後壓力症(PTSD)。但在

職業病指引第 16 項「diseases not on the list (special nature of work)」下，其中 16.6.8 

mental illness 則有八個與心理失調有關的案例可供參考，其中有兩例與憂鬱有關。 

(二)「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相關法令與認定標準 

丹麥與心理有關的職業病認定，由職業病委會員認定，而認定基礎則以勞工

賠償法案（Workers＇ Compensation Act）154 號（2006/3/7）中 Section 7(1)(ii) 所述

而定︰「疾病必須被視為是特定的工作特性所造成的唯一（solely）或主要（mainly）

的原因」，也就是說，疾病似乎、很有可能的超出合理懷疑，且由特定的工作情

境所造成。 

因此經過相當具體的評估後，且符合下面兩項情境，委員會可判為職業病︰ 

（1）職業（包括工作環境）必須包括負荷（loads）和暴露（exposures），經整

體性具體評估後，被視為是引發疾病的特定風險。 

（2）具有特別風險的工作（職業），經具體的評估後，很可能且超出合理懷疑

引起疾病。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以下將列舉八個判例進行說明，判例分為三種不同種類，分別為認定為壓力

疾病(判例一到判例五)、憂鬱(判例六到判例七)、心理疾病(判例八)。 

 判例一： 

一名女性當事者，從事家庭照顧社工多年。被告偷竊，並報警。結果東西仍

在被照顧者家中，控訴因此而撤回。然而她因為這樣的控訴而感到心裡不適，經

心理專家診斷為強烈的壓力失調（acute stress disorder）。 

鑑定委員會認為，超出合理的懷疑這強烈的壓力失調是由這個控訴所產生

的，且這個控訴是因為暴露在職場中所導致。委員會認為，被控訴為小偷、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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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懷戶及其他相關人所懷疑等等，在心理上是極具壓力的。委員會特別強調

的是，有報警、及事後撤回控訴的部分。 

 判例二： 

一名 54 歲、工作多年、且具有公立證明看護能力的家庭看護，多年暴露在

病患以各種令人不愉悅的方式死亡。然而這些並未導致她心理上的不適。在她雇

用末期，他被指派照顧一名具有心理疾病的老年人，這老年人因一次腦出血後，

變得具攻擊性、不只會動手打這名看護、甚至還向她吐痰。她依當地法令將他關

在他的公寓裡，然而，他經常是吵鬧的。鄰居得知後，告訴媒體，接下來的幾天，

這件事天天成為國家電視網的頭條。電視台還拍到老人被囚禁的地點-樓梯間，

並描述當權者忽視生病的市民，且氾用權力。這名看護被迫地出現在電視上幾

次，即使臉上已有遮蔽處理，但仍被相關人士、朋友認出並質疑為什麼要這麼做。

這件事後，她產生不特定的壓力疾病，常伴隨著憂鬱。 

委員會認為，很有可能超出合理懷疑這名家庭看護所發展出來的非特定壓力

疾病是因為她的工作所造成的結果。委員會強調，身為當地政府雇員、且是一名

看護，暴露在非常不愉快且極具心理壓力的電視報導中。當地政府以及這名家庭

看護被控告濫用權力以及乎忽人權，另外，她還被周遭的人，包括事件相關的他

人所認出。 

 判例三： 

在一家專門照顧嚴重缺陷的托兒所工作 4 年的當事者（女性）。在工作的最

後 3 年，她被指派照顧一名 12 歲大、有著嚴重 DAMP 疾病的男孩。這名男孩身

材魁梧壯碩。他在言語上以及身體上表現出暴力傾向以及威脅性，且有時真的會

攻擊人。經診斷為強度週期性憂鬱（severe degree of periodic depression）。 

委員會發現，心理症狀與壓力疾病有關。委員會進一步發現，這個由工作所

導致的心理疾病很有可能超乎合理懷疑是因為她的職業（as a daycarer）所引起。

她長期暴露在言語以及身體上的威脅，由她確實被這名具有 DAMP 疾病的大男

孩攻擊可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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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例四： 

一名 46 歲具有看護執照的女性，為一家機構專門照顧心理或生理上有缺陷

的成人。她說她被某些人攻擊身體。這些攻擊常是突然且非預期的出現，但都不

致於致命，而這種事經常發生，例如扯頭髮。因此她漸漸發展出一些具有憂鬱因

子的心理症狀，且對於上班產生焦慮。經診斷為非特定壓力疾病。 

委員會發現，她的照顧行為（qualified daycarer），很可能超出合理懷疑地發

展出一個非特定的壓力疾病，而這都是因為她的工作必須與具有外向反應、且心

理與生理上失能的成人接觸所造成。委員會認為，相關文件證明很多心理壓力事

件，包括直接和間接的暴力威脅，而這些威脅明顯的增加疾病發生的風險。 

 判例五： 

一名 36 歲女性，在哥本哈根當了 6 年的停車場警衛。這項工作經常面對各

式樣的威脅事件，包括言語上以及行為上的攻擊。她常被罵垃圾、被口語迫害、

威脅，像是，在俱樂部殺她以及開車衝撞她，而且，還常被吐口水在眼睛上以及

衣服上。另外也會被丟雞蛋。這樣多年後，她開始有睡眠上的問題、變得易暴躁。

特別是當有人試圖想衝撞她時，症狀更為嚴重。另外她也開始常感到無精打采、

無法專心、易躁怒、睡眠問題以及開始自我孤離的傾向。經精神科醫師診斷為災

難後人格上的改變（personality change caused by catastrophic experiences） 

委員會並不同意精神科醫師的診斷。＂災難後人格上的改變＂這樣被描述的

經歷並不是極端壓力的本質，然而他們確實發現，被描述的心理症狀是與壓力失

調一致的。 

此外，委員會發現很可能超出合理懷疑壓力失調是因她當一名停車場警衛這

項工作所造成的。委員會認為她確實暴露在各種暴力威脅下，包括生命威脅以及

企圖用車衝撞她的威脅。 

 判例六： 

一名照顧老人的護士，被控告偷老人東西，其中有兩次報警，但最後都被撤

回，第二次的案例還被約談、懷疑，然最後還是被駁回，因此並沒有正式的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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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過。隨後她產生一些心理壓力症狀，而被診斷為憂鬱症（depressive single episode 

of a moderate degree） 

委員會發現很有可能超出合理懷疑這名護士的憂鬱症是因為工作所造成的

結果。委員會認為她被控告偷竊多次、還受警察偵訊、即使最後都被駁回，第二

次的案例中，甚至沒有正式的起訴，因此委員會認為這樣的控訴，本質上已造成

當事人強烈的壓力感受，而這樣的壓力感受則是構成憂鬱的特殊風險。 

 判例七： 

一名在州監獄工作的女性警衛，長期（兩年）受到某個同事的性騷擾。起初

是言語上的性騷擾，後來發展至行為上，一週 1-2 次，於是這名女性警衛開始感

到困擾，她變得易悲傷、神經質、常哭、無法專心、具壓力感受、甚至失眠。經

精神科醫師診斷為憂鬱症。經雇主問了其他三個同事，皆證實被這名同事性騷擾

的事實。 

委員會發現很有可能超出合理懷疑這名女獄警的憂鬱是因長期受到性騷擾

所造成。委員會認為雇主能確認事件的真實性，且三個同事也證實了該名同事有

性騷擾的事實。 

 判例八： 

一名工作約一年的課後照顧男性當事人。他自陳工作環境令他感到心理上的

不愉快，且有合作（共事）上的困難（co-operation difficulties）。然而他被控訴在

公司的電腦中下載兒童色情圖片。他被警察偵訊，提到壓力很大。之後警方撤回

告訴。他因此而感到心理上的不舒服，且被診斷為 PTSD。 

委員會並不認為他的心理疾病可以超出合理懷疑是因他職場上所描述的壓

力所造成。委員會認為共事困難以及令人感到心理上不愉悅的工作環境的壓力程

度，是不足以引發心理疾病的，包括 PTSD。任何因被控告下載兒童色情圖片所

引起的心理失調，是不足以被視為是工作的結果（據委員會評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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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加拿大 
加拿大和美國的情況類似，不同的省份有著不同的法律規定，所以本報告僅

以安大略省為研究之主軸。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列表中 

加拿大安大略省根據職場安全暨保險條例(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認定職業疾病(occupational disease)涵蓋下列內容[34-35]（見附錄 7） 

(1)一種源自暴露於某種物質，例如化學品(chemicals)、粉塵(dust)、煙霧(fumes)或

病毒(viruses)等的疾病，該物質與工作中的特定程序或作業有關，例如，石棉

症(asbestos)與暴露於空氣中的石棉(asbestos)有關。 

a disease resulting from exposure to a substance (for example, chemicals, dust, fumes 

or viruses) relating to a particular process, trade, or occupation in an industry (for 

example, asbestos from exposure to asbestos in the air)  

(2) 特殊工業過程、行業或職業特有的疾病，像是採礦可能會導致手臂振動症狀 

(Hand Arm Vibration Syndrome) 。 

a disease peculiar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a particular industrial process, trade or 

occupation (for example, operating drills used in mining or construction or using tools 

such as chainsaws may result in Hand Arm Vibration Syndrome)  

(3) 在醫療情境下，工作場所安全與保險局（ WSIB ）要求你避免暴露於某一物

質下，因為那個情境可能會導致職業疾病。   

(4)在職業病表 3 與 4 中工作場所安全與保險法（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規定的疾病 (職業病表 3 與 4 的內容列舉於附錄 8[36]) 

精神疾病（或更精確的，工作壓力所導致的精神疾病）並非 Schedule 3 與

Schedule 4 所列舉的疾病（條件(4)），亦非 WSIB 的 Operational Policy 所列舉的

occupational disease[37]（條件(3)），更非暴露於特定物質所引起（條件(1)）或由

特定職業過工作過程所引發（條件(2)），因此並非職業病，無法透過一般職業

病程序予以要求補償或救濟。但是，當員工認為自己的精神疾病或心理問題是因

工作壓力而起，仍可以求償或請求救濟，過去加拿大安大略省有許多成功求償的

案例，簡介說明於本節（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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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工作壓力有關之心理傷害認定與求償 

1.認定或求償過程 

當員工認為自己的精神疾病或心理問題是因工作而起時，其請求(claim)補償

或救濟的過程如下（由於該過程一定會涉及「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定，

因此有必要加以簡介）。由下圖觀之，主要涉及「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

定與判決的機構為 WSIB 與 WSIAT（請參考 OWA、WSIB、及 WSIAT 的官網 [39]） 

 

 
 
 
 
 
 
 
 
 
 
 
 
 
 

2.認定原則 -- workplace stressor policy proposal(1991)與早期判例 

1990 年左右，工作相關壓力的賠償問題受到許多的關注，WCB（WSIB 之前

的名稱）自 1989 年起也開始為相關政策之研擬做準備，並提出了許多職場壓力

源政策計畫書(workplace stressor policy proposal)[40][41] （註：policy proposal 為

policy 的前身，無法律效力，但 WSIB 或 WSIAT 在判決時仍會參考），較重要的

如： 

職場壓力源政策要求某一失能心理狀況(disabling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的診

斷成立，該診斷乃是運用 DSM-III-R 接受的術語或行為描述（換言之，若要以「心

理-心理訴求」來求償，先要證明自己確實產生的精神上的問題） 

根據 Ontario 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 的取向決定失能心理狀況與工作

之關聯性（換言之，進一步要證明精神疾病是由工作相關的壓力源所產生），針

對何謂「工作關聯性」( work-relatedness)，其他同一時間提出之政策草案認為是：

依決策者詢問，是否工作是造成員工心理疾病的顯著因素(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condition)。 

當員工屬於工會會

員時：透過工會提

出請求 

當員工不屬於工會

會員時：透過 Office 
of the Worker 
Advisor (OWA)提
出請求 

由 WSIB 接受請求，

進行調查、認定、及

是否同意求償權之判

決 

提出請求 

提出請求 

若勞方不服 WSIB
之判決，則可上

訴，由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ppeals 
Tribunal(WSIAT)進
行最終的仲裁與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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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即是要釐清以下問題： 

在造成疾病方面，哪些一定是工作壓力源的貢獻—相對於一般日常生

活的壓力源? 亦即，工作壓力源是獨特或支配性的因子(unusual or 

predominant)嗎? 

這樣的標準，在一項判例中（Decision No. 1018 / 87 (1989), 10 W.C.A.T.R. 82）

被認為難以達成而不採用，取而代之的是去除獨特性標準(unusualness criteria)，釐

清以下問題即可，此一較寬鬆的標準也被 Ontoria 採用： 

這些壓力源是否是「慣常的」(usual)的或「非慣常的」，是否在引發

疾病上有顯著的貢獻? 

此外，要針對工作相關壓力源(job-related stressor)進行客觀的檢驗並不容易，

但是光憑求償當事人主觀的陳述也不恰當。因此，另一個取代客觀檢驗的方法是

解答下列問題： 

一個正常人是否會覺得這些壓力源可能會造成傷殘? (此為一般工作

者(average worker)檢驗) 

如果多數一般人(reasonable person)面對這樣的壓力源都會產生類似的負向心

理反應，則「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訴求可以獲得接受。 

在一項早期的判例中（Decision No. 631 / 91; 21 W.C.A.T.R., 1992）[40]，一位

女性工作者 1982 年進入一家組織工作，1988 年成為工會副總裁。自此以後，她

認為管理階層對他的態度有了很大的轉變，同時工會中有多人遭到逮捕（包含工

會總裁），她甚至被安排到一位被逮捕的工會員工的工作崗位上工作。這個事件

發生不久之後，他便出現焦慮相關症狀，停止工作，接受精神科醫師的診治，她

認為組織串通司法、警察局等單位，有「陰謀」要破壞工會，並且害怕自己會遭

到逮捕，所以才產生焦慮症。WSIAT 根據兩個問題：(1) 這些壓力源是否是「慣

常的」(usual)的或「非慣常的」，是否在引發疾病上有顯著的貢獻?(2) 一個正常

人是否會覺得這些壓力源可能會造成傷殘? 進行判定，答案皆為肯定，結果獲得

賠償。 

3.認定原則：職場安全暨保險條例(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目前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認定與賠償，主要的法源是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13.(4)與 13.(5)）。[35]，茲列舉 13.(5)如下︰ 

13.(5)一個有資格因心理壓力而獲得求償權利的工作者，是因遭遇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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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而產生嚴重反應；然而，若心理壓力是來自

其雇主所做出之與工作相關的決定或行動，則工作者是沒有資格獲得

求償權利的，這些決定或行動包含了改變遵守紀律的工人的工作之決

定或是解僱 1997, c. 16, Sched. A, s. 13.。 

4.認定原則：Operational Policy (published in 2004) 

實務上，WSIB 與 WSIAT 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定與判決，則

是根據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 & Guideline＂ 

（2004, June）來判決的[42]，這項 Policy 是從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13.(5)發展出來的，全文如下。而下一節將以實際的判例來說明此一 Guideline

的意義。 

 

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為了考量創傷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決策者必須確認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事

件有發生。創傷事件必須是源於犯罪行為、騷擾或可怕的事故，以及可能涉及死

亡或對員工、同事、員工的家庭成員或其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事件。 

In order to consider entitlement for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a decision-maker must 

identify that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occurred. A traumatic event may be 

a result of a criminal act, harassment, or a horrific accident, and may involve actual or 

threatened death or serious harm against the worker, a co-worker, a worker＇s family 

member, or others. 

所有的案例中，事件都必須是發生在工作過程中的，並且是： 

In all cases, the event must arise out of and occur in the course of the employment, 

and be 

(1)可明確且準確辨識的創傷 

clearly and precisely identifiable objectively traumatic, and 

(2)在日常生活或一般就業及工作環境中是非預期的。 

unexpected in the normal or daily course of the worker＇s employment or work 

environment. 

也就是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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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ans that the event 

(3)可由同事、主管或其他人對事件所提供的訊息或知識而被 WSIB 確立。

一般接受其為一「創傷」 

can be established by the WSIB through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of the event 

provided by co-workers, supervisory staff, or others, and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being traumatic. 

 

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包含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s include 

(1)目睹了死亡或可怕的事件 

witnessing a fatality or a horrific accident 

(2)目睹或成為持械搶劫的對象 

witnessing or being the object of an armed robbery 

(3)目睹或成為劫持人質 

witnessing or being the object of a hostage-taking 

(4)成為人身暴力的對象 

being the object of physical violence 

(5)成為死亡威脅的對象 

being the object of death threats 

(6)成為暴力威脅的對象，並且員工相信這些威脅是相當嚴重的並且是對他人

或自己會造成傷害的（例如，炸彈威脅或是遭遇戰爭） 

being the object of threats of physical violence where the worker believes the threats 

are serious and harmful to self or others (e.g., bomb threats or confronted with a 

weapon) 

(7)成為被騷擾的對象，包含了身體暴力或暴力威脅（例如，從言語辱罵到身

體虐待） 

being the object of harassment that includes physical violence or threats of physical 

violence (e.g., the escalation of verbal abuse into traumatic physical abuse) 

(8)成為被騷擾的對象，包含了被置於一個威脅生命或可能危及性命的情境下

（例如，損害安全設備或是叫工人做一些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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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the object of harassment that includes being placed in a life-threatening or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ing situation (e.g., tampering with safety equipment; 

causing the worker to do something dangerous). 

員工必須第一手的目睹或遭遇創傷事件，或是聽取直接接觸創傷事件之個體

的第一手資訊（例如，當創傷事件發生時用電話和受害者談話） 

The worker must have suffered or witnessed the traumatic event first hand, or heard 

the traumatic event first hand through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traumatized individual(s) (e.g., 

speaking with the victim(s) on the radio or telephone as the traumatic event is occurring).  

 

嚴重反應 

Acute reaction 

一個嚴重反應是員工對工作相關創傷事件的一個重大的或嚴重的反應，並造

成心理疾病或心理的反應。這類的反應通常是可確認出來的，並且必須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xis I Diagnosis 一致。 

An acute reaction is a significant or severe reaction by the worker to the work-related 

traumatic event that results in a psychiatric/psychological response. Such a response is 

generally identifiable and must result in an Axis I Diagno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一個嚴重反應若是在創傷事件發生後的四星期內出現，則說它是立即的。 

An acute reaction is said to be immediate if it occurs within four weeks of the 

traumatic event.  

若嚴重反應在創傷事件發生後的四星期後出現，則說它是遲發的。在延緩的

案例中，證據必須是明確且令人信服的，也就是說必須証實其是源於突如其來且

非預期的創傷事件的，並且是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 

An acute reaction is said to be delayed if it occurs more than four weeks after the 

traumatic event. In the case of a delayed onset, the evidence must be clear and convincing 

that the onset is due to a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which arose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employment. 

員工因為一般的職場因素而漸漸的產生心理壓力者是不符合賠償資格的。 

Workers who develop mental stress gradually over time due to gener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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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are not entitled to benefits. 

 

累積效應 

Cumulative effect 

基於工作的性質，某些員工一段時間可能會被暴露於多重、突如其來、非預

期由於犯罪行為，騷擾，或可怕的意外所構成的創傷事件當中。若一個員工對大

多數近來的非預期創傷事件發生嚴重反應，就算在部分的工作中員工會經驗到這

些創傷事件，並能夠容忍過去的那些創傷事件，但還是有資格獲賠的。對一系列

突發創傷經驗的最後反應，可以視為是一累積效應。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ir occupation, some workers, over a period of time, may be 

exposed to multiple,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s resulting from criminal acts, 

harassment, or horrific accidents. If a worker has an acute reaction to the most recent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entitlement may be in order even if the worker may experience 

these traumatic events as part of the employment and was able to tolerate the past 

traumatic events. A final reaction to a series of sudden and traumatic events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umulative effect. 

WSIB 認為在一系列事件中的每一個創傷事件都可能影響工作者的心理。就

算工作者都在大部分的事件之後都沒有顯現出任何的影響，直到最近事件才出現

影響亦是如此。因此，即使最後的事件並非是最具創傷性的(顯著性)，基於累積

效應，求償權利仍可能被接受。 

The WSIB recognizes that each traumatic event in a series of events may affect a 

worker psychologically. This is true even if the worker does not show the effects until the 

most recent event. As a result, entitlement may be accepted because of the cumulative 

effect, even if the last event is not the most traumatic (significant). 

在考量累積效應的求償權利時，決策者會仰賴案主或其他資訊來支持是多個

創傷事件導致工作者現在的心理狀態。同時，也可能會有證據顯示每個事件都對

工作者的生活產生一些影響，就算工作者並未因這些事件而導致功能障礙或是生

活干擾亦然。 

In considering entitlement for the cumulative effect, decision-makers will rely on 

clinical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pporting that multiple traumatic events l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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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current psychological state. Also, there may be evidence showing that each 

event had some effect or life disruption on the worker, even if the worker was not 

functionally impaired by the effect or life disruption. 

 

雇主的工作相關決策或行動 

An employer's work-related decisions or actions 

當雇主所做出工作相關決策或行動是工作的一部分時，其所導致的創傷性心

理壓力是沒有獲得求償權利的，像是： 

There is no entitlement for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due to an employer's decisions or 

actions that are part of the employment function, such as 

 解僱(terminations)  

 降級(demotions)  

 轉調(transfers)  

 懲戒(discipline)  

 工時的改變(changes in working hours) 

 對生產力期望的轉變(changes in productivity expectations). 

然而，當雇主的行動或決定不是工作的一部分時，工作者的創傷性心理壓力

是有獲得求償權利的，像是暴力或是暴力威脅。 

However,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benefits for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due to an 

employer's actions or decision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employment function, such as 

violence or threats of violence. 

 

診斷要求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立即的嚴重反應(Immediate acute reaction) 

凡嚴重反應是立即的且若有適當規範的專業醫務人員證實了工作者確實是

為了 Axis I 診斷出的疾病所苦，WSIB 將接受求償之訴求，這包含但不限於 

Where the acute reaction is immediate, the WSIB will accept the claim if an 

appropriately regulate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confirms the worker is suffering from an 

Axis I diagnosis which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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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壓力疾病(acute stress disorder ) 

 創傷後壓力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適應疾病(adjustment disorder) 

 焦慮或憂鬱症(anxiety or depressive disorder,) 

這些診斷與 DSM 一致。決策者稍後可能會要求精神科醫科或心理醫師來進行衡

鑑，以確認後續求償資格。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SM-IV. The decision-maker may, at a later point, require an 

assessment by a psychiatrist or psychologist to confirm ongoing entitlement. 

因累積效應而延遲發生(Delayed onset or onset due to cumulative effect) 

凡嚴重反應是延遲的，或索賠是基於多重創傷性事件的累積效應，那麼在索

賠判決前就必須要有一個由精神科醫師或心理師做出之與 DSM-IV 一致的 Axis I

診斷。 

Where the acute reaction is delayed, or where the claim is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multiple traumatic events, there must be an Axis I diagno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SM-IV by a psychiatrist or psychologist before the claim is adjudicated.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1.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指出引發心理創傷的事件必須是員工正常或日常

工作過程中或一般工作環境中突然發生或預期以外的創傷事件。如果創傷事件的

發生可預期是正常工作過程的一部份，則其賠償要求將無法被接受。茲舉一個案

例如下： 

 案例 

在 2006 年 1 月 6 日發表的 WSIAT Decision No. 341/04 中，一名工作者獲得了

創傷心理壓力的賠償資格，因其遭受到上司具有攻擊性的對待，他的上司對他大

聲咆哮，並且憤怒的指責他。這位工作者表示，主管將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並大

力的搖晃他。主管否認這個說法，他說他只是將他的手輕輕地放在這位員工的肩

膀上。在這個事件後，雇主展開了調查工作，結果是要這位主管道歉，並轉換這

名員工的工作崗位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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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WSIAT 判決這個案例是突然且不可預期的創傷事件，主管用手觸碰

當事人的肩膀，不論輕重，實際上已意涵著潛在的肢體暴力，而且這樣的舉動也

並非一般主管與部屬之間會發生的事情[38]。 

2.事件的範圍 

根據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的範圍相當

廣，包含目睹或親身經歷恐怖意外、人質、武裝搶劫、肢體暴力、騷擾或威脅（口

頭或肢體），都包含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Operational Policy 中使用的字眼

是＂include＂，換言之，只要符合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的條件，就算該

事件並未列舉於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中，亦能成立。以下是四個案例 

 案例一： 

在 2004 年 4 月 29 日 WSIAT Decision 406/03 中，陪審團核可了創傷心理壓力

的求償權利。這個案例是來自一樁性騷擾事件，從她的主管、她本人以及她的同

事的說法來回應當事人的陳述。陪審團認為性騷擾本身就是一創傷。 

說明：本例為當事人被性騷擾的案例，最後當事人獲得勝訴[38]。 

 案例二： 

在 2003 年 3 月 WSIAT Decision No. 669/02 中，職場壓力涉及了 1992 年發生

的事件，這是在 WSIA 和 WSIB 之創傷心理壓力(WSIA and the WSIB Policy on 

Traumatic Mental Stress)政策頒布之前所發生的。陪審團不主張將 Operational Policy 

15-02-02 用於本案，因為其認為就算適用，也不會影響結果。在這個案例中，個

案是一個護士，她主張受到門診主管不公正的監查。陪審團描述，政策提及了「騷

擾含括了身體暴力或暴力威脅」，但這並不表示騷擾僅限於賠償身體暴力的騷擾

案件。 

說明：本案例當事人受到的騷擾，雖非肢體暴力或威脅，但遭受不公平的監

督已經超乎正常工作過程的預期，並造成創傷。因此當事人獲判勝訴[38]。 

 案例三： 

在 2004 年 11 月 18 日 WSIAT Decision No. 929/04 中，陪審團授予一位警察創

傷理壓力賠償的資格。其遭受誣陷性侵犯兩名女犯人，並且他在家裡遭到逮捕並

基於薄弱的證據而受到審判。陪審團回顧了 Board＇s Policy，注意到以往 WSIAT

之判決中認定 policy 並非窮舉(exhaustion)，並且遭受到不正當的性侵控訴一般可

被接受為是一客觀的創傷，特別是此一控訴進到了審判階段。陪審團指出：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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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來，這名警察已滿足了 Policy No.15-02-02 中最初賠償資格的所有要求

（15-03-02 過去是 15-02-02）。他為突如其來、非預期的創傷事件所苦，這個事

件本質上是不正當的性侵害控訴，這個警察被審判了，但最終被判無罪釋放。 

說明：在本案例中，當事人遭到錯誤指控甚至逮捕，已是明顯客觀的創傷事

件。儘管這類 wrong accusations of wrongdoing 未列舉在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之 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之下，但仍成立[38]。 

 案例四： 

在 2004 年 3 月 12 日 WSIAT Decision No. 2056/03 中，WSIAT 對一位罹患轉化

性失語症(conversion aphonia) (失去聲音)的個案進行審議，這個個案的醫生認為其

失語症和職場壓力源之間是有所關聯的。此一個案，是一療養院的工人，他敘述

在 1999 年報告了一位同事的虐待行為。在這個舉發事件之後，他的同事開始以

不一樣的態度對待他。同事會以生病為由拒絕與他共事。除此之外，個案和其中

一位上司亦有相處上的困難。這位上司以不公平的方式指責他(像是指控他非法

地轉移病人)，哪怕這位上司並非其直屬上司。有一次，這個個案確實地取得了

醫師的許可，將病人安置在輪椅上，但他卻被這位上司指控說其虐待病人。一位

同事作證說這位主管說他會在工作上「盯著」個案。在 WSIAT 的聽證會上，證

據被呈現出來，但管理當局卻對這些發生的事視而不見。 

說明：這個案例是當事人向主管反映一位同事虐待患者，而遭到其他同事與

另一位主管（非直屬主管）的情緒虐待，導致轉化性失語症，最後獲得賠償[38]。 

3.不同類型的心理傷害索賠之訴 (A,B,C,D) 

前面提到，與心理傷害有關的求償案件可以分成四類（A, B, C, D），其中 C

與 D 類（mental-mental claims）較適用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另外兩類較不

適用。以下案例是屬於 B 類（mental-physical claims），後來未判勝訴，因為不符

合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案例： 

在 WSIAT Decision No. 633/01 中，員工主張職場壓力(被僱用他的管理當局成

員騷擾)加重了他的高血壓。法庭澄清說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then 15-02-02]

並不適用於此一索賠。儘管 tribunal 過去曾針對職場壓力導致的身體狀況給予賠

償，但「心理—生理」索賠是基於標準化的因果關係檢驗，而非 WSIA 的 Operational 

Policy 15-02-02。陪審團發現職場壓力並非和高血壓有相關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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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所做與工作相關之決定或行動 

如果員工是因為雇主的決策或行動（屬於聘僱功能之一部分，諸如降職、調

單位、解職、懲戒、工作時間改變、對預期生產量的改變）而導致創傷心理壓力，

則不判賠（排除條件）。換言之，一般過勞研究中常見的工時過長、工作量過多

等角色負荷問題所導致的心理傷害，一概不賠。以下案例一到三是不判賠的案例： 

 案例一： 

在 2002 年 4 月 5 日的 WSIAT Decision No. 392/02 中，WSIAT 否絕了一位和雇

主關係逐漸惡化而導致憂鬱症的員工之心理壓力資格。這名員工陳述中包含了雇

主給予過量的工作以及威脅將其解雇。陪審團發現，雖然過去的陪審團在這類案

件中都會允許其權利，但在法律及 Board policy 上，當事人是沒有權利的。 

 案例二： 

在 2005 年 6 月 13 日 WSIAT Decision No. 587/04 中，陪審團認定員工的壓力

是來自於員工和雇主間對工作指派上的衝突以及員工和其工會間的不合。因此，

員工最後並未獲得賠償權利。 

 案例三： 

在 2006 年 7 月 27 日 WSIAT Decision No. 1785/05 中，陪審團拒絕了一個焊接

工對於心理壓力的索賠權利。該焊接工因年事漸長而產生眼疾，無法再從事焊接

工作，工作者認為主管因其工作表現不如預期而不斷騷擾他，導致他罹患重度憂

鬱症與廣泛性焦慮疾患。陪審團認為主管在員工表現不佳的情況下，對員工進行

監督、降級、督導、減薪、解雇等行為並無不合理之處。儘管主管言辭不當，但

仍在合理之工作行為範圍內，亦不會讓一般人認為是創傷事件，故無法求償，本

案之完整案例請見附錄 9。 

在案例四中，儘管雇主是因為工作之故懲戒員工，但懲戒過重，員工又受到

其他同事排擠，已超出正規聘雇關係中管理功能的範圍，因此獲得求償的權利。 

 案例四： 

近來，在 2005 年 12 月 16 日 WSIAT Decision No. 2885/01 中，陪審團提出了

創傷心理壓力判賠的資格。在這個案例中，這位員工及其同事因為不願加班而被

懲戒。當他屈服於雇主的要求時，他的同事還排擠他。雖然這個事件毫無疑問的

發生在 1998 年之前，但陪審團認為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並不適用。然而，

陪審團說明就算政策不適用，但他們的決定仍是一樣的。儘管陪審團承認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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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IA 可能會排除雇主懲戒員工時，員工求償的權利。但在 para. 91 中發現，屈

服於雇主的要求而遭受到同事的指責，「反映出在工作環境中，雇主的懲誡已超

過典型的壓力情節了」，並且相關的壓力也「超過 Board policy 的預期了」。 

以下案例五是當事人（火葬場員工）被雇主要求去做不道德的行為（丟棄屍

體於垃圾中並對屍體做出不敬言行），最後當事人的賠償請求獲准，因為雇主要

求員工所做的不道德行為，並非屬於正規聘僱功能的一部份）： 

 案例五： 

在 2004 年 4 月 1 日的 WSIAT Decision 970/03 中，陪審團授予了一位在火葬

場工作而產生心理壓力之工人索賠權利。工人被其雇主要求將多餘的人體丟棄，

並侮辱人體的殘骸。陪審團認為，在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的規定下，並不

排除此類未窮舉的創傷事件的索賠權利。這個事件一般而言可被視為是創傷且恐

怖的事件。這個事件並不是工作職責的一部分，就算它不是雇主的要求而是同事

亦然。陪審團認為在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38]中，「在證據中發現的任何不

道德工作手法並未被列於工作決定之排除條款之中(像是解雇)」 

第六個案例，是當事人因工作傷害常利用上班時間去進行治療，結果被大股

東的女兒斥責，結果導致憂鬱。當事人獲得求償權利，因為大股東的女兒並非當

事人的直屬主管，她對當事人的斥責並不能視為是正規聘僱功能的一部份： 

 案例六： 

在 2005 年 4 月 13 日 WSIAT Decision No. 526/05 中，陪審團接受了一位為憂

鬱症所苦的員工的索賠權利，該名員工因為利用上班時間去進行治療，結果被大

股東的女兒斥責而罹患了憂鬱症。這個個案是一位金屬裝配工人，在 2002 時經

歷了一場職場傷害，而導致其手臂及肩膀受傷。個案要求在上班時間治療因公受

傷的手臂。工廠經理和領班支付了物理治療的相關費用。在 2002 年 8 月 8 日，

大股東的女兒靠近這位工人並問他是誰給他這種權利讓他在上班時間去進行治

療的?大股東的女兒告訴工人，他必須在下班後進行物理治療，當他說他不行，

他的妻子在工作他必須回家作飯時，這個大股東的女兒詛咒他，並叫他騙子。這

個工人表示，當大股東的女兒對他大叫時，他感到十分的不舒服。他覺得他的血

壓上升了。在這之前，這位工人並未和這個女兒接觸過，但每天下午兩點鐘接受

物理治療時他都會經過她的桌子。陪審團認為引發個案憂鬱症的主因就是大股東

女兒對他的對待。陪審團注意到，女兒是受雇處理文書工作，並非是這個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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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者之一，因此她的行為並不能歸為工作上的行為或行動。陪審團的結論是，

面質是一突如其來、非預期的創傷事件，且這無理攻擊構成了對工人的騷擾[38]。  

 

5.累積效應 

當工作者基於其工作本身之性質，在一段時間內暴露在多重的創傷事件下。

這些創傷經驗不斷累積，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才引發了嚴重反應。在這種情況

下，當事人仍有獲賠之可能。茲舉一案例如下： 

在 2008 年 1 月 18 日 WSIAT Decisioin No. 1839/07 中，一位警局通訊單位的

911 接線生，在 1994 年 6 月到 9 月其間，她遭遇到四件創傷事件，包含 1.她在一

個警察被射殺後執勤，並不斷與命案現場的警察通話，因此「一直感受到命案」；

2.她原本與追蹤超速車輛的警察通話，但通話中該警察車禍喪命；3.她接到娼妓

被攻擊的電話，卻無法調派到警力去協助她，事後在電視上看到娼妓方才求救之

電話亭血淋淋的模樣；4.一個警察遇到三個武裝男子並向其通報，但她卻因為電

腦出現異常問題而無法掌握該警察之狀況。儘管前面幾件事發生時，當事人並無

失能的嚴重反應，但這些事件累積到 9 月份，當事人終於崩潰，並被診斷為重度

憂鬱症，並獲得求償權利。儘管緊急事件工作者之工作本質，即是例行性地處理

創傷事件，但這並不表示這些事件對當事人而言不具創傷性。此外，即使這些事

件的發生並非完全無法預期，但創傷事件的持續發生仍可能造成累積效應，導致

工作者出現嚴重的精神/心理反應。再者，一般工作者在面對這些事件，亦可能

產生創傷經驗(此為「一般工作者檢測」(average worker test))。基於以上理由，當

事人獲得索賠權利應屬合理，本案之完整案例請見附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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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澳洲 
(一)「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是否在職業病列表中 

澳洲 2002 年至 2012 年的國家職業健康安全策略(National OHS Strategy)將與

工作相關的心理疾病(Work-related mental disorders)列為需密切監控八大職業疾病

分類之一[43]（見附錄 11），其包括四種類型：(1)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 (2) 

過勞(burn-out)；(3) 適應性疾患(adjustment Disorder)； (4) 情感性疾患(affective 

disorders)[44][45]。迄今至 2012 年止，國家職場健康安全策略將著重於預防職場

疾病的有效性，並提出與工作相關的心理疾病之定義。 

(二)「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相關法令與認定標準 

1.各地區的差異 

由於澳洲地區在地理上界分為不同的司法管轄區，因此在界定可賠償和不可

賠償的心理傷害上有不同的取向。一般而言，每個司法管轄區對於工作者賠償的

法律規定，其必須是在工作場所受傷。然而雖然對於傷害有不同的定義，但主要

指的是大範圍身體上的受傷、疾病、及可能會影響個體在工作場所中的傷害。附

錄 12 即整合各個司法管轄區對於心理傷害之規定。 

在每個法令中也有一些排他性的規定，其旨在排除心理傷害可能是從正常與

合理的活動的工作內容所發生的。大致上，這些排他性的規定能夠避免當公司所

採取的紀律處分是合理時，雇員藉由心理傷害之求償訴訟而獲得利益。雖然在每

個司法管轄區排除的規定有所不同，但一般包括以下： 

(1)跟工作相關合理的行為：為心理傷害脈絡中管理實務上最重要的排除規

定。根據安全康復賠償法條例(Safety, Rehabilitation and Compensation Act /SRC Act 

1988) 合理的行政管理有一個非常廣泛的定義，其中包括「合法的人力資源管理

的行動」。因此，該定義涵蓋了日常的管理活動，包括合理的評價僱員的工作表

現，在職務上合理的輔導行動（不論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在職務上合理的停職

行動，在職務上合理的紀律處分（不論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及任何合理欲獲得

晉 升 、 轉 職 或 利 益 好 處 的 行 為 。 其 合 理 性 與 否 則 會 由 行 政 上 訴 審 裁 處

(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裁定。在聯邦地區(Commonwealth)，其排除了因合

理紀律行為以及為了獲得升遷、任用以及福利所造成的傷害。而在所有其他的司

法管轄區，因索賠人的職務上合理的管理行為所造成的心理傷害有具體規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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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拒絕補償。 

(2)嚴重的和蓄意的不當行為：每個司法管轄區的規定，除了其雇員因而死

亡，否則若因嚴重和蓄意的不當行為造成的傷害(其可能包括生理傷害及心理傷

害，視各區規定而異)，雇員將不會有權索賠。 

(3)故意自我施加的傷害：所有司法管轄區除了南澳洲(SA, South Australia)和

西澳洲(WA, West Australia)，自我造成的傷害將不會給予賠償。不過，在西澳洲

中，雖然在賠償有關自我造成的傷害時沒有具體的規定，但曾有案例是由於意外

造成了個人傷害而獲得賠償，儘管如此，若傷害是自我刻意造成的則會被排除。

而在聯邦地區，自我傷害造成的死亡在立法上是沒有明確被排除在外，因此在某

些情況下，當個體即使已宣稱要自殺，仍可能獲得賠償。 

(4)虛假陳述與詐欺：在所有司法管轄區，除了新南威爾斯州(NSW, New South 

Wilson)和北領地(NT, North Territory) ，立法明確規定若雇員詐稱以往並未有相關

的特定疾病，則將被排除賠償。不過，在北領地這是有爭論的，若為嚴重的和故

意的失當行為，才排除任何權利的補償。此外，除了北領地(NT)之外的所有司法

管轄區，對於詐欺或不誠實的方式將被排除賠償[46]。 

2.以西澳洲為例 

有鑑於各個司法管轄區在工作導致心理疾病的認定上有不同的界定，本報告

僅以西澳洲之法規為例。在 1993 年西澳洲政府針對 1981 年工作者賠償及康復法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ct 1981)進行大規模的修訂，其中規定

求償者必須舉證工作為導致疾病之重要因素，而以往只需證明工作導致疾病到達

可以認定的程度即可。此法認為在確定疾病方面需要考量幾個議題，特別是在時

間、工作任務、是否存在遺傳的因素，以及有關員工健康的議題。而在醫療證明

上則避免使用「壓力」或「工作壓力」等字詞，而較傾向採用 DSM IV 或 ISC 10

的疾病分類(例如：南澳洲)。在西澳洲工作者賠償及康復法中與工作壓力有關的

申訴要點如下[47]： 

※失能(Disability)意指- 

(A) 事故引起的人身傷害是由於職務造成，或由雇員根據雇主指示的行為所

造成。 

a personal injury by accident arising out of or in the course of the employment, or 

whilst the worker is acting under the employer's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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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適用於第三部分第三節的失能(disability)疾病。 

a disabling disease to which Part III Division 3 applies. 

[譯註：第三節的疾病指的是各個特定的職業疾病(specified industrial 

diseases)，包括肺塵埃沉著病、間皮瘤和肺癌、參考醫療小組或醫生口頭提出之

疾病等[6]，由於項目眾多，且不包含精神疾病，因此不予全部列出] 

(C) 雇員所患有的疾病是由於職務的關係，或是雇員雖離開了原有的工作，

但其該職務是一個貢獻因素，並具有顯著程度的貢獻。 

a disease contracted by a worker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at or away from his 

place of employment and to which the employment w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contributed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D) 先前存在的疾病復發、惡化、或加速進展，而職務是造成疾病復發、惡

化、或加速進展的貢獻因素，且具有顯著程度的貢獻。 

the recurrence, aggravation, or acceleration of any pre-existing disease where the 

employment w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at recurrence, aggravation, or acceler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E) 在導致傷殘喪失功能方面，適用於第三部分第四節的疾病[譯註：第四節

的疾病指的是特定的喪失功能(specified losses of functions)，包括噪音導致之聽力

損失、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因振動而導致之疾病、壓縮空氣疾病等等[48]，但是當

壓力所導致的疾病，主要是因為下列(4)的問題而起，則不適用，除非在(a)與(b)

中的問題是來自雇主不合理或惡劣的作為所致。 

a disabling loss of function to which Part III Division 4 applies,but does not include a 

disease caused by stress if the stress wholly or predominantly arises from a matter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unless the matter i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or (b) of that 

subsection and is unreasonable and harsh on the part of the employer. 

(4)為了定義失能(disability)，其應考量的事項如下： 

(a)雇員的解僱、裁員、降職、紀律、轉移或調換工作 

the worker's dismissal, retrenchment, demotion, discipline, transfer or redeployment. 

(b) 雇員沒有得到晉升、重新配置、轉讓或准予請假或任何其他有關工作的

福利。 

the worker's not being promoted, reclassified, transferred or granted leave of ab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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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ny other benefit in relation to the employment. 

(c)雇員的期望： 

(i)雇員對於上述事項的期望。 

the worker's expectation of a matter. 

(ii)雇員對於雇主針對上述(a)或(b)事項之決定所產生的期望。 

The worker's expectation of a decision by the employer in relation to a matter,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5) 在確定職務造成或促成疾病的程度方面，為了界定失能(disability)和與職

務相關，其應考慮到以下各點： 

(a) 就業時間的長短。 

the duration of the employment. 

(b) 具體參與的工作任務性質。 

the nature of, and particular tasks involved in, the employment. 

(c) 在職務上發生，復發、惡化、加速疾病的可能性。 

the likelihood of the contraction, recurrence, aggravation or acceleration of the 

disease occurring despite the employment. 

(d) 遺傳性因素造成復發、惡化、加速疾病的可能性。 

the existence of any hereditary factors in relation to the contraction, recurrence, 

aggravation or acceleration of the disease. 

(e) 影響雇員一般健康的原因。 

matters affecting the worker's health generally. 

(f) 與職務不相關，但為雇員所從事的活動。 

activities of the worker not related to the employment. 

 

由以上條文可看出，當工作引發的負向結果（疾病、傷害、功能喪失）若符

合法條中所規範的「失能」(disablility)，則申請賠償訴求才有獲得判賠的可能性。

就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訴求(心理-心理訴求)而言，最能適用於失能定義中的

(e)項。換言之，當雇主採取不適當或惡劣的手段對員工「解僱、裁員、降職、紀

律、轉移或調換工作」或「不讓員工晉升、重新配置、轉讓或准予請假或任何其

他有關工作的福利」，超過正常合理的程度，而導致員工的精神疾病，即有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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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賠的可能。儘管如此，若上述管理的手段屬於合理的範圍（例如：員工表現不

當予以降職、因應旺季合理地要求員工加班），而員工本身即具有發病的脆弱性

（例如：過去已有憂鬱病史）無法承受這樣的壓力而導致精神病發，此結果並非

雇主所能預期，不能歸咎於雇主，因此較無法判賠。 

 
(三)「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說明 

在澳洲地區可以找到許多關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判例。本處選取西澳

地區較完整的一個案例，以及維多利亞地區與新南威爾斯地區較精簡的四個案

例，來進行說明。 

1、 西澳地區： 

 Koehler v Cerebos (2004)—工作壓力與疏忽引發精神疾病 

提出賠償請求的當事人 Koehler 原本是一家食品業的加工與零售公司的全職

的銷售代表，1996 年 3 月被裁員後，她仍以兼職的身份工作，每個禮拜三天。然

而，在兼職工作中，她抱怨工作量太多。她建議雇主應減少他所負責的店家，或

是另外增加一個工作天。然而，管理當局並沒有採取任何行動。 

1996 年 9 月，Koehler 出現肌肉無力的症狀以及壓力與焦慮反應，因而造成

嚴重的慢性憂鬱疾病。1996 年 10 月 2 號，Koehler 因為疼痛而無法上班，她並將

原因歸因於工作。她有去找醫生治療她的生理症狀，醫生認為症狀產生的原因在

於她的壓力導致憂鬱症狀。她被診斷為有肌肉無力症狀以及憂鬱。 

Koehler 開始針對雇主違反普通法(common law)所規範之「雇主必須對員工提

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展開行動。西澳地方法院的委員發現，案主的工作負荷量確

實過大。委員指出，雇主不需具備任何特定知識，即能預見(foresee)員工在這樣

的工作環境中可能會遭受到傷害。雇主其實可以很輕易地供員工協助，而不會有

太多困難，也不需要太多經費，但雇主卻沒有這樣做。地方法院最後做出有利於

員工的的裁決。然而，上訴時，西澳大利亞州合議庭最高法院的委員卻推翻了這

個判決。法院判定在本案中，雇主無法合理地預見員工因為工作量太大而引發精

神疾病。更重要的是，沒有特定證據指出，雇主應該對於員工產生精神傷害的風

險加以警惕。在進一步的上訴中，高等法院一致決定，雇主並沒有違反其對員工

所應該照顧的責任[49]。在本案例中，有兩個議題需要加以探討：第一，是關於

合理地可預見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與員工本身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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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上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則是聘僱契約中有關員工的照顧義

務(duty of care)的問題。茲說明如下： 

(1)可預見性與員工脆弱性 

在本案當中，最高法庭的結論是：雇主對於一位正常的員工，並不需要預測

其未來可能產生精神疾病，因此當事人敗訴。最高法院做出此一結論的基礎在於： 

雇主並沒有理由去懷疑此一員工正處於精神疾病發病的風險中。最高法院的合議

強調，應該要去查明的是此一特定員工的精神傷害是否可以合理地預見

(reasonably foreseeable)，而這並非基於「某些精神疾病是由壓力導致」的一般知

識。 

根據判決，雇主「有權假設員工在沒有明顯的精神疾病跡象下可以完成分內

的工作」。在工作負荷引發員工壓力的特殊情況中，這個原則被過去許多案例所

採用。最高法院之合議認為在 Koehler 的投訴中，並沒有表明有危險威脅到她的

精神健康狀態，她只是提到勞資關係的問題。因此，雇主沒有任何理由去懷疑該

員工的精神狀況有任何風險。然而，高等法院之推斷與結論並沒有考慮到對於上

述原則的反對意見。 

舉例而言，針對精神崩潰前即向雇主顯現其徵兆的員工而言，上述原則顯然

對這些員工有利。因為雇主理應察覺到這些徵兆了，如果雇主沒有把他當做一回

事，就會犯下疏忽的法律過失(liability in negligence)。但是有些精神傷害的發生是

沒有徵兆的，以本案為例，Koehler 並未發現自己有精神疾病，因此只會針對工

作負荷量抱怨。有鑑於此，法院否定的當事人傷害復原的求償權力，其實並不恰

當。 

儘管如此，這樣的反對意見並不完全讓人信服。有關疏忽的法律過失，應該

在雇主權益（讓企業順利的運作並避免風險）與員工福祉之間取得平衡點。該平

衡點應達到合理的水準，而非只看沒有任何警示徵兆就發生精神疾病的可能性。

實際上，雇主不能且也不應該被預期對在沒有明顯徵兆或員工抱怨健康狀況下還

能洞察員工是否會有精神損傷，特別是與心理損傷相比，生理傷害的可預見性

(foreseeability)是相對確定的，但心理損傷卻非如此，不能一概而論。 

有鑑於雇主與員工都無法確定精神傷害是否發生，責任不應該完全歸在雇主

身上。若員工知道自己特別容易受到傷害，員工應有責任向雇主反應自己的健康

問題以保護自己的健康，但是這有可能讓員工過度謹慎地向雇主反應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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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這種過度謹慎的作法，應該與員工對雇主隱瞞生理或心理缺陷不說的作法

取得折衷，如此一來，員工因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徵兆或症狀都可以被雇主

察覺，這樣不僅不會讓雇主陷入疏忽的法律責任，亦可讓員工保護自己的心理健

康。 

(2)聘僱契約中的照顧責任 

在 Koehler 的案件中，聘僱契約與雇主的照顧責任過失之間的關係是高法院

認為比較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最高法院的合議對本案的結論是：Koehler 產

生精神疾病的風險，雇主無法合理地預見。此一論點的主要基礎在於員工已與雇

主協議可完成工作。該協議意謂著 Koehler 有意願嘗試完成契約中所規定的工作

任務，這與他有健康的顧慮而無法達成工作的狀況並不一致，更與 Koehler 所主

張之雇主應合理地預見她有精神疾病的風險大相逕庭。以上種種，導致 Koehler

對於工作負荷過重的抱怨站不住腳。儘管契約中所規範之工作內容並非沒有問

題，但這並不影響上述法庭之觀點。 

最高法院的合議更指出，當雇主是在員工進來後才知道員工有精神傷害的風

險時，並不能去限制原有的契約。在法律上，契約中所規範的義務是固定的，除

非雙方當事人有意更動契約。儘管聘僱契約是決定雇主照顧責任範圍的重要因

素，但這並不意謂雇主可以將此做為反駁員工主張其照顧疏失的擋箭牌。而在

Koehler 的案例中，上述「契約中所規範的義務是固定的」之主張，亦有可商榷

之處。 

首先，Koehler 是兼職員工，並非全職員工，在其合約上，實際的工作職責

並沒有明確的規範出來，亦沒有明文規定出明確的工作量。直到她抱怨負責的店

家太多，她才被給予負責區域的清單。接著雇主也告訴她試著做一個月看看，有

問題再說。這似乎意謂著工作範圍有調整與修改的可能性，並非聘僱契約訂定後

就固定了。 

第二，契約中除了白紙黑字的規定外，亦有隱含條款存在。例如，雇主合理

地確保員工工作系統的安全性即是隱含條款之一部分（此即雇主的照顧責任），

這意謂了雇主在知道部屬具有心理上的脆弱性後，似乎應該適時修改工作系統以

確保員工的安全（亦即避免心理疾病的發生）。倘若此一隱含條款亦視為是契約

訂定後就「固定」了，雇主沒有盡到維護員工工作安全系統之責任，豈不也是違

反契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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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雇主對於員工有精神缺陷的訊息，多半都是員工開始工作後（訂定聘

僱契約後）才會獲得，這是因為雇主通常不願意聘僱容易因壓力而導致精神疾病

的員工。再者，因壓力而產生的精神疾病，意謂著這些徵兆或症狀可能都是在工

作過程中發展出來的，而非在工作之前就有的。 

在本案中，儘管合議庭中有人主張 Koehler 應該採取自救的措施。換言之，

既然 Koehler 知道自己在心理上的脆弱性，就應該拒絕聘僱契約中如此重的工作

負荷。然而，Koehler 才從全職的工作中被裁員，並且被暗示六個月後可能恢復

正職，在這種情況下，倘若 Koehler 以自己的健康因素為由拒絕了契約所要求之

不合理工作量，有可能危及她恢復全職工作的機會。有鑑於此，要求 Koehler 主

動拒絕契約中之工作以維護自己的心理健康，並不符合現實狀況。 

2、 維多利亞地區的案例： 

 Joseph Beattie v State of Victoria(1998)  

此案例是依據 1985 年意外賠償法(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1985)中第 82(2A)

款─壓力有關的疾病是否起因於紀律行為[50-51]。法官在審理此案之前，即確信

地得知原告 Beattie 患有一個因工作而失能的精神疾病(incapacitating psychiatric 

illness)，且確定是因為雇主給予之職務而導致此疾病，因此提出告訴。但在 1985

年意外賠償法(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1985)中第 82(2A)款提及：「當壓力而導

致的疾病或心理疾患的主因在隸屬下列情形時是不被賠償的：1.雇主對於轉職、

降職、紀律、重新配置、精簡或解僱方面，以合理的方式採取合理的行為；2.雇

主基於合理的範疇，決定不給予酬賞或提供升遷、重新配置、轉職、休假或與職

務相關的福利；3.或採取此類行動或做此類決定的期望」(Section 82(2A) of the 

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1985 is in the following terms:＂ Compensation is not 

payable in respect of an injury consisting of an illness or disorder of the mind caused by 

stress unless the stress did not arise wholly or predominantly from - reasonable action 

taken in a reasonable manner by the employer to transfer, demote, discipline, redeploy, 

retrench or dismiss the worker; or a decision of the employer, on reasonable grounds, not 

to award or to provide promotion, reclassification or transfer of, or leave of absence or 

benefi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mployment, to a worker; or an expectation of the taking of 

such action or making of such a decision.＂) 

在此案中雖然有證據顯示原告有被威脅、警告可能被解職或轉職，但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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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實際行動的明確證據，且有相當明確的證據，可證明原告所產生的壓力不是

來自害怕被解僱，而是來自其他情況。而被告 O’Brien 先生認為原告 Beattie 先生

不應獲得賠償的原因在於，其為雇主所採取的是合理的紀律行動。在 1985 年意

外賠償法(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1985)中，其為賠償心理傷害排除條款之一，

即為當雇主對於轉職、降職、紀律、重新配置、精簡或解僱方面，以合理的方式

採取合理的行為時，其員工的心理傷害是無法得到賠償的。在此案的證據中包括

原告的口頭證據、醫學報告等是來自原告本身，而沒有來自被告的證據，這樣的

情形對於雙方而言都是危險的。但在此案例中判例的關鍵在於，1997 年 11 月 21

日原告所提出的供詞，其陳述主管以不當的言詞表達其紀律行為且被告沒有否認

此行為，法官認為在現今社會對於一位有豐富經驗的雇員，使用強制、濫用的對

抗不能視為一種合理的紀律行為，Beattie 證明雇主所展現的紀律行為是與壓力相

關疾病的原因，其以不合理的方式進行，因此法官認為原告應得到賠償。 

3、 新南威爾斯地區 

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地區，不僅是員工遭到主管騷擾所導致的心理傷害可以獲

得賠償（案例一），工作中遭受不公對待而導致的負面心理反應，亦有求償成功

的可能性（案例三）。更重要的是，如果雇主原本能夠防止部屬在工作中心理創

傷的產生，卻沒有善盡預防與處理之責，亦有可能導致判賠的結果（案例二）。

請參考以下案例： 

 案例一：新南威爾斯州 v Jeffery (2000) NSWCA (NSW 最高法院，地方法院

2000.9.1) 

Jefferyy 在受雇於警察總部與社區俱樂部（ PYCY ）之後不久，即開始被警

長 Spiteri 騷擾，包括：經常對工作吹毛求疵，威脅要解雇他，並信誓旦旦地威脅

Jeffery 和他的家人，還公然詆毀和侮辱評論 Jeffery 先生與他妻子的關係。 

NSW 最高法院發現因為這般欺凌，使得 Jeffery 失去了快樂，並即將離職，

且漸漸感到壓力和焦慮，而 NSW 政府被發現疏忽了這個投訴，並未能阻止這種

環境中騷擾和性虐待的存在，Jeffery 先生獲賠 35,000 美元。判賠的數字低是因為

覺得 Jeffery 有很高的可能性可完全回復。上訴維持原判[52]。 

 案例二：新南威爾士州v Coffey [ 2002 ] NSWCA 361， 2002 年11 月7號(Meagher, 

Heydon and Ipp JJA) 

這是一個說明法院發揮了雇主共同法律責任的例子。上訴法院發現雇主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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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確保雇員的心理健康和安全。NSW 房屋委員會的看守人受到住戶的威脅和虐

待，並目睹了兇殺和自殺事件，這些事他都有向他的的雇主報告。他要求雇主在

他的辦公室櫃檯上安裝一個安全屏幕，但雇主拒絕。看守員辭去工作後的八年裡

一直受憂鬱症和 PTSD 所苦。上訴法院認為這樣的心理傷害風險是合理可預見

的，但雇主卻沒有對此採取行動。雇主原本可以考慮將員工調職、監控員工的因

應能力、並確保讓他持續接受諮商，卻沒有這樣做。雖然雇主提供了諮商服務，

但這是員工尋求得的。根據法院的裁定，這不足以為雇主應該提供一個安全的工

作系統的照顧責任所＂解套＂。員工獲賠 459,478 美元[53]。 

 案例三：新南威爾士州 v Banas [2004]憂鬱症或壓力與痛苦的賠償─最近的一

項全體法庭委員會的判決確認壓力和痛苦賠償（新南威爾士州 v 

Banas [ 2004 ] NSWIR Comm 255） 

1996 年，Banas 在矯正服務部門[譯註：負責犯罪矯治工作]的職位被裁撤。

接下來的三年爭端在於 Banas 被轉調到另一職位，最後卻又落到拿資遣費的下

場。勞資關係委員會（IRC）發現此部門行事不公，且這樣的行為導致 Banas 患

了憂鬱症。 

一審判定 Banas 獲賠 12,500 美元，以賠償他的壓力和痛苦。新南威爾士州對

此決定提出上訴，並主張委員會認為沒有權力給這些錢。這些錢應該是發生了人

身傷害(personal injuries)才予以賠償。任何工作場所的人身傷害索賠都由工作者賠

償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條例決定，該法案對於傷害的賠償有其限制，而

Banas 的案例並不符合賠償的規定。 

全體法官駁回了上訴，他們認為儘管 Banas 的索賠不在普通法對於傷害求償

的範圍內，但對於不公的投訴可以給予賠償。重要的是，全體法官明確表示，壓

力和痛苦的索賠必須仔細的審查，並將 12,500 美元訂為最高標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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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經「工作壓力導致的精神疾病」是否列入該國職業病表、法令規定與及認定

標準以及「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案例搜集等三個主軸，說明日本、英國、美

國、丹麥、加拿大、及澳洲等六國之資料結論與建議。其它比較見附錄 13。 

第一節  日本 
日本「勞動基準法施行規則」所規定之職業傷病種類中，並沒有與精神疾病

有關的疾病，鑑於日本「勞動基準法施行規則」所規定之職業傷病種類中，無法

反映與日俱增的「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的案例，日本進一步擬定了「心理壓

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是否起因於工作的判斷指南」。該判斷指南主要論點在於

判斷精神障礙等是否因工作引起時，首先需釐清有無精神障礙的發病、發病時間

及疾病名稱，並針對（1）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2）非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

力；（3）個人因素（精神障礙病史等）等三個因素進行評估，再綜合地判斷是

否與發病之精神障礙具有關連性。 

「心理壓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是否起因於工作的判斷指南」內容完整全

面，且該國自 2002 至 2006 間，相關精神障害勞災補償申請案例亦有逐年增加趨

勢，2002 年 341 件至 2006 年 819 件，由此可知此判斷指南之實務應用已相當成

熟，因此，我國未來如欲修訂相關法規或規劃行政配套措施等，日本之判斷指南

及實務經驗，相當具參考性，且如能藉由學者官員之經驗交流分享，更達成事半

功倍之效。 

第二節  英國 
英國職業病列表分 A、B、C、D 四種類型，其中未包括與工作相關精神疾病，

所產生的勞資爭議大多經由民事訴訟處理。如員工自認罹患精神疾病起因於工作

壓力無法被視為是職業病並獲得補償，則需透過法律途徑向雇主索賠。英國「工

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相關法令來自三個部分：第一是「工作健康安全法令」，

第二是「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第三是「英國工作時間規則」，如果雇主

因違反這些條例，而導致員工受到心理傷害乃至精神疾病，即有判賠的可能。 

上述三個法令，特別是「英國工作時間規則」之規範（尤為詳細）、英國普

通法所衍生出的雇主一般性責任原則以及英國安全衛生協會發展之「工作壓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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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精神疾病」之五因素評估架構，皆可做為我國未來相關法規修訂之參考，深具

價值。 

第三節  美國 
紐約州針對「心理-心理訴求」的認定與賠償的議題，在工作者賠償法(New 

York Workers＇ Compensation Law §2(7))中可見。值得注意的是，雇主合法的行動

所造成的心理傷害，像是訓誡行為、工作評價、工作轉調、降職而造成的工作相

關壓力及心理傷害，不予賠償。而在路易斯安娜州中，心理傷害部分，必須有明

確、可使人信服的證據可證明，且僅能在精神科醫師或心理學家的診斷下，並符

合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所提出的精神障礙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的診斷標準時，才可獲得賠償。此外，若心理傷害是源於工作相關壓力時，唯有

心理傷害是源於突如其來、不可預期、與工作相關的異常壓力時，才可獲得賠償。 

紐約州「合理人事管理行為除外」規定以及路易斯安娜州對於壓力源的界定

（突如其來、不可預期、與工作相關的異常壓力）皆可做為我國未來相關法規修

定之用。 

第四節  丹麥 
丹麥與心理有關的職業病認定，由職業病委會員判定，認定基礎為勞工賠償

法案（Workers＇ Compensation Act）154 號（2006/3/7）中 Section 7(1)(ii) 所述︰「疾

病須視為特定工作特性所造成的唯一（solely）或主要（mainly）的原因」，即疾

病很可能超出合理懷疑，且由特定的工作情境所造成。因此，經整體性具體評估，

符合下面兩項情境，可判為職業病︰（1）職業（工作環境）之負荷（loads）和

暴露（exposures），視為引發疾病之特定風險。（2）特別風險工作（職業），

很可能且超出合理懷疑引起疾病。 

丹麥判定與職業有關的心理疾病準則深具流行病學研究基礎，可做為我國職

業病鑑定委員會以及本土化流行病學研究之參考。 

第五節  加拿大（安大略省） 

加拿大安大略省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定與判決，是根據

Operational Policy 15-03-02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 & Guideli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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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來判決︰因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而產生嚴重反應之工作者，可獲

求償。然而心理壓力來自雇主所做出與工作相關的決定或行動，則無法獲得求償。 

 安大略省對於創傷事件的規範（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及「合理人事管理行

為除外」規定皆與紐約州及路易斯安娜州相似，由此可知「合理人事管理行為除

外」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認定之重要性，欲與國際接軌，此為未來我

國制訂相關法規不得不參考之基礎。 

第六節  澳洲（西澳洲） 
西澳洲對於「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之認定，是根據工作者賠償及康復法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ct 1981)而來，其中規定求償者必須舉

證工作為導致疾病之重要因素，特別是時間、工作任務、是否存在遺傳的因素，

以及有關員工健康等。而在醫療證明上則避免使用「壓力」或「工作壓力」等字

詞，而較傾向採用 DSM IV 或 ISC 10 的疾病分類。另外在認定個案上常遇到的精

神疾病之可預見性、員工脆弱性以及聘僱契約中的照顧責任等議題，皆可做為我

國未來制定法規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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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台灣職業病種類表 
(一)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附表） 

  名稱 

類  項 

職 業 病 名 稱 適 用 職 業 範 圍 

1 

下列物質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1. 二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2. 貝他苯胺及其鹽類 

(β-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3. 阿爾發苯胺及其鹽類 

(α-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4. 對二甲胺基偶氮苯 

(Paradi-methyl 

Azo-benzene)  

使用或處理合成染料，染料製造中間產物或應用上述物質及暴露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2 

下列物質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1. 二氯二胺基聯苯及其鹽

類 (Dichlor-obenzidine 

and its salts)  

2. 鄰二甲基二胺其他基聯

苯及其鹽類 (OTo-lidine 

and its salts)  

3. 鄰二甲氧基二胺基聯苯

及其鹽類 (Dianisidine 

and its salts)  

使用、處理溶劑、煙薰、殺蟲劑及化學製造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

場所。 

3 
氯甲基甲醚 (Chloromethylmethyl 

et-her)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氯甲醚之作業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1 

4 
三氯  (Benzotrichloride) 　 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三氯或暴露於該類物質之蒸氣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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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丙烯醯胺 (Acrylamide) 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丙烯醯胺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6 
丙烯 (Acrylnitrile) 中毒及其續

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丙烯　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7 
二代甲亞胺 (奧黃) (Auramine)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代甲亞胺及各種人造纖維之染色、顏料之使用

工作場所。 

8 
鄰二苯 (O-phthalodinitrile) 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鄰二苯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9 
次乙亞胺 (Ethyleneimine) 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次乙亞胺及農藥、染料、纖維處理、有機合成、

重合等之工作場所。 

10 
四羰基鎳 (Nickel carbonyl) 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四羰基鎳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11 
二異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異氰酸甲苯或製造樹脂塗料接著劑纖維處理劑

等之工作場所。 

 

12 煤焦油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煤焦油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1 二硫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硫化碳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2 溴化甲烷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溴化甲烷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3 氯乙烯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氯乙烯或其重合之工作場所。 

4 
五氧化酚 (Pentachlorophenol) 及

其鹽類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五氧化酚及其鹽類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5 
碘化甲烷 (Methyliodide) 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碘化甲烷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6 
硫酸二甲酯 (Dimethyl sulfate)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硫酸二甲酯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7 
硝化甘醇 (Nitroglycol) 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硝化甘醇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8 硝化甘油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硝化甘油或暴露於其蒸氣、粉塵之工作場所。 

9 
雙氣甲醚 (Bisether) 中毒及其續

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雙氣甲醚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2 

10 尼古丁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尼古丁或含有尼古丁物質或暴露於其蒸氣、粉塵之工作

場所。 

1 
氯或氯苯 (Chloronapthalene or 

chlorobenzene)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氯或氯苯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3 

2 
有機燐劑等殺蟲劑中毒及其續發

症。 

使用、處理、製造有機燐劑及其他種類之殺蟲劑或暴露於其蒸氣、

粉塵等之工作場所。 



 

 73 
 

3 苯或苯同系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苯 (Benzene) 甲苯 (To-luene) 或二甲苯 (Xylene) 

等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4 
芳香族之硝基或胺基化合物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硝基苯 (Nitrobenzene) 二硝基苯 (Dinitro 

benezene) 三硝基苯 (Trinitrobenzene) 硝基甲苯 (Nitrotolue-ne) 硝

基二甲苯 (Nitroxylene) 硝基酚 ( Nitrophenol) 氯硝基苯 

(Nitrochloro-be-nzene) 硝基  (Nitronaphthalene) 　 苯胺 (Aniline) 、

苯二胺 (Phenylene diamine) 甲苯胺 (O-toluidine) 、氯苯胺 

(Chlo-ro aniline) 硝基苯胺 (Nitroaniline) 　酐  (Phthalicanhydride 　

anthracene) 及其混合製劑等物質之工作場所。 

5 
苯硝基醯胺(Benzene-nitroamide) 

及其化合物。 
使用、處理、製造苯硝基醯胺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6 
硝基氯苯 (Paranitro-chloro 

benzene)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硝基氯苯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7 

四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4-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四胺基聯苯及其鹽類之工作場所。 

8 
多氯聯苯 (Chlorinated diphenyls)

或同類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多氯聯苯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9 

四硝基聯苯及其鹽類 

(4-Nitrodiphen-yl and its salts) 中

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四硝基聯苯及其鹽類之工作場所。 

10 
鹵化脂肪族或芳香族炭氫化合物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鹵化脂肪族或芳香族之化合物之工作場所。 

 

11 

丙酮或 3-3、3-4、3-10 三項以外

之碳氫化合物之有機溶劑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丙酮或 3-3、3-4、3-10 三項以外之碳氫化合物之

有機溶劑或暴露於蒸氣之工作場所。 

1 氟化氫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氟化氫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2 鹵素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鹵素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 

3 硫化氫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硫化氫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 

4 
氰酸或其他氰化物中毒及其續發

症。 

使用、處理、製造氰酸或其他氰化物或暴露於其氣體、微粒之工作

場所。 

5 一氧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一氧化碳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 

6 二氧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氧化碳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 

4 

7 
二氧化氮、三氧化二氮及二氯化

碳 (光氣)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氧化氮及三氧化氮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

使用、處理、製造二氯化碳或暴露於其氣體之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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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氧化碳等氣體所引起之缺氧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二氧化碳等氣體可能導致缺氧之工作場所。 

1 鉛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鉛或鉛化合物或暴露於其煙霧、粉塵之工作場所。

2 錳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錳及其他化合物或乾電池製造著色劑、合金、脫

劑等之工作場所。 

3 
鋅或其他金屬薰煙之中毒及其續

發症。 
使用、處理、提鍊鋅或其他金屬或暴露於其金屬薰煙之工作場所。

4 鎘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鎘或電鍍鎘、合金製造、電池製造等之工作場所。

5 

鉻酸及其鹽類或重鉻酸及其鹽類

中毒及使用、處理、製造鉻酸及

其鹽類或重鉻酸及其續發症。 

其鹽類如製造觸媒原料、染色、鍍鉻、鞘皮、顏料、製做作業之工

作場所。 

6 

鈹及其化合物

(Berylliumanditss-alts)中毒及其

續發症。 

使用、處理鈹或鈹化合物或暴露於此等物質之粉塵或蒸氣之工作場

所。 

7 四烴基鉛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或暴露於此等物質或含有此等物質之工作場所。

8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硫化汞除外)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汞及其無機化合物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9 
烷基汞(Mercuryalkyl)化合物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烷基汞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10 五氧化二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五氧化二釩或暴露於其粉塵之工作場所。 

11 燐及燐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燐及燐化合物或暴露於其氣體粉末之工作場所。

5 

12 砷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理、製造砷及砷化合物或暴露於其粉塵之工作場所。 

1 

雷諾氏病 (Raynaud s disease) 運

動 神經血管、關節、骨、筋肉、

腱銷或粘液囊等之疾病。 

使用輕重機械之振動因身體之接觸如鑿岩機、鍊鋸、　打機等之工

作場所。 

2 眼球振盪症。 經常工作於坑內或地下之工作場所。 

3 
日射病 (中暑) 熱痙攣熱衰竭等

之疾病。 
工作於酷熱之工作場所。 

4 潛涵及其他疾病。 工作於異常氣壓下之工作場所。 

5 職業性重聽。 長期工作於強烈噪音之工作場所。 

6 

6 

輻射症輻射性皮膚障礙、白血

症、白血球減少症、皮膚潰瘍、

皮膚癌、骨癌、白內障等症。 

使用、處理於放射性同位素、Ｘ光線及其他放射性機械之操作之工

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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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種非游離輻射引起之疾病 (白

內障、電光性眼炎、皮膚炎、視

神經炎、充血、網膜炎等症。) 

使用、處理各種機械、設備暴露於各種光線下之工作場所。 

8 因酸腐蝕引起牙齒之疾病。 使用、處理、製造各種酸類或暴露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9 皮膚或粘膜之疾病。 
使用、處理、製造各種刺激性之化學品如溶劑煤煙、礦物油、柏油

或粉塵之工作場所。 

 

10 結膜炎及其他眼疾。 
使用、處理、製造各種刺激性之化學品如溶劑煤煙、礦物油、柏油

或粉塵之工作場所。 

1 外爾氏病 (Weil s disease) 。 有感染外爾氏病之工作場所。 

2 恙蟲病。 戶外勞動易患恙蟲病之工作場所。 

3 豬型丹毒、炭疽、鼻疽等疾病。 
接觸患病之動物、動物屍體、獸毛、生皮革及其他動物性之製品之

工作場所。 7 

4 

從事醫療業務，由患者之病原體

因接觸而引起之法定傳染病以外

之傳染性疾病。 

診療、治療及看護因職務之原因必須接觸患者之工作場所。 

1 塵肺症。 

1. 在粉塵作為場所工作之職業，因長期吸入粉塵，致肺臟發

生纖維增殖性變化，以此變化為主體之疾病。  

2. 粉塵作業場所係指從事該項作業之勞動者有罹患塵肺症之

虞之工作及地點。  

3. 合併症，係指與塵肺症合併之肺結核症，及其他隨塵肺症

之進展，發現與塵肺有密切關係之疾病。  
8 

2 

其他本表未列之有毒物質或其他

疾病，應列為職業病者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增列之。 

  

備註：一、勞工保險塵肺症審定準則，另以表定之。 
      二、粉塵作業範圍及塵肺症合併症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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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國際勞工組織的 Government and Worker experts 建議之

職業病表 

1. Diseases caused by agents  (致病原)  

1.1. Diseases caused by chemical agents  (化學因子)  

1.1.1. Diseases caused by beryllium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鈹或其毒性化合物)  

1.1.2. Diseases caused by cadmium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鎘或其毒性化合物)  

1.1.3. Diseases caused by phosphorus or its toxic compounds  (磷或其毒性化合物)  

1.1.4. Diseases caused by chromium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鉻或其毒性化合物)  

1.1.5. Diseases caused by manganese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錳或其毒性化合物)  

1.1.6. Diseases caused by arsenic or its toxic compounds  (砷或其毒性化合物)  

1.1.7. Diseases caused by mercury or its toxic compounds  (汞或其毒性化合物)  

1.1.8. Diseases caused by lead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鉛或其毒性化合物)  

1.1.9. Diseases caused by fluorine or its toxic compounds  (氟或其毒性化合物)  

1.1.10. Diseases caused by carbon disulphide  (二硫化碳)  

1.1.11. Diseases caused by the toxic halogen derivatives of aliphatic or aromatic hydr

ocarbons  (有毒性的碳氫化合物或芳香烴的鹵素衍生物)  

1.1.12. Diseases caused by benzene or its toxic homologues  (苯或其毒性同系物)  

1.1.13. Diseases caused by toxic nitro- and amino-derivatives of benzene or its homol

ogues (硝基和氨基苯的化合物或其毒性同系物)  

1.1.14. Diseases caused by nitroglycerine or other nitric acid esters  (硝化甘油或是

硝酸酯)  

1.1.15. Diseases caused by alcohols, glycols or ketones  (酒精、乙二醇、酮類)  

1.1.16. Diseases caused by asphyxiants： carbon monoxide, hydrogen cyanide or it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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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cderivatives, hydrogen sulphide (窒息劑例如：一氧化碳、氫氰酸或其毒

性衍生物、硫化氫)  

1.1.17. Diseases caused by acrylonitrile  (丙烯)  

1.1.18. Diseases caused by oxides of nitrogen  (氮氧化合物)  

1.1.19. Diseases caused by vanadium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釩或其毒性化合物)  

1.1.20. Diseases caused by antimony or its toxic compounds  (銻或其毒性化合物)  

1.1.21. Diseases caused by hexane  (正己烷)  

1.1.22. Diseases caused by mineral acids  (礦物酸)  

1.1.23. Diseases caused by pharmaceutical agents  (藥品)  

1.1.24. Diseases caused by nickel or its compounds  (鎳或其化合物)  

1.1.25. Diseases caused by thallium or its compounds  (鉈或其化合物)  

1.1.26. Diseases caused by osmium or its compounds  (鋨或其化合物)  

1.1.27. Diseases caused by selenium or its compounds  (硒或其化合物)  

1.1.28. Diseases caused by copper or its compounds  (銅或其化合物)  

1.1.29. Diseases caused by platinum or its compounds  (鉑或其化合物)  

1.1.30. Diseases caused by tin or its compounds  (錫或其化合物)  

1.1.31. Diseases caused by zinc or its compounds  (鋅或其化合物)  

1.1.32. Diseases caused by ozone, phosgene  (臭氧、光氣)  

1.1.33. Diseases caused by irritants： benzoquinone and other corneal irritants  (刺激

物質例如： 苯昆和其它角膜刺激物)  

1.1.34. Diseases caused by ammonia  (氨)  

1.1.35. Diseases caused by isocyanates  (異氰酸酯類)  

1.1.36. Diseases caused by pesticides  (殺蟲劑)  

1.1.37. Diseases caused by sulphur oxides  (硫氧化物)  

1.1.38. Diseases caused by organic solvents  (有機溶劑)  

1.1.39. Diseases caused by latex or latex containing products  (乳膠或含乳膠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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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1.40 Diseases caused by chlorine (氯)  

1.1.41. Diseases caused by any other chemical agents not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items (其它前列未提到的化學因子)  

1.2. Diseases caused by physical agents  (物理因子)  

1.2.1. Hearing impairment caused by noise  (噪音造成的聽覺障礙)  

1.2.2. Diseases caused by vibration 震動造成的傷

害 (disorders of muscles, tendons,bones, joints, peripheral blood vessels or pe

ripheral nerves)( 肌肉、肌腱、關節、周邊血管和神經)  

1.2.3. Diseases caused by work in compressed and decompressed air  (壓縮氣體和未

壓縮氣體)  

1.2.4. Diseases caused by ionizing radiations  (游離輻射)  

1.2.5. Diseases caused by radiofrequency radiations  (射頻輻射)  

1.2.6. Diseases caused by optical  (ultraviolet, visible light, infrared) radiations (光學

輻射如紫外線、可見光、紅外線)  

1.2.7. Diseases caused by extreme temperature  (極端溫度)  

1.2.8. Diseases caused by any other physical agents not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it

ems  (其它前面未提到的物理因子)  

1.3. Diseases caused by biological agents  (生物因子)  

1.3.1. Brucellosis  (布氏桿菌症)  

1.3.2. Diseases caused by hepatitis viruses  (肝炎病毒)  

1.3.3. Diseases caused by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人類免疫缺陷病

毒)  

1.3.4. Tetanus  (破傷風)  

1.3.5. Tuberculosis  (結核病)  

1.3.6. Toxic or inflammatory syndromes associated with bacterial or fungal cont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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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s  (細菌或真菌引起的發炎症侯群)  

1.3.7. Malaria  (瘧疾)  

1.3.8. Anthrax  (炭疽菌)  

1.3.9. Leptospirosis  (勾端螺旋體病)  

1.3.10. Diseases caused by any other biological agents not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

g paragraphs  (其它前面未提到的生物因子)  

2. Diseases by target organ systems  (標的器官系統)  

2.1. Occupational respiratory diseases  (職業性呼吸系疾病)  

2.1.1. Pneumoconiosis caused by fibrogenic mineral dust (silicosis, anthraco-silicosis,

 asbestosis)  (纖維化礦物粉塵例如矽肺病、炭矽症、石綿肺症等塵肺症)  

2.1.2. Silicotuberculosis  (矽肺結核病)  

2.1.3. Pneumoconioses caused by non-fibrogenic mineral dust  (非纖維化礦物粉塵

引起之塵肺症)  

2.1.4. Siderosis  (鐵質沉著症)  

2.1.5. Bronchopulmonary diseases caused by hard-metal dust  (硬質金屬粉塵引起之

氣管肺疾病)  

2.1.6. Bronchopulmonary diseases caused by cotton dust (byssinosis 棉屑沉著

病), or flax, hemp or sisal dust  (亞麻織品、麻、瓊麻纖維粉塵)  

2.1.7. Occupational asthma caused by recognized sensitizing agents or irritants inhere

nt to thework process (工作中已知過敏物質或刺激物所引起的氣喘)  

2.1.8. Extrinsic allergic alveolitis caused by the inhalation of organic dusts, as prescri

bed by national legislation  (吸入有機粉塵造成的外因性過敏性肺泡炎)  

2.1.9.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慢性阻塞性肺病)  

2.1.10. Diseases of the lung caused by aluminium  (鋁造成的肺部疾病)  

2.1.11. Upper airways disorders caused by recognized sensitizing agents or irritants in

herent to the work process (工作中已知過敏物質或刺激物所引起的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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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疾病)  

2.1.12. Any other respiratory diseases not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items 2.1.1. to  

2.1.11.(前述未提及之其它呼吸疾病)  

2.2.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s  (職業性皮膚病)  

2.2.1. Allergic contact dermatoses and contact urticaria caused by recognized allergy 

provoking agents not included in other items  (其它未列出的過敏原接觸引

起過敏性皮膚病和蕁痲疹)  

2.2.2. Irritant contact dermatoses caused by other recognized irritant agents not includ

ed in other items  (其它未列出的刺激性病原引起的接觸性皮膚炎)  

2.2.3. Occupational vitiligo  (職業性白斑)  

2.2.4. Skin diseases caused by physical,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not included un

der other items  (其它未列出之物理性、化學性或生物性病原引起之皮膚

病)  

2.3 Occupational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職業性肌肉骨骼病症)  

2.3.1.橈骨莖狀肌腱滑膜炎 (Radial styloid tenosynovitis) 手腕部直接外傷、或是重

覆性運動傷害造成的  

2.3.2.慢性肌腱滑膜炎 (Chronic tenosynovitis) 手腕部直接外傷、或是重覆性運動

傷害造成的  

2.2.3.鷹嘴突滑囊炎 (Olecranon bursitis) 因為長時間對肘部的壓力所產生的  

2.3.4.膝蓋骨前滑液囊炎 (Prepatellar bursitis) 因為長時間的跪姿所造成的  

2.3.5.肱骨內上髁炎 (Epicondylitis) 因為工作上重複的用力造成  

2.3.6.半月軟骨病變 (Meniscus lesions) 因為工作上長期採取跪姿或蹲姿造成  

2.3.7.腕隧道症候群 (Carpal tunnel syndrome)  

2.3.8.其它任何跟工作有關卻沒有列在上述間的肌肉骨骼病變  

2.4  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s (心理與行為病症)  

2.4.1.創傷後壓力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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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其他任何精神與行為障礙不包含在前述病症，卻跟工作有關的精神與行為

障礙  

3. Occupational cancer (職業性癌症)  

3.1Cancer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agents 下列病因所導致的癌症  

3.1.1. Asbestos  (石棉)  

3.1.2.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二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3.1.3. Bis chloromethyl ether  (BCME) (二氯甲醚)  

3.1.4. Chromium VI and chromium VI compounds  (六價鉻及其化合物)  

3.1.5. Coal tars, coal tar pitches or soots  (煤焦油、煤焦油瀝青或是煤煙)  

3.1.6. Beta-naphthylamine  (β-奈胺)  

3.1.7. Vinyl chloride  (氯乙烯)  

3.1.8. Benzene  (苯)  

3.1.9. Toxic nitro- and amino-derivatives of benzene or its homologues  (毒性硝基或

胺基之苯的衍生物或者是其同系物)  

3.1.10. Ionizing radiations  (游離輻射)  

3.1.11. Tar, pitch, bitumen, mineral oil, anthracene, or the compounds, products or re

sidues of these substances  (焦油、瀝青、瀝青質、礦物油和?或這些物質的

混合物、產物或回收物)  

3.1.12. Coke oven emissions  (焦爐排放物)  

3.1.13. Compounds of nickel  (鎳的化合物)  

3.1.14. Wood dust  (木材粉塵)  

3.1.15. Arsenic and its compounds  (砷及其化合物)  

3.1.16. Beryllium and its compounds  (鈹及其化合物)  

3.1.17. Cadmium and its compounds  (鎘及其化合物)  

3.1.18. Erionite  (毛沸石)  

3.1.19. Ethylene oxide  (環氧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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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Formaldehyde  (甲醛)  

3.1.21. Hepatitis B Virus  (HBV) and C Virus  (HCV)  (B 型肝炎病毒和 C 型肝炎病

毒)  

3.1.22 其他  

4.Other disease  (其它疾病)  

4.1.Miners’ nystagmus  (礦工眼球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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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判斷壓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起因是否為工作的判斷指南 

厚生勞動省公告 
1999 年 9 月 15 日（三） 

勞動省勞動基準局補償課職災認定對策室 

前言： 

近年來，以工作壓力而引起的精神疾病、自殺事件等…為由而申請勞災賠償的案

例增多。 

因此，厚生勞動省為判斷此類請求，擬定「心理壓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是否起

因於工作的判斷指南」(以下稱為「判斷指南」) 

判斷概要 

因工作而造成精神障礙的基本判斷分類 

1.有無精神障礙的發病、發病時間及疾病名稱 

2.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強度判斷 

3.非因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強度判斷 

4.個人因素（是否有精神障礙病史等） 

以上列四點初步研判後，再與下列的判斷要素作一個整體的評價 

判斷要素 

若滿下列任一條件，即視為因工作引起的精神障礙 

(1)被列入對象精神障礙疾病已經發病。 

(2)對象發病前約六個月內，可以客觀地認定，係因從事可能造成精神障礙發病

之工作，造成強烈的心理壓力負荷。 

(3)無法認定對象是因為工作以外的心理壓力及個人因素，而造成該精神障礙發

病。 

以此指南為準而判斷的精神障礙有哪些?(根據 ICD-10 第V章精神及行為障礙分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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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 包括症狀器質性精神障礙 
F1 因使用精神作用物質而引起的精神及行為障礙 
F2 精神分裂、分裂人格及妄想性精神障礙 
F3 情緒、情感障礙 
F4 心因性、壓力相關，身心症等行為障礙 
F5 因遺傳、生理機制相關行為障礙 
F6 成人人格形成行為障礙 
F7 智力發展遲緩 
F8 心理發展遲緩 
F9 幼兒或青年期曾有不明原由的行為或情感障礙、精神疾病 
 

工作引起的心理壓力評估 

 平均心理壓力負荷強度 

精神障害發病前大約六個月內，使用心理壓力評分表（附表 1）裡「發生事

件類型」中的「具體事項」，來評估工作造成的心理負荷壓力，並診察

強度是否到達發病程度。 

根據此表，可將平均心理壓力負荷強度分為三級： 

A、「I」為平日生活中一般體驗得到、並不會造成障礙的壓力負荷 

B、「III」為平日生活中極少體驗的到，且會造成極大壓力負荷 

C、「II」為居中 

 心理負荷強度調節要項 

配合(1)，加以變更的調節評價。但如遇「程度細項」中具體事項的異動，(如

長期性的超時工作)，便將「II」直接評為「III」。 

 評斷程度細項 

在評斷完三級分類後，評斷的最後細部，分為二部份評斷：相當過重、極度

過重 

相當過重定義為：比起同酬的同僚們，工作內容較難、工作量也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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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度過重定義為：比起同酬的同僚們，工作內容過難、且長期超時工作、負

起過大的責任且缺乏相對的支援、幫助等非常情形。 

評斷程度細項內容 

○工作量(工作時間等)的變化 

加班、假日工時增加的程度 

工作密度的變化程度 

○工作品質與責任的變化 

工作內容與責任的變化程度，與經驗及能力間落差等 

○工作自由性的欠缺 

他律性的勞動與強制性等 

○工作場合的事物及人的環境變化 

噪音、炎熱、潮濕、寒冷等變化程度 

工作場所人際關係的變化 

○公司實施的相關體系具體內容與實施時間等 

○其他 

 總合評估 

根據平均壓力負荷強度、強度調節要項、程度細項後，便可總評出總壓力程度為

何，如評為「III」、強度時，便有可能發病。 

可能發病的狀況如下： 

I、心理負荷強度為「III」，且「程度細項」為「相當過重」 

II、心理負荷強度為「II」，且「程度細項」為「極度過重」 

但下述狀況時，不需再依表一評斷，可在綜合評估中直接判斷為「強」度。 

．遭遇生死交關之巨變時 

．工作傷病而處於療養中的當事人，因病況急遽變化，遭遇極度痛苦時 

．長期的超時工作，而無法確保生理需求之最低限度睡眠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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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造成之心理壓力的評估方法 

依據非工作場所之心理壓力評估表(附表 2)實施評估，評估要點及內容同前 

※個人因素的評估方法 

依 a、個人精神病史 

b、生活史（社會適應狀況） 

c、酒精等依賴狀況 

d、性格傾向等 

配合附表 2 評定是否達到精神障礙發病的程度。 

是否因工作引起的判斷 

是否因工作引起的具體判斷如下述。 

若認定無特殊心理負荷壓力或是個人因素，依照附表 1 的總合評估確認因工作造

成的心理負荷壓力為「強」時，可判斷工作為發病導因。 

除工作造成的心理負荷壓力以外，認定有特殊心理負荷壓力或是個人因素時，而

總合評斷因工作造成的心理壓力為「強」時，應針對非工作造成的心理負荷壓力

與個人因素，進行整體檢討，對於這些因素與已發病之精神障礙之間的關連性，

實施總合判斷。 

自殺的處理 

憂鬱症等情感障礙、重度壓力反應等精神障礙，因為屬於疾病且出現自殺念頭的

機率較高，所以在判斷如果係因工作所造成的心理壓力而引起該精神障礙發病

者，有企圖自殺情形時，可認定該當事人是「因精神障礙而顯著地影響正常認知、

行為自主能力，或自止自殺行為等精神抑制力等」。便可判斷為該自殺行為是由

於工作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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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工作場所中的心理壓力評估表 
(1)平均心理壓力強度 (2)心理壓力強度修正 (3)發生事件造成

的變化等 

心理壓力

的強度 

發生

事件

的類

型 

具體事項 

I II III 

調節時的注意事項 評斷程度細項 

重大疾病

或受傷 

  ☆ 受害程度、有無後遺症

及程度、社會適應的困

難性等 

意

外或

天然

災害 經 歷 ( 目

擊 ) 悲 慘

的事故或

災害 

 ☆  事故或是受害的嚴重

性、恐懼感、特殊性的

程度等 

與交通事

故 ( 重 大

的人身事

故、重大

事 故 ) 的

發生有直

接關係者 

  ☆ 事故的嚴重程度、受害

程度、處罰之有無等 

與職業災

害 ( 重 大

的人身事

故、重大

事 故 ) 的

發生有直

接關係者 

  ☆ 事故的嚴重程度、受害

程度、處罰有無等 

發生對公

司影響嚴

重的工作

疏失 

  ☆ 失敗的程度、嚴重性、

損害程度、判刑(決)有

無等 

被追究公

司意外、

事件的責

任 

 ☆  事故的內容與關係、責

任的程度、引起社會反

應的程度、判刑(決)有

無等 

工

作失

敗、

相關

重大

疏失

發生

等 

無法達成

目標 

 ☆  目 標 的 內 容 與 困 難

性、強制性、達成率的

程度、有無罰則 

可否變更交期 

○工作量(工

作時間等)的變化 

加班、假日

工時增加的程度 

工作密度

的變化程度 

○工作品質

與責任的變化 

工作內容

與責任的變化程

度，與經驗及能

力間落差等 

○工作自由

性的欠缺 

他律性的

勞動與強制性等 

○工作場合

的事物及人的環

境變化 

噪音、炎

熱、潮濕、寒冷

等變化程度 

工作場所

人際關係的變化 

○公司實施

的相關體系具體

內容與實施時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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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均心理壓力強度 (2)心理壓力強度修正 (3)發生事件造成

的變化等 

心理壓力

的強度 

發生

事件

的類

型 

具體事項 

I II III 

調節時的注意事項 評斷程度細項 

成為新事

業的執行

人、成為

公司重整

的執行人 

 ☆  計劃內的執行身份、困

難度、能力與工作所需

落差程度等 

 

與顧客之

間的紛爭 

☆   顧客的定位、對公司造

成的損害內容與程度

等 

 

工作內容

與工作量

發生重大

改變 

 ☆  工作的困難度、能力及

經驗與工作所需落差

程度等 

工作時間

過長 

 ☆  改變程度等 

工作型態

改變 

☆   輪班制的工作、夜班工

作等改變程度等 

工 作 基

礎、活動

發生改變 

☆   改變程度與強制性等 

工

作的

量與

質的

改變 

工作環境

的OA化 

☆   有無進修、強制性等 

是否遭到

強迫退休 

  ☆ 解雇或是強迫退休的

經過等，以及被強迫程

度、補償措施的內容等

調派到其

他公司 

 ☆  保留原職、職務調動的

差別、調動的理由與經

過、利益損失的程度等

降職  ☆  降職的理由與身份、工

作種類、職等的變化程

度等 

身

份變

更等 

工作上的

差別與遭

受利益損

失等 

 ☆  差別與損失的程度等 

調往其他

地區 

 ☆  職務種類與職務的改

變程度、是否搬家、是

否單身前往工作等 

職

務與

地位

等的

改變 

調職  ☆  職務種類與職務的改

變程度、是否合理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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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均心理壓力強度 (2)心理壓力強度修正 (3)發生事件造成

的變化等 

心理壓力

的強度 

發生

事件

的類

型 

具體事項 

I II III 

調節時的注意事項 評斷程度細項 

昇職 ☆   職務與責任改變程度

等 

下屬裁減 ☆   工作的改變程度等 

  

下屬增加 ☆   教育與指導、管理的負

擔程度等 

遭受性騷

擾 

 ☆  性騷擾的內容與程度

等 

與上司發

生糾紛 

 ☆  糾紛的程度與受欺負

的內容及程度等 

與同事發

生糾紛 

☆   糾紛的程度與受欺負

的內容及程度等 

人

際關

係的

問題 

與部屬發

生糾紛 

☆   糾紛的程度與受欺負

的內容及程度等 

 

親友的人

事異動 

☆    
 

綜合評

估 

主管換人 ☆     弱 中 強

因為昇職

而超越他

人 

☆    

人

際關

係的

改變 

同 事 昇

職、進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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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具體發生事件的平均心理壓力強度以☆表示，強度是平均值。 

此外，心理壓力強度Ⅰ的心理壓力程度，是指以日常生活中會經歷到的心理壓

力，一般來說並不會造成問題。心理壓力強度Ⅲ是指人生中難得經驗到的強烈心

理壓力。心理壓力強度Ⅱ則是介於兩者之間的心理壓力。 

(2)的「心理壓力程度修正觀點」，是指掌握了發生事件的具體狀態與發生經過之

後，依照「修正時的著眼事項」，評定為比平均心理壓力強度更強或更弱的

觀點。 

(3)「檢討事件所造成的變化等觀點」，是指具體檢討因事件所造成變化之後，持

續的程度與擴大或是改善等觀點。針對各個項目，分別評估(1)的具體發生事

件。 

「綜合評估」是根據(2)及(3)的檢討，客觀地觀察心理壓力的整體狀況，判斷心

理壓力是否到達可能造成精神障礙發病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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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非因工作造成的心理負荷評估表 
心理壓力強度 發

生

事

件

類

型 

具體的發生事件 
I II III

離婚或分居   ☆

自己生重病或是受傷或流產   ☆

自己生病或受傷  ☆  
夫妻關係發生問題或不和 ☆   
自己懷孕 ☆   

個

人

事

件 

屆齡退休 ☆   
配偶或子女、父母、兄弟去世   ☆

配偶或子女生重病或受傷   ☆

親人中發生不名譽的事   ☆

家人的相處發生困難或是感到痛苦  ☆  
家人訂婚 ☆   
子女考試、升學 ☆   
親子不和、子女出現問題行為、不當行

為 
☆   

家人增加(新生兒)或是減少(子女獨立

離家) 
☆   

個

人

以

外

家

人

或

親

人

發

生

的

事

件 

配偶開始上班或辭職 ☆   

損失巨額財產或是突然發生大額支出   ☆

收入減少  ☆  
借款延後償還或是無法償還  ☆  

金

錢

關

係 
辦理房屋貸款或是消費借貸 ☆   

發生天災或火災等，或是捲入犯罪事件   ☆

住家遭竊  ☆  經

歷 發生交通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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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壓力強度 發

生

事

件

類

型 

具體的發生事件 
I II III

事

件

、

事

故

、

災

害 

輕度違法 ☆   

噪音等住家周圍環境(包含人的環境)
惡化 

 ☆  

搬家  ☆  
住家或土地的買賣或已決定具體買賣

計劃 
☆   

住

家

環

境

變

化 
和家人以外的人(朋友或寄宿者等) 一
起居住 

☆   

被朋友或同事背叛受到打擊  ☆  
好朋友或是同事去世  ☆  
失戀或與異性發生感情糾紛  ☆  

與

他

人

的

人

際

關

係 

與鄰居發生糾紛  ☆  

 
(註)心理壓力強度 I 到 III 的程度與附表 1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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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精神障礙是否因工作引起的流程圖 

 

判
斷
依
據 

符合下述任一依據之精神障礙，可視為業務上的疾病。 
(1) 對象疾病為精神障礙並曾發病。 
(2) 對象發病前大約六個月內，可客觀地認定是因為從事可能造成該精神障礙發

病之工作，而造成強烈的心理壓力。 
(3) 無法認定該案例是因為工作以外的心理壓力及個人因素，而造成該精神障礙

發病。 

附
表
１ 

工作造成的心理壓力評估 
(1) 發生事件的心理壓力強度：經歷事故或災害、工作失敗、產生過重的責任等 

I II III (平均強度) 
(2) 心理壓力強度修正：發生事件的內容與程度等 

I II III 該事實強度) 
(3) 發生事件造成的變化等：工作量(常態性的長時間工作需列入考慮)、工作品質與責任等的變化與支援等 

心理壓力是 III 且

相當程度加重 
心理壓力是 II 且

特別程度過重 

弱 中 強 

特別的發生事件等

①. 遭遇生死交關之事故等而造成極大

的心理壓力時 
②.  因工作而傷病處於療養中的當事

人，因病況急劇變化等，遭遇極

度苦痛時 
③. 極度的長時間工作 

非工作因素 

綜 合 評 估 

附
表
２ 

非工作造成的

心理壓力評估
無特殊的非工作因素而

造成心理壓力 

無特殊個人因素 

且 

發生強度 III 的事件造

成極大的心理壓力時等

有明顯問題 

或 

判斷工作是否為

強力的原因 綜合判斷 

非工作因素 

工作因素

自殺工作因素 因精神障礙明顯影響正常認知或行為選擇

能力，或是在明顯阻礙了控制自殺念頭的精

神能力狀態下，所造成的自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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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神經系統功能及精神障礙相關等級認定標準 

前言： 

勞災保險係指，因工作或通勤而造成生理負傷或病癒後仍有後遺症殘存情境下，

因應障礙程度而給付的障礙(補償)。 

因需判斷是否達到障礙認定標準，故根據「障礙等級表」(勞動者災害補償保險

法施行規則附表 1)而制定了「障礙等級認定標準」。 

此次，進一步延伸為「神經系統功能及精神障礙相關等級認定標準」的法規制定，

進行全面性的修正。 

新法規於平成 15 年 10 月 1 日(2003 年 10 月 1 日)以降，適用於障礙(補償)支付相

關事由。 

新設障害認定專用相關意見書 

由於腦外傷引起的「高次腦功能障礙」及「生理性功能障礙」、脊髓損傷引 

起的「生理性功能障礙」及「胸腹部藏器障礙」、憂鬱症或 PTSD 等精神障礙等

情形下，新設置了此專用意見書。 

如有上述陳列情由，可由主治醫師等判斷向勞動基準監督署提出意見書，再由政

府機關裁定障礙等級為何。 

關於專用意見書格式可參照第八頁後樣式一及樣式 3 撰寫。 

腦外傷等的後遺症後認定 

(內文略) 

 

非器質性精神障礙後遺症認定 

1.障礙等級認定條件 

憂鬱症或 PTSD(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等，非器質性精神障礙相關治療預後不佳但

仍無礙日常生活行為者、或症狀輕微且進行治療者都可進行障礙等級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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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進行治療病情仍無改善，或預後良好但原則上仍需進行治療者，皆認

定為非器質性精神障礙後遺症。 

2.障礙等級認定方法 

a.「憂鬱狀態」、「焦慮狀態」、「情緒低落狀態」、「長期幻覺、妄想狀態」、「記憶

或智力障礙」、「其他障礙(過動等)」此類「精神症狀」診斷情形 

b.「日常生活適應度」、「工作及生活的熱中及積極性」、「上下班準時性」、「一般

事務專注力」、「對他人溝通能力」、「人際關係及合群度」、「安全警覺性、危

機處理能力」、「挫折因應度」此類「能力相關判斷要點」 

c.「失能」、「偶爾需要援助」、「時常需要援助」、「適時援助即可」等四階段來判

定障礙結果(為第 9、12.14 級) 

障礙等級判斷的部份舉例： 

第 
9 
級 

準時上下班，但對於家庭聚會等參與常態性遲到 

第

14
級 

家庭聚會等參與不會遲到、且自動上下班，但偶有遲到情事發

生 

 

脊髓損傷引起的「生理性功能障礙」認定 

(內文略) 
 

外傷引起障礙認定 

(內文略) 
 

反射性交感神經失調相關認定 

(內文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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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三、非器質性精神障礙後遺症認定狀態相關意見書表格(p12.p13) 
姓

名 
 出生

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西元  年  月  日) 

男、

女 
症狀名 
(ICD-10 分類) 

 

發病

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初診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接受治療日期(包括症狀確認，無其他併發症) 民國  年  月  日

撰寫意見書醫療機關初診意見(主訴及症狀) 

與障礙發生相關的生活型態、舊有障礙就診紀錄 

發病迄今的病歴、治療經過及內容，與其他參考項目 
 
 
 
 
 
工作狀況(請在下列選項中選出一個，並圈記起來) 
 
就業中  待業中  其他 
 

治療紀錄 

醫療

機關 
治療時間 入院與

否 
病名 治療

方法 
   年 月~ 

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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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症狀情形(請以圈畫記) 左述狀態，請具體記載其程度、

症狀 
I  憂鬱狀態 
1 情緒低落  2 思考、行動緩慢  3
其他

 

II 焦慮狀態 
1 害怕  2 強迫  3 心因性   4 其他

 

III 情緒低落狀態 
1 自發性、關心不能 2 其他 

 

IV 長期幻覺、妄想狀態 
1 幻覺 2 妄想 3 其他 

 

V 記憶或智力障礙 
1 回憶困難 2 假性痴呆 3 其他 

 

VI 其他障礙(過動等) 
1 過動 2 衝動行為 3 焦燥感 4 其他

 

工作意願狀態(以圈畫記) 
1 大致上正常 
2 低落 (程度、狀態： ) 
3 缺乏 
能力相關判斷 
I「日常生活適應度」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II「工作及生活的熱中及積極性」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III「上下班準時性」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IV「一般事務專注力」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V「對他人溝通能力」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VI「人際關係及合群度」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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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安全警覺性、危機處理能力」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VIII「挫折因應度」 
失能  偶爾需要援助  時常需要援助  適時援助即可 

附註： 
 
 
 

關於非器質性精神障礙的八個能力向度，及程度(四點量表)、憑判依據等注意要點如

下： 

(1)「日常生活適應度」 

具備沐浴及更衣等基本自我清理能力及能規律的進餐相關等判別。又、除了用餐、沐

浴、更衣以外，若有特殊另外標記事項，視不同場合再行加註。 

(2)「工作及生活的熱中及積極性」 

    對於工作的內容，職場生涯或工作相關事項、一般生活瑣事、影視娛樂等日常生

活裡熱中與否的判別。 

(3)「上下班準時性」 

判別是否能規律的遵守上下班或一般出席參與。 

(4)「一般事務專注力」 

判別是否能遵從公司規定、並在工作時擁有基本注意力、持續度程度為何。 

(5)「對他人溝通能力」 

    判別是否能與職場上司、同事等他人、作出適切的發言自主行為。 

(6)「人際關係及合群度」 

判別是否能與職場上司、同事等他人，和平共處並擁有一般社會行為角色施行能力 

(7)「安全警覺性、危機處理能力」 

    判別是否能在職場遇到相當程度危機時，自保能力有無 

(8)「挫折因應度」 

判別在「新業務開展壓力」下，繁忙且混亂狀態中能適當的因應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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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勞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施行規則 
別表第一 障害等級表                      （西元 2006 年 4 月 1 日施行） 

障害 
等級 

給付内容 障害 

第

一

級  

給付基本日額313
日份 

精神狀態障害需要長期性的看護 
  

第

二

級  

同 277 日份 精神狀態障害需要隨時性的看護  

第

三

級  

同 245 日份 精神狀態障害、無一般工作能力 

第

四

級  

同 213 日份 進食及語言功能有一定程度的損害 

第

五

級  

同 184 日份 
精神狀態障害，特指一般工作以外的生活事項失

能  

第

六

級  

同 156 日份 進食或語言功能有一定程度的損害  

第

七

級  

同 131 日份 
精神狀態障害、一般工作以外簡單的生活事項失

能  

第

九

級  

同 391 日分 精神狀態障害、僅能從事簡單操作 

第

一

〇

級  

同 302 日分 進食或語言功能輕微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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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神障害認定個案整理 

個案集 

 
目錄..........................................................................................................................................100 
 
日本精神障害認定個案摘要表..............................................................................................101 
 
個案 1︰猥褻致 PTSD............................................................................................................105 
 
個案 2︰交通事故致憂鬱.......................................................................................................109 
 
個案 3︰事故、同事糾紛致抑鬱...........................................................................................113 
 
個案 4︰工作壓力致憂鬱.......................................................................................................118 
 
個案 5︰未經訓練致憂鬱.......................................................................................................123 
 
個案 6︰業務大增致憂鬱.......................................................................................................129 
 
個案 7︰業務大增致病...........................................................................................................132 
 
個案 8︰長時間勞動致憂鬱...................................................................................................135 
 
個案 9︰例行性長時間勞動致憂鬱.......................................................................................137 
 
個案 10︰例行性長時間勞動.................................................................................................142 
 

附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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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事件經過 診斷疾病 工作上壓力因素 非工作上

壓力因素 
個人因素 原（監督暑長）

處分 
審查會 
判決結果 

個案 1 
 
平成 15 
36 號 

醫療藥

劑調配

工作 

上司猥褻行為 F43.1 
創傷後壓力症候

群( PTSD) 

(1)遭受性騷擾（Ⅱ） 
(2)上司用藥物迷昏、碰觸性器官

(3)胃潰瘍、失眠、恐懼男性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無 個人情感因素 
 
不支付 
療養補償給付 

判賠 

個案 2 
 
平成 16 
375 號 
 

醫藥情

報業務

工作 

工作時發生交通

事故 
PTSD (1) 與交通事故(重大的人身事 

故、重大事故)的發生有直接關

係者（Ⅲ） 
(2) 由五公尺高度翻落河中、副駕

駛座朝下，車體一半被水淹

沒、全身遭受撞擊、頭部．顏

面挫傷、腦水腫、左手切割傷

(3) 筆錄時恐懼感再現、癒後狀況

不佳 
由(2)、(3)確認強度為（Ⅲ） 

無 無 不符因業務上

的事由所引起 
 
不支付 
療養補償給付 

判賠 

個案 3 
 
平成 17 
46 號 

品質管

理以及

檢查業

務 

起重機倒塌事故 
 
復職後，大幅變

更工作內容 

F32.0 
輕度憂鬱症 
32.1 
中度憂鬱症 
F43.2 
適應障礙 

(1) 經歷(目擊)悲慘的事故或災

害（Ⅱ） 
(2) 三死四傷、本身也有受傷 
(3) 癒後狀況不佳、仍從事相同業

務，處於事故環境下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於 X-5 年

抑鬱狀態 
(僅一次）

不認同死亡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遺族補償 
喪葬費 

判賠 

個案 4 
 
平成 18 
55 號 

軟體開

發業務 
負責重大企畫

案、長時間工作 
F3 
中度重鬱症 

(1) 成為新事業的執行人、成為公

司重整的執行人（Ⅱ）、工作內

容與工作量發生重大變化（Ⅱ）

(2) 四年資歷、企畫案實際負責

生母自殺 
 
主治醫師

過世 

無 不認同死亡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判賠 

日本精神障害認定個案摘要表 



 

 102 

人，工作質量大幅改變(業務性

質大不同前；加班 118、

152(x)、164hr/m、深夜例行性

工作) 
(3) 發病後仍持續長時間例行性

工作、另有雙手發抖、情緒抑

鬱、失眠、胸痛等身體症狀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遺族補償 
喪葬費 

個案 5 
 
平成 16 
213 號 

停業補

償與健

保年金

申付工

作 

未經訓練以及無

支援下，從事無

相關經驗之工作 

F41.2 
混合性焦慮憂鬱

症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1) 工作內容與工作量發生重大

變化（Ⅱ）、上司發生糾紛（Ⅱ）

(2)收款、保險申請完全無經驗；

超出上司職責地個人攻擊 
(3) 持續頭痛、公司支援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停業補償給付 

判賠 

個案 6 
 
平成 17 
235 號 

電腦檔

案輸入

作業 
 

同事調職、業務

量增加、長時間

工作 

Ｆ32 
中度憂鬱症 

(1) 工作內容與量發生重大變化

（Ⅱ） 
(2) 發病前 6 個月超過 100 小時/

月、假日加班 3-8 天/月、清晨

深夜加班、無法保有生理所需

最少睡眠時間（約 4、5 小時）、

業務驟增、無職務代理人 
(3) 公司支援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停業補償給付 
療養補償給付 

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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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事件經過 診斷疾病 工作上壓力因素 非工作上

壓力因素 
個人因素 原（監督暑長）

處分 
審查會 
判決結果 

個案 7 
 
平成 17 
248 號 

系統工

程師負

責預算

設計等

工作 

轉調其它部門共

同參予工程計畫

並負責工程設

計、長時間工作 

F32 
憂鬱症 

(1) 調職（Ⅱ）、工作內容與工作

量發生重大變化（Ⅱ）、上班與

受約束時間的長時間化（Ⅱ）

(2) 加班時數暴增超過 120 小時/
月、持續三個月 

(3) 公司支援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停業補償給付 
 

判賠 

個案 8 
 
平成 18 
224 號 

生產品

管業務 
長時間工作 Ｆ32 

中度憂鬱症 
(1) 工作內容與工作量發生重大

變化（Ⅱ）、與上司發生糾紛

（Ⅱ） 
(2) 病發前 1 個月延長工時為 162

小時，前 6 個月內，平均每個

月延長工作時間 142 小時 
(3) 長時間工作、公司支援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長男 X-1
年發育障

礙妻 X-1
年憂鬱症 
配偶或子

女生重病

或受傷

（Ⅲ）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停業補償給付 
療養補償給付 

判賠 

個案 9 
 
平成 18 
184 號 

巴士司

機 
交通事故、被懷

疑偷竊、回數票

銷售業績第一而

受上司閒言閒

語、受到同事欺

侮、長時間工作 

F45.1 
未分類體化症 
（undifferentiated 
somatoform 
disorder） 

(1) 有關公司發生的事故(事件)
被追究責任（Ⅱ）與上司發生

糾紛（Ⅱ）與同事發生糾紛（Ⅰ）

(2) 病發前 1 個月延長工時為 124
小時，前 6 個月內，平均每個

月延長工作時間 110 小時 
(3) 長時間工作、同事糾紛一事公

司支援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Ⅱ）特別

無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停業補償給付 

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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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的過重 
個案 10 
 
平成 18 
206 號 

宅配司

機 
更改配送路線、

長時間工作 
F4  
精神性障礙 

(1) 調職（Ⅱ）、工作內容與工作

量發生重大變化（Ⅱ） 
(2) 變更路線後，發病前二個月外

勤 153 小時，發病前 12 個月平

均外勤 117 小時 
(3) 長時間工作、且公司對此支援

不充分 
由(2)、(3)上修強度至（Ⅲ） 

無 無 不認同疾病與

業務有關 
 
不支付 
療養補償給付 

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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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 
案件編號等 
平成 15 年勞 36 號（業務上外關係事件）．取消 
 
概要 
 
認定申訴人的精神障礙為上司的猥褻行為造成強烈的心理負荷所引起的，且因申訴人

之業務與該猥褻行為間具有明確之因果關係，故取消已被否決的精神障礙之業務起因

性的原處分。 
 
要旨 
 
1. 案件概要與過程 

申訴人於 X 年 9 月 25 日被 A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為「公司」）聘任，於新設

立之 B 店從事醫療藥劑調配之工作。 
申訴人於該店開始工作約 1 個月後，同年 10 月 21 日下午，於店內工作時服用了

上司（以下稱為「加害者」）提供之號稱對申訴人的感冒癥兆有效用、含有 triazolam
成分、具催眠作用的藥劑，而因此藥劑之作用陷入昏睡、無法抵抗之狀態，於下午 3
時 30 分左右，受到了加害者用手玩弄乳頭，以及被迫抓握加害者之性器官等猥褻行

為。申訴人控訴在那之後產生不安、緊張、失眠等症狀，同月 27 日求診於 C 診療所。

其後，在 D 醫院與 E 病院接受治療，並於 E 病院被診斷為「創傷壓力症候群（PTSD）」。 
申訴人以「本件疾病為業務上之事由所引起」之理由，向監督署長請求療養補償

給付，監督署長表示，本件猥褻行為雖為在業務中所發生，但屬於對加害者單方面感

情造成之問題，不能認定為於業務中所產生之危險，因此判定為不給付。 
 

2. 審查會之判決 
(1) 從本案申訴疾病之診斷書來看，被認為是創傷壓力症候障礙以及相關疾病，本

案病症如要以業務上造成之疾病為理由，成為符合勞工災害補償保險法所訂之

療養補償給付的支付對象的話，則須認定起因為業務上所造成的，因此，於下

列分析討論此問題。 
 
(2) 關於精神障礙等的業務上或業務外之判決，由勞動省（現為厚生勞動省）委託，

由精神醫學、心理學及法律學各方面專家所組成之「精神障礙等之勞工災害認

定專門檢討委員會」（座長原田憲一醫師，原東京大學教授）所做之報告書（平

成 11 年 7 月 29 日，以下稱「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表示應考慮下列幾點。 
イ. 以認定為是勞工災害的情形來考量，為了必須客觀的評斷各種不同的壓力，

勞工所罹患之精神障礙是否直接與業務有關連這件事，應以「壓力評量表」

（此評量表為依據同類別之勞工如何理解與其觀點的各類研究報告所做

成的）為基準來進行總和評價，討論業務上的壓力會造成該精神障礙的危

險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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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 「壓力評量表」裡，依據與業務關連事項，將業務性壓力的平均強度分為

3 個階段，以此為基準，來判定各個事例的壓力強度為更強或更弱。但即

使有評價表「強度 III」的位置裡所列之壓力要因，此雖並非一般性精神障

礙發病的重要原因，但強度 III 位置裡的事故與有關災害的事情裡，與生

死相關之事件、遭遇事故等嚴重事項，也是有可能自體性的引起急性壓力

障礙。 
又，關於以職場為中心的人際關係，「差別待遇、欺負、性騷擾等以

社會觀點來看會覺得特別嚴重的場合」更應該以「在職場上造成的心理負

荷的具體事項」來評論。 
ハ. 業務性壓力與下列討論的「業務以外因素產生的壓力」，及個體之原因的

反應性、脆弱性來比較，再總和評斷是否強度更強。 
(イ) 與業務以外因素產生的壓力有關的話，則依照上述イ項之業務性壓力

的檢討方式進行檢討。 
(ロ) 與個體之原因的反應性、脆弱性有關的話，則須總和評價過往病史、

生活史、酒精依存狀況，以及性格傾向等，再進行精神醫學方面的判

斷。 
上述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的考量點，依據了最新之精神醫學等專門知

識，審查會考慮報告製作的始末，認為是很適當、合理的考量點。此外，勞動

省勞動基準局長亦依據上記報告書的考量點，策訂「因心理負荷造成之精神障

礙等業務上外的判斷指標」（平成 11 年基發第 544 號）。 
 
(3) 在此，以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裡上述的考量點為基礎進行探討： 

イ. 本猥褻行為，為在 B 店裡加害者與申訴人兩人一同工作的時候，聽到申訴

人有感冒癥兆的加害者，利用此機會，讓申訴人服用會引起催眠作用的偽

裝感冒藥，使申訴人陷入無法抵抗之狀態下，觸摸申訴人的胸部，與讓申

訴人抓握加害者的性器官。因此，本猥褻行為，明顯為請求人執行業務過

程時所遭遇，另外依據「確保雇用領域裡男女機會與待遇平等法（昭和 47
年法律第 113 號）」第 21 條第 1 項所述「職場上遭遇的性的言行」（也就

是所謂的性騷擾），顯然為刑法第 178 條之準強制猥褻罪之惡劣行為。 
ロ. 以本案之猥褻行為造成的壓力強度來討論，雖然上記之壓力評量表表示

「受到了性騷擾」事項的平均壓力強度為 II，但因為此行為不只是犯罪，

在職場上性騷擾的行為是最嚴重的，故該壓力強度不只應為 III（理解上應

為 II），考慮可能因自體而導致引發急性壓力障礙，本猥褻案於本表之總

和評價足以認定為「強」之程度。 
ハ. 由申訴人之「業務外因素產生的壓力」，以及「個體之原因的反應性、脆

弱性」來看，我們不認為是這個部分的問題。 
ニ. 為慎重起見，從醫師的診斷來看，F 醫師診斷「（依據申訴人的自訴內容）

認定申訴人事情發生後，一回想起來就會有腹痛、嘔吐及食慾不振之現象。

我認為這是伴隨創傷壓力症候群而產生的腹部、消化器官等的病症」；G
醫師診斷「a 症狀名：創傷壓力症候群、憂鬱症、胃潰瘍，b 患者自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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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察覺症狀：此猥褻案發生後，『不吃藥就睡不著』、『男性一接近就會

感到恐慌』、『一想起當時的事情就會感到恐慌』、『變得不敢單獨一個人外

出』等狀態，而且也有強烈的躁鬱傾向。上述之症狀全部都在相同的行為

發生後才出現，並符合 ICD-10 及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製作的精神疾病診斷．

統計手冊第 4 版(DSM-IV)的 PTSD 的基準。而關於胃潰瘍惡化的部份，我

們認為與壓力程度有相關。」；H 勞動局地方勞工災害醫援協議會精神部

門報告書裡記載「被害狀況、被害後之症狀、狀態產生過程及現在主治醫

師的診斷等部分來看，對申訴人的精神障礙，依照 ICD-10 的診斷指標，

可合理的診斷為 F43.1『創傷後壓力障礙』，發病時間約為 X 年 10 月下旬。」

無論從哪一部分來看，都可以認定是本猥褻案直接造成申訴人產生此病

症。 
 

(4) 另外，關於本案猥褻行為是否與造成勞工罹患精神障礙疾病有直接關係，監督

署長表示「本件猥褻行為屬於對加害者單方面感情造成之問題，不能說是業務

的內在危險產生的具體化現象，故不能說因業務而造成的事件。」，對審查官

與監督署長幾乎相同的判決，申訴人們主張「本件猥褻案應該認定為是業務上

的事件」。 
從此點來看，加害者是趁在 B 店內與申訴人一同執勤中，利用申訴人有感

冒癥兆的理由，指示申訴人服下冒充為感冒藥卻摻有安眠藥劑成分的藥物，申

訴人遵從其指示而陷入睡眠狀態無法抵抗才導致本件猥褻案。 
從此狀況來看，因為加害者顯然從一開始就有進行猥褻的意圖才會讓申訴

人服下安眠藥，所以單只是因為業務上認識而造成加害者讓申訴人服用安眠

藥，我們認為那是很困難的。（原處分廳「加害者的行為是為了滿足自己的性

慾而做的，完全是個人的行為，我們不認為與業務上有何關連」的評斷，如僅

就此部分來說是確切的。） 
然而，一般說來，對有感冒癥兆的勞工，上司為了使其完成工作提供健康

管理上的指示而命令其服用藥物雖然並不是不可能的，但站在申訴人的立場客

觀的來評斷，加害者表示是「感冒藥」而指示申訴人服用，考慮當時的狀況（在

B 店裡執勤中的人只有申訴人與加害者的上司，加害者與申訴人年齡差距 20
歲以上，以及是請求人進公司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等），事實上，有感冒癥兆

的申訴人，即使因為加害者的指示超過「為了完成工作必要的健康管理」的範

圍，但當時要拒絕加害者服用「感冒藥」的指示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我們認定

申訴人當時是不得不遵從加害者的指示而服用「感冒藥」。 
這麼一來，就造成了因遵從上司指示而服用「感冒藥」，導致申訴人陷入

睡眠，無法抵抗加害者之猥褻行為的事件；我們認定倘若沒有遵從該指示命令

不服用「感冒藥」，則不會導致本件猥褻案發生，所以本猥褻案與申訴人之業

務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是毫無疑問的。 
再者，本猥褻行為十足是因加害者的故意犯罪行為，導致切斷與業務上的

因果關係，但因加害者之故而服用「感冒藥」的這個指示與本猥褻案皆為加害

者以相同動機所連貫造成的，因此不能說是個別的行為而切斷與業務上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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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5) 總和上述(3)與(4)點，我們認定申訴人的病症為加害者的猥褻行為導致強烈的

心理負擔所引發的，而且申訴人之業務與本猥褻案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故

我們認定本案病症是因為業務上的理由所引發的。 
因此，監督署長對申訴人之不給付療養補償給付的處分具有失當之處，應

予以取消。 
 
 
 
 
 
 

- 療養補償給付：類似台灣的勞工保險傷病給付。 
- 勞動省、後生勞動省：類似台灣的勞工局或勞保局。 
- 日本的醫院通常指個人經營，規模稍小，可以診察任何病症的場所，或稱「診所」；

病院則指大型，可收容病患、由醫師或牙醫師進行診察、治療的設施。日本的醫

療法中，入院用的床位數 20 床以上可稱為「病院」，19 床以下一般通稱「診所」。 
- 此文所稱之「監督署長」應為日本掌管勞工安全的勞動基準監督署署長。 
- ICD：疾病與相關保健問題的國際統計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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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2 
事件編號等 
平成 16 年勞字號第 375 號（公務上/外關係事件）．取消 
 
概要 
 
 求償者以「憂鬱症」的發病為搭乘計程車執行公務時，車輛翻落於５公尺下的河川並

被水淹沒的事故所造成為由，認定是因工作引發，請求撤銷原處分的事例。 
 
要旨 
 
１．案件的概要與經過  

 求償者於Ｘ年３月２６日晚間１０點３０分左右，工作時發生交通事故（以下

稱「本件交通事故」），因全身遭受撞擊、頭部．顏面挫傷、腦水腫、左手切割

傷而接受治療。同年的４月１９日覆職，但在復職後的同年６月５日，因失眠而

前往Ａ醫院就診，診斷出罹患「憂鬱症」（以下稱本件疾病）。 
 求償者以本件疾病為工作上的事由引起，請求監督署長給付療養賠償，但監督

署長以本件不符因工作上的事由所引起，而做出不給付之處分。 
 

２．當審查會的判斷 
（１） 求償者在擔任製藥公司的醫藥情報業務（以下稱「ＭＲ」）時，於Ｘ年３

月２６日工作中,因發生交通事故而導致「憂鬱症」的發病,故主張此為工作上的因

素造成。 
（２） 但一般而言精神障礙的發病被認為多半是與因病引發及環境因素（身體因

素、心理 因素）的複數病因有關。有關此議題，勞動省（現為厚生勞動省。以下

同。）【註】的「精神障礙等職災認定關係專業檢討會」，於平成１１年７月２９

日的報告書（以下稱「報告書」）中採用的想法是精神障礙的成因與「壓力脆弱性」

理論（環境而來的壓力（心理上的負荷）及個體方的反應性．脆弱性的相關關係，

決定了是否會發生精神上破綻），並明白提出有關精神障礙是否因工作起因性的判

斷要由「因工作引起壓力」、「工作以外的壓力」、「個體方因素」來做綜合判斷

的想法。同時指出為了客觀的測驗出各種壓力強弱的「壓力檢測表」之具體基準，

勞動基準局長也以上述報告書的想法為基礎，策定了「因心理上負荷產生精神障礙

等有關工作上／外的判斷方針」（平成１１年９月１４日基發地５４４號。以下稱

「判斷方針」）。 
  判斷方針是以最新的精神醫學等專業知識為基礎，該審查會也在考慮到作成的歷

程之下， 
 認為其為妥當。 

 判斷方針的想法及測試手法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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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關於有可能引起該精神障礙發病的「工作由來壓力」測試，原則上是將該

精神障礙發病前約六個月以內與工作有關的事件，對於其他的工作者來說會如何

應對的觀點來做客觀的評斷。 
 這樣的情況下，將該事件與用「壓力檢測表」（判斷方針裡為「心理負擔檢測

表」）類型化出來的事件相較，了解該事件造成壓力的平均強度（I、II、或 III）
之後，再以此為基準，依各個不同的事例來判斷壓力的強度為較強或較弱（若背

景為常態的長工時情況下，壓力強度被判為較強）。 
   一般而言，「I」是指日常生活中經歷的壓力，一般來說不會造成問題的程度。

「III」 
  是指人生中鮮少會經歷的事情造成的強大壓力。「II」是指中間程度的壓力。 
 

（２）接著判斷伴隨著該事件的後續或處理方式產生的變化，（工作的長時間化，

工作質、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等）而使壓力加重或減輕。 
（３）以上述的方式來判斷因該事件引起的壓力，客觀來說是否為對同種工作者

會產生精神障礙發病危險的強度壓力（壓力檢測表中綜合評價為「強」的壓力）。 
（４）在工作以外的壓力因素也被承認的情況下，需判斷其壓力強度，並思考有

無因工作而引起的因素。 
（５）關於個體的脆弱性要由過往病史、生活史、酒精等的依賴狀況、性格傾向

等，作精神醫學上的判斷。 
 

 
（３）由上述判斷方針的觀點來檢視本件案例，可得以下幾點。 
甲 
 檢視關於本件交通事故的內容，根據求償者所提出的交通事故實況調查書，認定撘

乘計程車翻覆五公尺下河川的事件為重大事故。 
 
乙 
 Ｂ勞動局地方勞災醫員協議會精神部會（以下稱「精神部會」。）判斷「搭乘的計

程車由五公尺左右的高度翻落河中，副駕駛座朝下，車體一半被水淹沒的事件，為在

人生中鮮少會經歷的強度心理負荷。因此此事件的心理負荷強度與平均的強度相較之

下為重度壓力，應將壓力檢測強度修正為「III」。求償者接受警方的事故調查筆錄時，

伴隨著再次回想翻覆事件，對事件的恐懼感再度出現。這樣的筆錄對於同樣的工作者

來說為相當程度的過度負荷。由上所述可知，此事件對於求償者的心理負擔強度在綜

合檢測中相當於「強」。 
丙 
 由本件事故後求償者的症狀等來檢視，事故後Ｃ醫師診斷出求償者有「全身受撞擊、

頭部．顏面挫傷、腦水腫」等症況，在住院後同醫師的意見書中提到「十分可能會因

事故產生ＰＴＳＤ」。「Ｘ－１」年４月求償者對母親表示「可以睡上兩個鐘頭，但

會因作惡夢而驚醒。不想提有關惡夢的內容」等，身心上感到不適，在同月的９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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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Ｄ診所就診，醫師判斷為「精神病」，同醫生的意見書中提到「神經症憂鬱症（鑑

定診斷），ＰＴＳＤ」。 
丁 
 求償者供述「很感謝住院時的探病，但實際上在應對上很為難」，加上正值休養中，

因身體狀況不佳無法做任何事情。休養期間，因猜想公司會要求（邀請）他出席Ｘ年

４月１１日舉辦的Ｅ分店ＭＲ全體會議，或催促他出勤（內勤的簡單工作），求償者

為了逃避公司的要求而前往兄長家中。由此可知在本件交通事故之後，求償者身體狀

況不佳。 
 又，Ｃ醫師診斷出的腦水腫即使在消退之後，可能會持續幾個月令人擔心的思考能

力減退的後遺症。 
 求償者在復職的當時，對於上司所交代的工作表現出厭惡感。同年５月開始外勤的

工作，但卻是處於連公司的聯絡電話都無法應對的狀態，也被同事提醒「工作是否沒

問題？要接電話。」。之後在電話中向同事提到「完全無法集中於工作上」，由此可

知求償人從復職的時候開始就處於無法從事工作的身體狀態。再來，雖然求償人對於

臉部的傷痕十分在意，但那只是在復職後的１、２週後才被同事發現的輕微程度。 
戊 
 同年５月中旬，身為醫生的求償者兄長指出求償者的身心狀況不佳，勸導其接受專

業醫師的治療。求償者在同年６月５日至Ａ醫院接受Ｆ醫師的診療，診斷出「憂鬱症」，

發病時期為前往Ｄ診所就診的同年４月上旬。又，Ｆ醫師提到「４月診斷出的精神病，

在短短的一個月內要完全痊癒是困難的（再者，在完成治療後到回院就診的一個多月

的時間，憂鬱症突然發病的情況也太過不自然），並可推斷精神病及憂鬱症之間有連

續性。」。 
 該審查會由求償者在本件交通事故及復職前後的症狀及言行舉止等，判斷Ｆ醫師的

見解是妥當適切的。 
 雖然精神部會認為「此翻車事故產生的不適應反應（精神障礙）在復職後已經消失」，

但由上述的狀況及醫師證明等看來，這樣的判斷並不妥當。 
己 
 求償者在本件交通事故後一個月就復職，精神部會因求償者自行提出希望接受檢測

及依自我意識復職，判斷工作的強制性不高，且判斷復職後因工作的事件產生的心理

負荷強度在綜合檢測中為「弱」。 
 求償者雖然對身體狀況還沒有相當的自信，但因以下幾點理由決定復職。醫師指示

已可工作（停職４週），加上判斷無法再請假。４月到６月是公司繁忙期，對於擔任

ＭＲ的求償者來說也是工作上最重要的時期，基於對公司對應意外事故的感謝，雖然

對職災申請的對應感到不信任、不滿，但不希望將支付薪資給自己的公司與此事件混

為一談，所以在Ｘ年４月２２日復職，但這並非義務及個人意願復職。 
庚 
 由求償者在本件交通事故前的考績來看，【Ｘ－２】年度及【Ｘ－１】年度人事考

績中，Ｂ考績為多（由上而下分Ａ、Ｂ、Ｃ三階段），也沒有特別不適任ＭＲ職務的

評價，「綜合評價」的記載中也沒有提到不適任ＭＲ。再者，也沒有從求償者本身、

家人、公司上司、同事等的申述中看到，求償者不喜歡ＭＲ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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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償者在工作上的情感起伏大（有哭泣的經驗），引起上司、同事關注，但也可由此

推測為普通的ＭＲ，對於社會的適應狀況也沒有特別問題。由資料看來也不認為有工

作以外的心理負擔。 
辛 
 綜合以上論點，本件交通事故帶給求償者的心理負擔，客觀看來為導致精神障礙危

險的強度，故Ｘ年４月上旬ＰＴＳＤ發病。雖在同年４月２２復職，當時該精神障礙

尚未恢復，導致在罹患該疾病的情況下使「憂鬱症」發病（或增惡），因此認為求償

者的本件疾病為因工作上的事由而發病。 
 因此監督署長對求償者提出的療養補償給付，給予不支付的處分不妥當，應取消此

處分。 
 
譯者注： 
- 日本的醫療、勞動政策、社會保險、公基金皆為厚生勞動省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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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 3 
事件案號 
 平成１７年(2005)勞第４６號(業務內外関係事件)・取消 
 
概要 

受害者的自殺事件，起因於起重機倒塌導致受傷，再加上在其相關業務上長時間

持續承受心理負擔之故，是故認為受害者的死亡與業務相關，並取消原處分之事例。 
要旨 
1. 事件的概要及經過 

受害者於[X-21]年 4 月，進入位於 A 地的公司就任機械品質保証課航空機器股長，

負責匯總單位內的業務。[X-4]年 9 月 24 日因起重機倒塌事故而受傷，雖經一個月療

養後回復原職，然在[X-3]年 5 月 22 日因診斷有「自律神経不安定狀態(抑鬱狀態)」便

休假至同年 7 月 31 日。[X-3]年 9 月，因職務調動轉而從事統整非破壞檢查技術管理

之業務以後，再於[X-2]年 10 月 1 日職務調動至總務部企畫經理課，負責彙整專利及

實驗研究，但因與同僚發生的糾紛導致精神狀態惡化，以診斷出「自律神経不安定狀

態(抑鬱狀態)」為由自[X-1]年 5 月 20 日至同年 6 月 16 日休息。休息之後，便與該同

事分開工作，雖然是從事實驗研究的工作，卻為遭上司斥責所苦，於 X 年 1 月 30 日

上午 10 點 35 分，被發現倒臥在公司辦公室的門口附近，送往 B 醫院時已確認死亡。 
求償人認為，其亡夫是於 X 年 1 月 30 日由辦公室的樓頂墜樓身亡，以其為業務

之故向監督署長提出遺族補償以及喪葬費給付。但監督署長不認同受害者的死亡與業

務相關，便做出不給付處分。 
 
2. 本審查會的判斷 

（１）受害者確實由辦公室的頂樓意圖跳樓自殺並身亡，而求償人認為，受害者是

因為工作上強大的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發作，以致自殺身亡。 
 
（２）關於這點，首先請看有關受害者精神疾病的發病時期之敘述。 

Ａ. 受害者於[X-21]年四月進入公司，主要屬於 C 工場的機械品質保證課，數

年來每次的職務轉換皆擔任同課的各個職位，主要工作為品質管理以及檢查

業務，而於[X-6]年升任課長。 
其後，[X-4]年四月，轉任 D 工場的機械品質保証課航空機器股長執行勤

務，於起重機倒塌事故中受害，造成「第三、四腰椎橫突骨折以及下顎裂傷」，

因此於療養的約一個月期間暫停工作。 
另外，該事故是一件造成公司的 3 位員工死亡，以及包含受害者在內四名

員工受傷的重大意外。其在[X-4]年 10 月 26 日復職於發生意外前的職場，並

繼續負責在意外發生前所負責的工作，取得 E 社的工場認定（以下簡稱「認

定取得業務」）。受害者於意外前，是依該意外中死亡的 F 主管指示運作此

一認定取得業務，意外發生後則由自己一人獨挑大樑，而直至[X-3]年 4 月應

該能順利進行該業務的取得，卻在[X-3]年 3 月 29 日於拜訪 E 社負責此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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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突然遭到大幅變更內容的要求，因此，便大幅度地延遲了認定取得的

進度。 
受害者於[X-3]年 5 月 22 日至 G 醫院看診，並診斷出處於「抑鬱狀態」，

在同年 7 月 31 日前暫停工作，復職之後，被轉調至 C 工場的機械品質保證

課。 
另外，受害者自[X-3]年 4 月 11 日以來，也屢次接受心理健康面談，根據

該記錄，受害者於同日表示「工作無法如預期進展，覺得疲累。」又，同年

六月的面談中，說道「[X-3]年 5 月，見到要再度製造一具與倒塌毀壞的起重

機相同的東西，便想起了當時而感到不安。因為起重機被送到了某處而忽然

感到不安。」 
之後，受害者持續治療「抑鬱狀態」，因身為有就業限制的被保護者，也

負責了被安排好的工作，於是在[X-2]年 10 月轉任到總務部企畫經理課，負

責彙整專利及實驗研究的工作（以下簡稱「專利業務等」）。受害者於[X-1]
年 4 月左右，在專利業務等部分，因為感到壓力已經大到想要離職的程度，

於是在同年 5 月 8 日於人事面談時，提出異動申請，此一願望未能實現，之

後「抑鬱狀態」更加惡化，自[X-1]年 5 月 20 日至同年 6 月 16 日暫停上班。 
受害者於[X-1]年 6 月 17 日復職後，雖可見其工作上已被做了一定程度的

安排，卻在同年的 12 月於心理健康面談時表示，「最近 2、3 個月以來，課

長的要求變高，也因工作時常被他責罵。雖然課長所說的合理，這樣的壓迫

卻成了我的壓力。」而在 X 年的 1 月 22 日面談中表示「被課長念了個狗血

淋頭」，之後同月的 24 日面談時說了「與課長交流漸漸變得痛苦，早晨與

傍晚的報告皆是我的重擔」。由此可看出在自殺的前幾個月，便感覺到工作

帶給他強大的壓力。 
受害者於 X 年 1 月 27 日下午因流行感冒而早退，翌日下午上班時，因前

日休假沒有告知而被 H 課長嚴厲的訓了一頓。其在同月 29 日取得休假，同

月 30 日照常上班，因不記得客戶而遭到 H 課長提點，緊接著，便自辦公室

的頂樓跳樓自殺。 
Ｂ. 檢視受害者相關精神疾患的醫療證據，I 醫師指出關於受害者於上述Ａ點

情形中，於[X-2]年 4 月左右罹患 ICD－10（國際疾病分類第 10 版，以下相

同。）的 F32.0「輕度憂鬱症發作」以及 32.1「中度憂鬱症發作」，因遭受

起重機倒塌意外致三位同事喪生之精神創傷、受害者自己負傷、因職務調動

導致環境變化、工作難度大增以及性格傾向的影響，進一步能窺見其症狀改

善與否。 
一方面，J 勞工局地方勞災醫員協議會精神部會（以下簡稱「精神部會」）

認為包含受害者過去精神疾患的病史（即[X-5]年 1 月的「抑鬱狀態」）中，

「受害者因性格上的脆弱，在升任組長後責任增加、負荷起重機意外後的工

作量、與主任的糾紛以及遭到 H 課長責罵等，並不算過份沈重的壓力下，屬

ICD-10 的 F43.2「適應障礙」。其於[X-3]年 8 月開始症狀趨於緩和，並認為

於[X-1]年 5 月其又發生適應障礙直至自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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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受害者於[X-3]年 4 月左右被診斷出罹患 ICD－10 的 F32「憂鬱

症」同時又被認為是 F43.2「適應障礙」，雖在自殺前持續罹患該精神疾患，

但該精神疾患於[X-3]年 8 月有較為緩解，此後，與自殺相關的精神疾患為[X-1]
年 5 月新發病的這一點，在上述的醫療證據中說法各異。 

因此關於這一點的判斷上，受害者於上述兩項醫療證據中，自精神疾患發

病的[X-3]年 4 月左右至自殺之前的期間，可見其因為工作壓力的增減導致症

狀反覆加重與減輕，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段期間期仍舊持續治療「抑鬱狀

態」，精神部會所言[X-1]年 5 月所患「適應障礙」是假定其為新的精神疾患，

然而也必須考慮到，受害者[X-3]年 4 月左右發病及其之後的症狀進展裡，因

工作上發生的小事為契機導致再度發病的可能性。 
因此，本審查會瞭解了[X-3]年 4 月左右發病的受害者之精神疾患病程以致

自殺之事件，做出了對本案的判斷。 
 

（３）又及，要判斷受害者是否是因工作之故而死亡，首先，需要先檢討關於本案

精神疾患的業務起因。 
一般認為，精神疾患的發病多與場合、原因及環境因素等複數病因有關。

關於此，勞動省（現厚生勞動省，以下相同。）1999 年 7 月 29 日在「關於

精神疾患等職災認定專門研討會」所發表的報告書中採用了與精神疾患成因

相關的「壓力—脆弱性」理論（因環境因素所導致壓力【心理的負擔】的強

弱與個案的反應性、脆弱性強弱之間的相關，將決定是否會在個案的精神上

產生危害），因此很明顯的要判斷精神疾患是否與職業因素有關，便需將「工

作產生的壓力」與「工作之外的壓力」、「個別因素」等做一綜合評估；同

時為了客觀評估各種壓力的強弱所做的「壓力評估表」等也是具體的標準；

勞動省勞動基準局長也以上述的報告書為基準，訂定了一套「因心理負擔導

致的精神疾患與工作相關之判斷指標」（1999 年 9 月 14 日基發第 544 號。

以下簡稱「判斷指標」）。 
該判斷指標以最新精神醫學的專門知識為基準，本審查會考慮其制訂過

程，認為有其適用性。 
 
判斷指標的考量方向及評估方法大致如下。 
(a)首先，需判斷精神疾患有無發病、發病時期以及疾患的名稱。 
(b)在評估可能影響該精神疾患發病的「工作產生的壓力」，原則上，該精

神疾患發生前約六個月內與工作相關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同類型的勞工

會如何看待此事件，應以上述兩點為觀點作一客觀評估。 
此狀況下，將該發生事件用「壓力評估表」（判斷指標上為「心理負

擔評估表」）分類，掌握與該發生事件相對應的平均強度（Ⅰ、Ⅱ及Ⅲ），

再以此為基準，評估之後的個別事例之壓力強度是較強或者較弱（若背

景為在常態中長時間工作，其評估認定的強度則為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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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壓力強度各自的含意為，「Ⅰ」是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非為

一般狀況的壓力。「Ⅲ」則是在人生中極不易經驗到的強大壓力，而「Ⅱ」

則是介於兩者間的壓力。 
(c)並且，也須評估該發生事件之後續，還有伴隨該事件而產生的變化（勞

動的長時間化、工作上質、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等）所導致壓力的加

重或緩和。 
(d)綜上所述，再客觀地審視該事件所產生的壓力，是否也會引起同類勞工

發生精神疾患的危險性，對此做一判斷。 
(e)在認定其為工作外因素所產生壓力時，也須考慮是否評估強度、並判斷

其起因有無與工作因素產生關連。 
(f)關於個案的脆弱性，也須由過去病史、生活史、酒精成癮、性格傾向等

作一精神醫學上的判別。 
 

（４）在這裡，以判斷指標的思考模式做出對本案的探討如下。 
Ａ. 受害者在本事件精神疾患發病時期（[X-3]年 4 月左右）約六個月前，與本

精神疾患發作相關並在工作中發生的事件為，(a) [X-4]年 9 月 24 日遭遇起重

機倒塌意外，經驗到三名同事身亡，自己也無可避免地住院約一個月，以及

(b) 該意外約一個月之後的 10 月 26 日受害者回到原工作崗位，一個人負擔

起原本與該意外中死亡的 F 主管共同執行的認定取得業務，雖然運作該業務

並打算於[X-3]年 4 月取得該認定，卻於[X-3]年 3 月 29 日追蹤進行業務的 E
社後，得到在預定期限內無法順利取得認定的明確結果。 

Ｂ. 在這些事件中，(a)的起重機倒塌事故是一件造成了三名同事死亡，而若稍

有差池，受害者也可能死亡的重大事故；此事故對應壓力評估表中「經驗到

悲慘的事故或災害」，其心理負荷強度應為「Ⅱ」的程度，但考量到意外的

內容（三死四傷）以及受害者本身也有受傷，並因此不得不住院治療一個月，

將評估向上修正為「Ⅲ」則較為妥適。 
Ｃ. 又，關於上述(b)所發生事件，只有該事件本身的話是無法視為強大的心理

負擔，但該認定取得業務是與上述意外中死亡的同事共同進行的工作，更甚

者。在預定時程內無法順利取得認定的原因，可瞭解該業務具有一定的困難

度；另一方面，在起重機倒塌至發病這一段期間，有無公司、同事的支援讓

其減輕此業務相關的心理負荷此一情形，審查資料上並無可評估的事實以供

確認。要進行上述的業務，對受害者心理而言以造成相當程度的過重負荷，

此一認定是適當的。 
Ｄ. 根據以上所示，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受害者因起重機倒塌意外而加諸在

自己身上的重大心理負擔，接著又從事認定取得業務，長時間持續的給予工

作上的心理負擔，以這些心理負荷為主體，可判斷其強度會有使受害者罹患

精神疾患之危險。 
Ｅ. 再者，特別無法同意原先認定為受害者帶來心理負擔的原因為工作之外所

發生的事件；又，受害者[X-5]年 1 月雖因「抑鬱狀態」而前往 G 醫院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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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可因為只有一天的看診便認為其有過去病史，也無法看出性格傾向方面

有什麼特別的問題。 
Ｆ. 根據上述Ａ至 E 點，認為與業務相關連的發生事件，其加諸在受害者身上

的強大心理負擔，有罹患精神疾患的危險性；一方面，因為無法認同工作外

的心理負擔以及特殊的個案自身因素，經由整理判斷，認為與業務相關的發

生事件是造成本件精神疾患發病的有力原因。 
 

（５）諸如上述理由，受害者於[X-3]年 4 月左右因業務上的理由而導致本精神疾

患的發病，之後持續罹患本精神疾患，判斷其因此產生尋死的念頭，最後自

殺身亡。 
因此，在認同受害者的死亡為工作因素之下，監督署長做出不給付求償人

所提出遺族補償以及喪葬費的處分有失妥當，應當取消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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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4 
事件案號 
 平成 18 年(2006)勞第 55 號(業務內外関係事件)・取消 
 
概要 

受害者負責有重大內容的企畫案，判定其自殺為工作的因素，並取消原處分之事

例 
 
1.事件的概要及經過 

受害者於[X-7]年 4 月進入位於Ａ地從事電腦機器及軟體開發、製造業的公司並從

事軟體開發等業務，然在[X-4]年 7 月開始以產品經理（product manager）的身份從事

名為Ｂ的企畫案（以下簡稱「本件企畫案（project）」）。 
受害者於[X-4]年 10 月中旬開始出現雙手發抖、情緒抑鬱、失眠、胸痛等身體症

狀，於同年 11 月 26 日至公司健康面談室（以下簡稱「健康面談室」）接受診斷，公

司醫師建議其接受進一步的精密檢查，於是同月 30 日至Ｃ醫院接受心電圖檢查，診斷

其雖心律不整，卻無心肌梗塞等重大疾病。可是，因為其睡眠障礙、情緒抑鬱、疲勞

感、思考能力降低、不安感、焦躁等症狀沒有減輕，所以經由健康面談室的介紹，於

[X-4]年 12 月 15 日，至 D 心理診所(mental clinic)看診，並診斷出「憂鬱症」，因此於

[X-3]年 1 月 8 日開始以罹患病名「自律神經失調症」為由休職。 
其後，受害者在一再反覆復職與休職之後，參與了公司所實施的自願離職計畫，

雖於[X-1]年 12 月 31 日離職，卻又經由大學時代的朋友介紹自 X 年 3 月至同年 6 月，

於 E 有限公司工作，而在同年 7 月 11 日，求償人發現其於自家因藥物中毒身亡。 
另外，其於住宅的保險箱中留下了給家人及朋友的遺書。 
由Ｆ醫師在 X 年 7 月 18 日所做的屍體檢驗報告，其要點記載如下。 
「(1) 死亡年月日時分：Ｘ年７月９日上午０時（推定） 

(2) 死亡的直接原因：精神藥物(psychotropic medicine)之藥物中毒 
(3) 死因的種類：自殺 
(4) 其他：認為被害者有服用的藥物為特定腦(Tryptanol)、Depas（日本用於安

眠的藥物商品名，一般名稱則為 Etizolam）、Amoban（也是日本的失眠症治療

藥物一般名稱 zopiclone）、抗抑鬱劑 Toledomin 等」 
求償人以受害者的死亡為工作所引起，向監督署長請求遺族補償及喪葬費給付；

但監督署長不認同受害者之死亡為工作因素，故做出不給付之處分。 
 

2.本審查會之判斷 
（１）由驗屍報告以及發現現場的狀況判斷，確認受害者的死亡是因為服用精神藥物

致藥物中毒之自殺。 
G 醫師根據觀察而描述受害者「可以明顯認定其幾乎每日都有情緒抑鬱、集

中力與意欲的減退、喪失興趣及喜悅、容易感到疲勞、氣力的減退、感到自己

毫無價值、求死念頭、失眠等症狀，故在國際疾病分類（ICD-10）中為『中度

憂鬱症發作』、而依美國精神醫學協會所發佈『心理疾病診斷統計手冊』（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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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分類則屬『重鬱症。中度』，因而診斷其為『憂鬱症』。由受害者本人所

記載的問診表內容觀之，推定發病時期約為[X-4]年 10 月左右。」另外，部會

的意見則為「與 ICD-10 診斷基準對照下為 F3 的「憂鬱症」，認為發病時期應

為[X-4]年 10 月左右」；結合前兩者意見，可認定受害者於[X-4]年 10 月左右罹

患了中度憂鬱症發作或稱重鬱症（以下稱「本件精神疾患」）。 
再者，關於本件精神疾患的發病時期，求償人等雖然於本件公開審理的席上，

主張「應為[X-4]年 11 月或者是同年 12 月才開始」，但是該主張並沒有以醫學

佐證為基礎，另外，求償人等所指出診斷書所記載的日期，僅記載受害者至 D
心理診所(mental clinic)看診及接受診斷日期，也並不表示其為發病日期，不得

不說其醫學根據很薄弱，而無法採用之。 
（２）在本案中，受害者約於[X-4]年 10 月左右罹患本件精神疾患，至 X 年 7 月 9 日

自殺一事，為了確認其自殺為工作因素導致，必須是本件精神疾患為因工作而

發病，而其自殺是由於本件精神疾患之故。關於後半段敘述，不只 G 醫師指出

「受害者是個常出現尋死念頭的人」，根據健康面談室的診療記錄所描述，「[X-3]
年 7 月 16 日表現了『想死』這樣的低落情緒，[X-2]年 8 月 18 日也感到絕望並

有自殺意念。」依據以上兩部分，可以正確判斷其起因為本件精神疾患所引起

的自殺念頭或尋死念頭。 
（３）因此，為確認受害者之死亡為工作因素，則本件精神疾患必須是因業務起因而

發病，在此則對這一點進行討論。 
因此，一般認為，精神疾患的發病多與場合、原因及環境因素等複數病因有

關。關於此，勞動省（現厚生勞動省，以下相同。）1999 年 7 月 29 日在「關

於精神疾患等職災認定專門研討會」所發表的報告書中採用了與精神疾患成因

相關的「壓力—脆弱性」理論（因環境因素所導致壓力【心理的負擔】的強弱

與個案的反應性、脆弱性強弱之間的相關，將決定是否會在個案的精神上產生

危害），因此很明顯的要判斷精神疾患是否與職業因素有關，便需將「工作產

生的壓力」與「工作之外的壓力」、「個別因素」等做一綜合評估；同時為了

客觀評估各種壓力的強弱所做的「壓力評估表」等也是具體的標準；勞動省勞

動基準局長也以上述的報告書為基準，訂定了一套「因心理負擔導致的精神疾

患與工作相關之判斷指標」（1999 年 9 月 14 日基發第 544 號。以下簡稱「判

斷指標」）。 
該判斷指標以最新精神醫學的專門知識為基準，本審查會考慮其制訂過程，

認為有其適用性。 
判斷指標的考量方向及評估方法大致如下。 
(a)首先，需判斷精神疾患有無發病、發病時期以及疾患的名稱。 
(b)在評估可能影響該精神疾患發病的「工作產生的壓力」，原則上，該精神

疾患發生前約六個月內與工作相關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同類型的勞工會如

何看待此事件，應以上述兩點為觀點作一客觀評估。 
此狀況下，將該發生事件用「壓力評估表」（判斷指標上為「心理負擔

評估表」）分類，掌握與該發生事件相對應的平均強度（Ⅰ、Ⅱ及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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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此為基準，評估之後的個別事例之壓力強度是較強或者較弱（若背景

為在常態中長時間工作，其評估認定的強度則為較強）。 
另外，壓力強度各自的含意為，「Ⅰ」是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非為一

般狀況的壓力。「Ⅲ」則是在人生中極不易經驗到的強大壓力，而「Ⅱ」

則是介於兩者間的壓力。 
(c)並且，也須評估該發生事件之後續，還有伴隨該事件而產生的變化（勞動

的長時間化、工作上質、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等）所導致壓力的加重或

緩和。 
(d)綜上所述，再客觀地審視該事件所產生的壓力，是否也會引起同類勞工發

生精神疾患的危險性，對此做一判斷。 
(e)在認定其為工作外因素所產生壓力時，也須考慮是否評估強度、並判斷其

起因有無與工作因素產生關連。 
(f)關於個案的脆弱性，也須由過去病史、生活史、酒精成癮、性格傾向等作

一精神醫學上的判別。 
（４）在此以判斷指標的思考模式做出對本案的探討如下。 

Ａ. 以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約六個月，受害者從事業務的狀況來看。 
(a) 經公司就業總帳所歸納出來，在公司各員工的就業勞動狀況之中，受害者

於[X-4]年 5 月開始至同年 10 月包含假日工作所花費的外勤工作時間，平

均為一個月 67 小時 25 分，再看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 2 個月，同年九月為

118 小時，10 月則為 152 小時，不只比起同年八月前的時數是大幅增加的

（同年 5 月 6 小時，6 月 45 小時，7 月 46 小時 30 分，8 月 36 小時 30 分），

在該期間休假日數雖平均一個月 6 天，但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兩個月期

間，同年 9 月只有 2 天，10 月只有一天而已。 
另外，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後，[X-4]年 11 月包含假日工作的外勤工作時

間甚至達 164 小時。 
(b) 而且，受害者並不只是「由[X-4]年 8 月下旬開始每天由早上工作到深夜」，

Ｈ描述了：「我在[X-4]年 7 月前後大概一個月加班了 50 個小時左右，而

我不記得受害者有任何一次是比我先下班回家的，我想他應該是比我的加

班時數要多。同年的九月左右開始，我也一個月大概加了 50 到 100 小時的

班，而受害者也差不多。進入同年 11 月後，受害者的加班時間已經超過

100 小時，頻頻在假日出勤，也常常睡在公司了。」而Ｉ則說：「本件企

畫案的截止日越逼近，慢慢的加班次數就越多，包含受害者都有過睡在公

司的情形。而我記得受害者比我們加班的次（時）數還要多。」綜觀以上

所述，可以確認受害者在同年九月以來，經常進行深夜以及例行的長時間

勞動。 
(c) 綜合上述內容，在發病前兩個月期間，受害者進行著非常長時間的勞動，

而這個狀態也在發病後持續進行著。 
Ｂ. 關於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約六個月所發生與工作相關的事件，即「就任 PM

（product manager）」一事，探討其對心理負擔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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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害者雖於[X-4]年 7 月以 PM 身份參加本件企畫案，然就求償者於本件公

開審理上所敘述的內容，該企畫案是以大幅擴展收發訊息量為主的新系統

之建立，此一具有顯著困難的事業；而受害者不只以工程師的身份執行軟

體開發之工作，更進一步地，與該企畫案有關之日程管理、課題管理、與

顧客定期的會議、給小組成員下指示等主管業務皆須負責，這與受害者一

直以來主要負責之軟體開發業務相比，業務量大幅的增加，而且業務的性

質與內容也大大的不同，此點是可確定的。 
(b) 除了求償人等所敘述「將 PM 這種責任重大的位置加諸在僅入社第四年的

受害者身上，本來就是憂鬱症發病的開端。」此外，也敘述了「PM 這個

職位首先就已經是（受害者）很大的壓力了，結果當然會身心俱疲。我想

那根本是當時的能力所無法負荷的業務。」另外，根據經過報告書所載，

「如果受災者在就任 PM 之時職務等級為 Level 5 的話，那麼本企畫案 PM
的工作，通常是屬於 Level 7 的程度。」不只如此，雖然 J 表示「與受害者

同期的程式設計師中，似乎也有人有能力完成與本企畫案同等級的企畫，

那麼我不認為想本件企畫案讓受害者當負責人是不自然的。」但同時也有

一說法：「[X-4]年 9 月左右與受害者面談時，我記得好像有說工作很辛苦。

有關本件企畫案內容的困難度等級是很高的。」由此可見，本件企畫案內

容大幅超越受害者的職務等級，內容屬於一定的技術層面，對於只有入社

三、四年的程式設計師來擔任 PM 而言，很難認同其為沒有困難而容易執

行這一點。（譯註：H 或 I 等指的應是報告書所載的同事們，而此段若未

標明是誰所說，則應該也是報告書上所載同事說法。） 
甚至，H 指出「本件企畫案是屬於較大規模的，因為發生了出乎意料的

問題，我想說不定便因此而給受害者帶來壓力了。」而另外，I 說「本件

企畫案的最高層 K 同時兼任了許多企畫案，所以真正的負責人是受害者。

我想本件企畫案除了有其難度，另外訂貨者是我們的客戶這事也讓壓力變

大。特別是與顧客開會時，需要向對方報告會影響進度的問題便是極大的

壓力了。」據經過報告書指出，「受害者亦常常在深夜時分，向客戶方年

長的 PM 解釋說明延遲進度及問題(trouble)的情形。」而即使如 H 或 I 所述

「本件企畫案即使沒有如期完成，也不致受到處罰」，但身為該企畫案實

際負責人並負擔著讓它如期完成此一責任的 PM，推定其在有限的人員編

制中，需要讓業務順利進展並讓它如其完成，是會造成相當強度的心理負

擔的。 
(c) 綜觀上面各點描述，就任 PM 一事，對照心理負擔評估表中為「負責新內

容的工作」（Ⅱ）或「工作內容、工作量產生極大的變化」（Ⅱ），而受

害者除改變工作內容外，甚至進公司四年便開始擔任內容具一定難度的本

件企畫案之 PM，再考慮其為該企畫案實際負責人後，可將心理負擔強度

向上修正為「Ⅲ」；而其於上任 PM 之後，工作的質與量都大幅度的改變，

並且如上記(a)所述般，還涉及受害者進行著深夜以及例行性的長時間勞

動，也就是就任 PM 之後工作量已經非常過重了，因該業務所產生的心理

負擔就客觀來看，認定本件精神疾患具有一定強度發病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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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探討工作以外主要發生的事件，不認為在本件精神疾患發病之前，有特別

會引起心理負擔的因素。 
可是，在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後發生事上，L 醫師敘述了「受害者最近知道

了其生母於受害者出生後不久隨即自殺一事」。而根據健康面談室的診療

記錄所載，「[X-3]年新年返鄉探親時，因為姊姊告知其生母的死因為自殺，

因此受到打擊。」而 G 醫師也敘述了「受害者因此一事實而遭受極強大的

衝擊。」甚至，該醫師也有「瞬間以為他要追隨過世的 M 醫師（？）而去。」

這樣的想法，認為受害者因為一向照顧他的主治醫師過世而受打擊。依據

上述各點，可認定受害者如同該醫師所言「沈重痛苦的絕望與像是被預告

自己的消失般感到徬徨與不安」。然而自本件精神疾患發病開始，便如該

醫師所述「確認受害者感到自己毫無價值並明顯有尋死念頭。」「受害者

是個常出現尋死念頭的人」，可判斷受害者的自殺是本件精神疾患所引起

的自殺念頭或尋死念頭，並且也不易肯定其生母之死因或主治醫師死亡兩

件事為導致受害者自殺的有力原因。 
Ｄ. 在探討關於受害者個別因素方面，不認為受害者有酒精依存。又，關於個

性方面，其個性認真又規矩，誠實且責任心重，而另一方面，雖然有靠自

己讓事情順利進行的傾向並認為向他人求助並不會比較好，但我們並不認

為這是特別明顯的問題。 
Ｅ. 根據上記各點，受害者於[X-4]年 10 月左右本件精神疾患發病，並於 X 年 7

月 9 日自殺一事，其在本件精神疾患發病前約六個月期間與工作相關發生

事件的心理負擔，客觀而言可認同其事件有引起精神疾患發病的危險性；

另一方面，並不特別認同其工作外的心理負擔與個別因素，會比工作因素

更為發病主要因素，於是我們認定受害者本件精神疾患之發病原因為工作

因素。又，受害者的自殺也是因本件精神疾患引起的自殺念頭或尋死念頭，

所以認定其自殺是因此精神疾患發病所導致的結果。 
（５）綜觀上述結果，認定受害者的本件精神疾患及因此疾患所導致該受害者的死亡

為工作因素，因此，監督署長做出不給付求償人所提出遺族補償以及喪葬費的

處分有失妥當，應當取消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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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5 
案件編號等 
平成 16 年勞 213 號（業務上外關係事件）．取消 
 
概要 
 
訴願人所得之「神經性障礙（憂鬱狀態）（註解）」為使其從事無相關經驗之工作且不

提供支援，以及同時遭遇上司嚴厲批評與個人攻擊所引起，故判定為業務上之事由所

造成，因此取消原先處分。 
 
要旨 
1. 案件概要與過程 

訴願人原本在 A 地的協會裡從事販賣相關專門書籍的工作，得知協會欠缺員

工，透過在該協會事務局工作、10 多年來好友的邀請，於《X-2》年 2 月 1 日，被

該協會事務局以「事務局員」職缺雇用，開始從事健保醫生（註解）停業補償互助

制度與健保醫生年金制度等工作。 
同年 4 月左右，不少人聽聞健保醫生年金危機之傳聞，因此發生了擠兌騷動現

象，使事務局員工連日來忙於應付此騷動現象。 
《X-2》年 9 月 7 日，訴願人於 C 病院進行定期健康檢查時，D 醫師表示：「你

的狀態尚無法斷定為因夏季疲勞引起或者心理方面所引起，我先讓你服用 Depas（精

神安定藥），如果情形沒有好轉的話請前往專門的醫院求診。」 
之後，仍持續有頭痛現象，而且於同時期，曾有過工作時想毆打對手的衝動，

由於感覺到精神狀況的異常，因此求診於 E 病院，被診斷為「神經性障礙（憂鬱狀

態）」。訴願人之後雖仍持續工作，但仍於《X-1》年 1 月～2 月左右，協會醫師聽

說了訴願人的身體狀況後，因該醫師表示「不休息不行」而於《X-1》年 2 月 18
日住進 E 病院診療。 

訴願人以「本案疾病」為業務上產生之疾病為理由，向監督署長申請《X-1》

年 2 月 18 日起至《X-1》年 6 月 10 日為止，113 日間的停業補償給付。監督署長

以本病病非業務上產生之疾病為理由，判定為不給付處分。 
2. 審查會之判決 

訴願人於《X-2》年 9 月 27 日被 E 病院診斷為「神經性障礙（鬱症）」（之後

改名為「混合性不安抑鬱障礙」。），因訴願人主張此病為業務上之事由所造成，以

下針對此點進行檢討。 
イ. F 醫師診斷訴願人之病名分類為「ICD-10 之分類，F41-2／混合性不安抑鬱障

礙」，發病日期為「初診時一個月前，即《X-2》年 8 月」；專門部會亦於 X 年

12 月 25 日之意見書上表示：「認定罹患『ICD-10 之分類，F41-2／混合性不安

抑鬱障礙』之精神障礙」，發病日期也表示「判斷為《X-2》年 8 月左右是適切

的」。因與 F 醫師之診斷結果相同，因此審查會也據此判定訴願人得到「ICD-10
之分類，F41-2／混合性不安抑鬱障礙」（以下稱為「本案精神障礙」），發病時

期為《X-2》年 8 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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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 但是，一般說來，罹患精神障礙須考慮許多場合要素與環境因素（身體因素、

心理因素）造成的多重病因，因此依據勞動省（現為厚生勞動省）「精神障礙

等之勞工災害認定專門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平成 11 年 7 月 29 日）中與精神

障礙成因有關的「壓力－脆弱性」理論（註解），在精神障礙有關的業務起因

性判斷上，除明確表示有必要針對「業務引起壓力」與「非業務引起壓力」、「個

體要因」進行綜合評價外，同時表示應以客觀評價各種壓力的「壓力評量表」

的判斷當做具體的基準。勞動省勞動基準局長亦依據上記報告書的考量點，策

訂「因心理負荷造成之精神障礙等業務上外的判斷指標」（平成 11 年 9 月 14
日，基發第 544 號，以下稱「判斷指標」）。 

判斷指標是依據最新之精神醫學等專門知識所策訂的，審查會考慮報告製

作的始末，認為是很適當、合理的考量點。 
判斷指標的考量點與評斷方法，大概如下所述。 

(1) 首先，須針對精神障礙有無發病，發病時期，與病名進行判斷。 
(2) 影響該精神障礙發病可能性的「業務引起壓力」之判斷，以同類別勞工如

何理解「6 個月內之業務裡與該精神障礙相關的事物」之觀點為原則，進

行客觀的評斷。 
此情形裡，須把該事物套入「壓力評量表」（判斷指標上為「心理負荷

評量表」）中所分類的事物裡來理解該事物所引起的壓力的平均強度（I、II
或 III），以此為基準，依據個別的事例，判定壓力為更強或更弱。（如被認

定為常態、長時間背景的勞工，壓力強度應判斷為更強。） 
再者，「I」表示的是日常裡常會感受到的壓力，因此一般說來是不致

於造成問題的壓力程度；「III」表示的是人生中也顯少感受到的強烈壓力；

「II」表示的是 I 與 III 中間的壓力程度，有著各式各樣的情形。 
(3) 其次，依據該事物持續產生、或伴隨該事件的對應所發生的變化（勞動的

長時間化、工作內容質與量的變化、或責任的變化等），評斷壓力過重或緩

和。 
(4) 依據上述，客觀的看待該事物引起的壓力，來評斷是否對同類型勞工來說，

也是足以引起罹患精神障礙危險的壓力程度。 
(5) 認定為「非業務引起壓力」要因的情形時，除須評價其壓力強度，亦需考

慮判斷業務起因性的有無。 
(6) 個體的脆弱性，須從過往病史、生活史、酒精等依存狀況，以及性格傾向

等，來進行精神醫學方面的判斷。 
ハ. 接下來，依據上記ロ.「判斷指標」的考量點來看本案訴願人的精神障礙發病前

的業務狀況。因訴願人主張罹患本案精神障礙的原因為受到業務上強烈的心理

負荷（(1) 被雇用後立即從事無相關工作經驗且未切實交接指導的協同業務；

(2) 入社以來，因沈重且混亂的業務而老是遭受事物局長辱罵等上司濫用職權

之行為），故以下就此心理負荷之強度進行討論。 
(イ) 首先，從訴願人負責的協同業務來看，訴願人表示：「之前負責協同業務

的 B 事務局員因發生了欠債問題，因此公司不讓他繼續負責與金錢相關的

工作，致使我入社後便直接負責協同業務，實在是很大的衝擊。」「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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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務局員離職前，只有兩個月的時間，時間太有限了，根本沒辦法完成

所有工作的交接。」，根據此述，訴願人入社開始到同年 3 月底為止，雖

然有 G 前事務局員一邊指導，一邊從事協同業務，但 4 月開始，雖然 G
前事務局員在 4 月底為止每天下午來幫忙，但事實上，協同業務是由沒有

經驗的訴願人獨自一人負責承攬的。 
因此，訴願人主張的「被雇用後立即從事無相關工作經驗且未切實交

接指導的協同業務，承受不尋常的精神壓力」事項，從上述ロ.之判斷指

標的壓力評量表關連的事物類型中，符合「工作內容質與量的變化」一項，

以具體說明的話，切中「工作內容、工作量有了很大的變化」此點，平均

心理負荷強度評斷為「II」。但 G 前事務局員對於訴願人業務交接上表示：

「訴願人是因事物局長的指示，負責承繼協同關係的收納與申請等工作，

我想那個業務內容是很煩雜的。收納與申請的文件與會員的變動等業務是

不容許有疏失的，對沒有經驗的人來說太辛苦了，可能會感覺很有壓

力。」；B 事務局員亦表示：「訴願人進入本局時，因為資深前輩的辭職陷

入混亂中，對剛入社的訴願人來說，超過了平常的程度了，即使是有好幾

個月的支援，我想也都還是會感到很有壓力。」；H 事務局員也陳述：「我

以前擔任過保險公司的會計，與協同業務規定流程與文書上的差異，到現

在也還是有不太清楚的部份。對沒有經驗的訴願人來說，要記住這些我想

是很辛苦的。」，依據上述，G、B、H 同時表示承攬協同業務因過於煩雜，

已經造成沒有經驗的訴願人精神上過重的業務負擔了。再者，訴願人也表

示：「協同業務很多都必須靠自己摸索，像要背負期限迫近與文書處理等

問題，對全沒經驗的新人來說，根本是被推入一個極嚴酷的狀態。」，「對

業務的整體概念根本還沒理解，又得一直持續這個需要臨機應變的工作，

因為沒有可以請教的指導者，所以有沒有那裡弄錯，即使確認了好幾次自

己也還是不確定；即使工作結束了也還是無法讓協同的工作離開我的腦

袋。睡覺時也老是會一直想到這些事而嚇醒。這種異常緊張的狀態下，我

根本沒有放鬆心情的一天，而是一直持續這種異常的心理狀態。」；另外

因為訴願人入社時，G 前事務局員已經決定該年 3 月離職，只能利用到 G
事務局員離職為止的 2 個月期間進行工作交接，可以看出訴願人必須在緊

迫的時間內記住業務內容，雖然 G 前事務局員離職後到 4 月底為止還有

有來幫忙，但因沒有可以討論業務內容的指導者，對收納與保險申請的文

件這類不能出錯的業務一直抱持不確定與不安感，可以理解這對訴願人

來，在精神上一定承受了很大的壓力，即使把之後於 5 月雇用 H 事務局

員的補充事項考慮進來，也還是評斷為「比承接一般企業工作還重的心理

負擔」，因此上記所評斷的平均心理負荷強度應將「II」修正為「III」。 
(ロ) 接著，從「(2) 入社以來，因沈重且混亂的業務而老是遭受事物局長辱罵

等上司濫用職權之行為」來看，訴願人陳述：「因為局長說『說話啊！』

而回他話，他卻怒吼：『才剛進來沒多久的傢伙還敢講什麼？』；詢問不知

道的的事情，因為他回覆：『自己判斷吧！』，因此我就自行下了判斷，卻

被他怒吼：『禁止給我隨便下判斷』」、「因為認為事務局長的命令我做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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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拒絕他，他就罵的非常激烈；本來應該跟他一起製作的醫學專門的書籍，

他也懲罰性的全丟給我（我一個人做根本做不完），我只感到眼前一片空

白，一面感到很羞恥，卻又一面留下眼淚，還不得不屈辱的請求他的原諒、

對他服從。」，因此符合上述ロ.「判斷指標」的壓力評量表裡的「人際關

係上的麻煩（困難）」，具體說明的話，切中「與上司的麻煩」一項，其平

均心理負荷的強度判定為「II」。   
但是，B 事務局員表示：「我老是被局長罵。但因目前還找不到其他

工作，也不能說出來，我覺得根本就超過正常的狀態了！事實上，他還曾

經抓住我衣服的胸襟，用言語攻擊我，我幾乎忍受不了。訴願人剛進公司

的時候也一樣，都受到局長相同的攻擊。」；H 事務局員也陳述：「局長的

個性很直接、自我中心，對職權比他弱的人，有時候會說些溫柔的話。訴

願人也是受到了他各式各樣的語言暴力。訴願人有時會突然被局長要求要

加班，要是拒絕的話局長就會突然的怒吼，連我看到了都會害怕，而且很

常發生。局長做事都不會考慮對方的情況，只希望事情依照自己的意思來

進行，他覺得我們都沒辦法掌控事情的狀況，也沒有判斷的能力。G 前事

務局員、B 事務局員、訴願人跟我都一樣，總是被他罵到臭頭。」；G 前

事務局員陳述：「局長是很自我主義的，總是情緒不穩定，要是有人說了

不合他意思的話，他就會突然生氣、怒言相向。他還常透過工作進行個人

攻擊。我覺得他在權力意向方面根本就有病。B 事務局員也常被局長痛

罵。」。依照前面各人所述之現象，B 事務局員、G 前事務局員、H 事務

局員同時都表示事務局長的性格是以自我為中心、情緒不安定的，不會考

慮對方的立場與事情，隨自己的心情做事，且屢次直接、激烈的進行個人

攻擊。 
又，G 前事務局員陳述：「我向協會辭職的理由是說雙親年事已高，

想要回家務農，但事實上是因為跟局長的人際關係問題才辭職的。」；又

《X-2》年 5 月離職的 B 事務局員也表示：「訴願人覺得我的行為跟狀態

有點奇怪，好幾次叫我也要去 E 病院的精神科看診，我沒有去看診，所以

也不知道病名、也沒有病歷。但因為工作的關係，跟醫生有接觸，有透過

醫生做過簡單的問診，雖然不知道確切的病名，但聽說是有精神方面疾病

的疑慮。」，依照上述，G 前事務局員表示因為常被事務局長怒罵與進行

個人攻擊而不得已離職；B 事務局員也表示了被指出有異常行為，並被醫

師診斷有精神方面疾病的疑慮。 
從以上各事項來看，事務局長的怒罵跟言語上的個人攻擊，不只有針

對訴願人，而是針對全部的事物局員；而且也超過了以上司身分指導性責

罵的範圍，已經達到個人利用直接、激烈的言語進行人身攻擊的程度，因

此，依照 B、G、H 事務局員一致性的陳述，評斷為「超過一般職場上『與

上司的麻煩』範圍的過重心理負擔」，上述評斷的心理負荷強度「II」應更

改為「III」才為適當。 
(ハ) 從上記(イ)及(ロ)所記述之事項，以及因訴願人業務所伴隨的變化來看，

訴願人表示「事務局長讓沒經驗的新人承攬業務，無視處於一片混亂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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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業務，突然交代的工作常常讓我行程表陷入持續不正常的狀態裡。

我自己的工作跟局長交代的工作常常讓我左右為難，讓我很恐慌。」，對

此，事務局長表示：「協同業務在處理上是很困難的，沒經驗的訴願人沒

辦法擔負這部份的主要工作。」，他主張是讓訴願人擔任輔助協同事業的

職位，但事實上，入社沒多久就開始與 G 前事務局員進行工作交接；而

且，對 5 月錄取的 H 事務局員也是直接與訴願人進行業務的交接，從上

列事實來判斷，事務局長的陳述讓人難以相信，且也讓沒經驗的訴願人承

繼協同業務的主要工作；特別是交接後，更沒有來自事務局長指派的支

援、協助等。因此我們判斷訴願人入社後，承攬協同業務的心理負擔，已

經超過相當的程度了。 
再者，關於健保醫生年金的擠兌騷動現象，訴願人表示：「我一負責

協同業務後馬上就遇到這個問題，當時週刊雜誌以特輯方式刊載生命保險

公司再次出現危機，接著在有危機的保險公司裡被列舉在 I 生命的名單

內，而且還跟即將給付保險費（註解）的事重疊在一起，更加擴大對健保

醫師年金的不安感，因此出現擠兌騷動。」；對於此時的業務對應上，訴

願人表示：「即使不是要解約，但諮詢的電話非常多，對於怎麼回應我感

到很苦惱。又要製作回應健保醫師年金不安的文件，又得將這些文件回覆

給諮詢的民眾等等，由於造成的影響實在很大，因此又開始處理在公司雜

誌上刊載等對策。」、「要處理這種協會目前為止沒遭遇過的重大事件，真

的是很困難，讓我身心俱疲。」。對剛入社沒多久的訴願人來說，雖說在

5 月錄取了 H 事務局員一起共同負責協同業務，但遭遇到意料外的突發狀

況，而且只是應付傾訴不安的協會會員而已，我們認定其心理負擔已經超

過相當的程度了。 
依據上述，綜合考慮上記(イ)及(ロ)判定的心理負荷強度「III」以及

各種伴隨的變化等，因以判斷其心理負擔超過相當的程度，故訴願人因業

務產生的心理負荷強度總和評價後，判定為「強」。 
二. 其次，從訴願人發病前的業務外事項與壓力狀況來分析，從訴願人的敘述內容

來看，我們不認為有遇到會產生特別強大壓力的事項，又，從訴願人的健康狀

況、過往病歷、酒精依存狀況與性格傾向來看，我們認定沒有異常。 
ホ. 綜合上述，訴願人入社後馬上被任命負責協同業務，但對沒經驗的訴願人來說，

不用說是已預定要離職的職員的交接了，就連交接後的業務，也都沒有提供任

何支援或協助，而且，事務局長的辱罵與個人攻擊，已經超出上司指導性的責

罵範圍，因此我們認定為受到了足以引起精神障礙疾病的心理負荷，故應取消

原先監督署長停業補償給付不支給之處分。 
註解： 
日文原文 中文翻譯或解釋 
請求人 訴願人 
神経症性障害（う

つ状態） 
神經性障礙（憂鬱狀態），F4(F40-F48)，請參閱 WHO 國際疾病

分類，第 10 版（ICD-10）。 
保険医 有兩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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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替加入健保的患者進行診療的醫生，包含牙醫等，簡單的

說就是指醫院有加入健保給付制度，本文於此應該是指這個

意思，在此暫時翻成「健保醫生」。 
2. 由保險公司委託，要簽訂保險契約時，為被保險人診斷健康

狀態的醫生。 
デパス 或稱 etizolam，或是指 DEPAS、Sedekopan 等名稱之藥品 
「ストレス－脆弱

性」理論 
利用環境造成之壓力（心理負荷）強弱與個體方面反應性、脆弱

性強弱的相關關係，來決定產生精神上的破綻與否的考量方式。

ペイオフ Payoff，在次不知道是指要支付保險金還指保險清償，我不是很

確定，但公司既然也沒倒，應該只是支付保險金而已吧。 
取り付け騒ぎ 台灣沒有專門名詞來翻這個字，但意思是指感覺保險公司發生危

機，因此想要快點把保險金領出來的現象，姑且翻成「擠兌騷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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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6 
案件編號等 
 
    平成１７年勞第２３５号（業務以外相關案件）・撤銷 
 
概  要 
 
    申請人因業務量增加且必須長時間工作，而引發憂鬱症，判定其為業務因素所導

致，撤銷原處份之案例 
 
要 旨 
 
１.案件概要及經過 
    申請人於［D－４］年 1 月受雇於該公司，於總公司承辦營業輔助相關業務，其

後，於［D－２］年 5 月調任至該公司位於 A 地之營業處，負責營業業務；［D－1］

年 4 月同事調職之後，申請人之業務量因此增加。 
    申請人自［D－1］年 9 月左右開始，因加班情緒日漸焦躁，無法專心工作，故於

同年 10 月 18 日於 C 診所就診，經診斷為「憂鬱症」；自同年 10 月 30 日至 D 年 6
月 30 日停職，並於該年 7 月 1 日復職。 
    申請人以處理業務為理由，請求依據勞工災害補償保險法，申請療養及停職給付；

勞保局認為該申請人之疾病非因業務所引起，判決不必支付該等給付。 
 
 
２.該審議會之判定 
（１）申請人發病病名為ＩＣＤ－１０Ｆ３２「中度憂鬱症發作」，有關發病日期，

D 醫生於「療養給付費用申請書」證明欄中記載「［D－１］年 4 月由於工作內容改

變，加班、假日上班情形增多，產生憂鬱情形，9 月起更形嚴重」，此外，意見書中

記載「發病日期：［D－１］年 4 月」，但專業部門之意見書則於［D－１］年９月左

右方實施判斷並確認之。 
（２）本案係針對認定其是否為業務引發疾病加以檢討。 
   包括重度壓力反應等精神障礙之發病，一般認為與各種情況、原因、環境因素

（身體因素、心理因素）等多項病因有關，因此，主要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可認定

其為業務與 
精神障礙發病之因果關係（業務起因性）。基此，勞動省（現為厚生勞動省）委託精

神醫學、心理學及法學等各界專家學者，成立「精神障礙等勞災認定專業檢討委員會」，

該會於平成１１年７月２９日之報告書中指出，有關精神障礙之成因，在確定其可依

據「壓力－脆弱性」理論（就環境形成之壓力與個人反應性 脆弱性間之關係，判定其

是否會產生精神性分裂）處置之後，應考量下列各項要點，針對業務引起之壓力、業

務以外之壓力，及個人反應性與脆弱性等要因，實施綜合評估，俾判斷其是否為業務

所引發之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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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實施勞災認定檢討其是否為業務起因時，因必須針對各個不同之壓力實施客觀

評估，且應從與罹患精神障礙者從事相同業務之勞工觀點加以檢討等，以上述各種研

究成果為基礎，訂定「壓力評估表」為標準，將該事件按照下列事項實施綜合評估，

進而檢討業務壓力為該精神障礙患者所帶來之危險程度。 
   ａ 「壓力評估表」係針對業務相關事件帶來之業務壓力，將其區分為三個階段，

據此評估各個案例壓力之強弱。因長時間持續勞動可能成為精神障礙形成之主因，故

認定評估其比該壓力標準強；此外，嚴重持續長時間勞動，導致身體極度疲憊及消耗，

為憂鬱症等之直接成因。 
   ｂ 而且由於該事件持續發生，須針對該事件處理方式產生之變化（如工作業務

之質【困難度及強制性】與量、責任輕重之變化、工作時間之變化、解決問題時所獲

支援及協助之情況等），評估其壓力為過重或緩和。 
   ｃ 事件之評估期限，原則上以精神障礙發病前６個月內為宜。 
   ｄ 如為一個以上之事件，需針對該等一併實施綜合評估；此時若舊事件已獲解

決，與發病之直接關連性則較為薄弱。 
 B.必須綜合評估因業務產生之壓力，其程度是否強於上述所檢討業務以外之壓力

因素、及反應性與脆弱性等個人因素。 
   ａ 有關業務以外之主因，係依據上述 A 之業務壓力檢討標準實施檢討。 
   ｂ 有關個人因素之反應性與脆弱性，應綜合評估其病史、生活情況、酒精依賴

情況、性格傾向等，實施精神醫學上之認定判斷。 
      上述報告書之內容係依據最新精神醫學等專業知識訂定，該審議會亦應能認

同。此外，勞動省勞動標準局亦根據上述報告書，訂定「心理負擔產生精神障礙等相

關業務判斷指針」（平成１１年基發第５４４号）。 
    
（３）針對本案依據上述判斷指針實施檢討，獲下列結果： 
  A.首先，就申請人於本案疾病發病前約６個月內，在職場中發生與心理負擔有關

之具體事件，符合「工作量產生極大變化」（以下稱本事件）。 
  B.專業部門意見書中，判定其業務量增加之心理負擔強度為「II」，認為有關事

件伴隨產生之變化，雖為持續長時間勞動，而周遭支援也不夠充分，但與從事相關業

務之相同勞工比較，並無特別困難之處，因此綜合評估判斷認定為「中級」。 
   然而本案疾病發病前連續６個月：（１）被認定持續長時間勞動（發病前６個

月內之月平均加班天數超過１００小時），每個月假日加班３－８天，連續上班日高

達２０天及２７天（８月１６日～７月２８日、６月１４日～５月１５日），甚至因

為清晨至深夜加班，即使是生理所需最少睡眠時間（約４、５小時）都無法保有。此

外，(2)申請人所負責之企業客戶的交易量驟增，故業務因而大增，（３）雖然電腦檔

案輸入作業並非特別困難之業務，但該公司（總公司業務課長及營業所長）亦承認該

申請人並無職務代理人。據此，考量其心理負擔強度，超過上述評估之平均心理負擔

強度「II」，判斷申請人受過重之心理負擔，認定應將其修正至「III」為宜。 
  C.其次，有關上述事件，就申請人業務事件產生之變化而言，首先了解公司之支

援情況，總公司聲稱與 E 新造船有關業務只有一次，且營業所長支援其交貨作業，約

聘員工（Ｆ）亦於申請人至 G 地出差時，支援其輸入作業；但申請人則稱該項支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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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讓其感受業務有所減輕。而營業所長雖然了解「至 G 地出差部分，不能計算為延長

工時，所以實際之工作時間更長（比延長工時津貼申請書之工時）」、「曾告知可申

請至 G 地出差之補休，但申請人並未請休，其似乎認為如若休假則工作將會增加」等

工作情形，已牴觸勞動基準法，卻僅自行分擔出貨業務，並未就針對減輕申請人之業

務量，採取與總公司協商等必要措施。此外，總公司業務課長稱「申請人並未申請業

務支援」、「申請人似乎認為不應獨自一人承攬累積所有工作，欲向總公司尋求協助，

但又無法跳過所長越級向總公司報告！」，但其透過延長工時津貼申請書便可了解並

掌握申請人延長工時之增加，卻未採取積極措施，因此可以認定公司之支援並不充分。 
    有關業務之質的部分，因其必須持續長時間勞動且業務量相當程度的大增，更

必須接受無限期的工作要求，就其被要求處理超過一般適應能力的業務情形加以評

估，認定其心理負擔確實過重。 
    基於上述，綜合考量其心理負擔強度「III」，及已確定上述事件伴隨之變化，

評估其心理負擔確實相當程度過重，故申請人因業務造成之心理負擔強度評定為「強」。 
    另未設置廁所等職場環境問題（緊鄰之大樓深夜上鎖，無法使用廁所）雖不

算是本案事件伴隨之變化，但對自 4 月起至夏天為止必須長時間夜間加班的申請人而

言，就其精神及肉體上之負擔而言，申請人因本案事件造成之心理負擔，綜合評估其

強度足以引發本案疾病。 
  D.另一方面，在本案審查資料中，並無認定有業務以外之主因；此外，就申請人

個人因素而言，亦未指出其性格傾向、人際關係及社會適應等有特別問題，也無酗酒

相關糾紛。 
  E.綜合上述 A～D，申請人於本案事件中承受心理負擔程度判定為強度，亦即本

案事件可視為致使被害人本案疾病發病的主要原因。 
（４）基於上述理由，本案判定為業務致使發病。 
   因此，勞保局不支付申請人申請療養及停職給付之判決處分實為不妥，必須予

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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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7 
案件號碼等 
 平成 17 年勞第 248 號(與工作業務無關的案件)、取消 
 
概要 
 
  這是一個在證明當事人所得的憂鬱症是由於工作業務量的增加、長時間的加班等工

作理由後，進而取消原處分的案件。 
 
要點 
1 案件的概要和經過 
  當事人認為她得憂鬱症的原因是工作所造成的，因而向監督署長要求賠償休業賠

償，不過監察署長覺得當事者得病跟工作並無關連，並不打算支付。 
2 審查會的判斷 
 當事人原本在 A 部門擔當系統工程師，負責預算、設計等工作，並於(x-2)年 7 月升

職成主任，適用了新的勤務制度。在那之後的(X-1)年 4 月當事人被轉調到 B 部門共同

參予 C 工程計畫並負責其工程設計。當事者在當中負責官方承認圖、工程設計圖、公

司內材料的調度和數量的精算等業務，並在這個計畫變得繁忙的九月，出現了感冒的

症狀。到了 X 年 1 月，感冒的症狀更加的惡化，甚至到了無法上班的地步，當時當事

人多次求診，一開始在 D 診所被診斷為「感冒和上氣管發炎」而在同年 7 月 9 日接受

F 診所的治療後，被診斷為「抑鬱、失去衝勁、全身有倦怠感、失眠、停止思考等等

的症狀到達中度。並且評斷在 X 年 1 月左右，憂鬱症(以後用本案疾病表示)已經發病。

專門部會也相信醫生的診斷，表示相同的意見。而審查會在聽過當事人的說詞和醫生

的診斷後，也覺得診斷並無不妥，承認當事人是在 X 年 1 月發病。 
(1) 當事人主張導致本案疾病發生的原因是因為過大的工作量和長時間勞動等工作上

的因素。現在依據這點來加以檢討。 
一般來說導致精神障礙進而發病，大部分都跟環境、心理等等複數的病因有關。關

於這點我們採用厚生勞動省(日本勞工局)--「精神障礙等勞災認定專門檢討會」在

平成 11 年 7 月 29 日所訂定的報告書中，有關於造成精神障礙原因的部分來判定。

使用壓力-脆弱性理論(藉由討論環境所造成的壓力和個體抗壓力之間的相互關係

來評斷有沒有造成精神上的缺陷。)來判斷精神障礙跟工作業務的關連性，把壓力

細分為「工作所造成的壓力」、「工作外的壓力」、「個體要素」並且對這三種壓力進

行總合的評價。同時使用客觀的「壓力評價表」來具體表示壓力的強弱。勞動省勞

動基準局局長也是依據上述的方法來制定「心理負荷所造成的精神障礙是否與工作

業務有相關的基準」(平成 11 年 9 月 14 日第 544 號、以下用判斷基準來表示) 
判斷基準是使用最新的精神科學等專門知識所訂定的，回顧這個基準訂定的過程可

以知道該審查會的判決是十分合理的。 
 判斷基準的想法及其評價的手法可以大致分為下列幾項 
I   首先判斷該精神障礙有無導致發病，並且確認病名和發病日期。 
RO 評價發病的原因是否因為工作上的壓力所造成時，原則上以當事人發病前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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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內的工作情形為依據，套入同等工作者面對該壓力時的情況，客觀的進行評估。 
使用「壓力評價表」(評斷基準把這稱為「心理負荷評價表」)把工作所發生的事分

門別類，若有符合該表的項目，在把握其事件所產生之壓力的平均強度後(1 或 2
或 3)，再依照個案的不同來評價其壓力的強弱(若是以超時工作為背景，則評價的

比較強) 
第一級的壓力，是指一般生活常遇見，通常不會造成問題的壓力，而第三級的壓力

則是人生中少見的巨大壓力，而第二級則是兩者的中間值。 
HA 評價該事件的後續發展是否有加重或是緩和壓力的情形(工作時間變長、工作

的質和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 
NI 把類別出來的事件，套到同性質的工作者身上，看看其壓力的強度會不會導致

精神方面的障礙進而發病。 
HO 在確定是工作外的所產生的壓力時，評價其壓力的強弱，並在討論壓力跟工作

的因果關係時一起併入考慮。 
HE 個人方面是以精神醫學為基準，藉由病歷、個人歷史、性格傾向或是否有飲酒

等習慣來判斷。 
(2) 依照判斷基準，檢討當事人發病前 6 個月之內的工作情況，詳情如下。 

I   人事異動至 B 部門、參加 C 工程計畫。(擔任工程設計) 
求償人於(X-1)年 4 月被調到 B 部門共同參予上述的工程計畫。 
異動之後，當事人仍然希望能夠回去持續之前的工作(與客人互相溝通，依照客人

的要求製作預算和系統設計)，此人事異動並非當事者的本意，當事者一直有想要

回去原來部門的想法。此事件符合壓力評價表中「調職」的項目(平均壓力強度 2)，
雖然當事人主張其工作的業務內容、處理方法和程序等方面跟之前的工作內容完全

不同、而實際負責工程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但審查會認為此人事異動並不是一

個例外，職種也沒有改變，所以把它視為一般的人事調度，不修正其壓力的強度。 
 當事人從(X-2)年 7 月開始，無償的加班了 2 年 2 個月，此事讓當事人感覺到無比

的苦痛，主張監督署長應該把此事列入強度修正的範圍之中，不過開始加班，已經

是一年半以前的事，依照判斷基準中六個月的範疇，無法採用當事者的主張。 
RO  比較當事者所擔任的工作跟之前的差別，職種雖然沒有改變，但異動前的工

作內容是持續與客戶交流意見以做出雙方滿意的決定，內容也屬於裁量權比較大的

預算和設計等部分，而異動後的工作則是擔任大工程中的一員，負責工程設計和管

理監督組長，工作時必須與同僚攜手並進，工作的尺度，進行和處理的方法都不同，

裁量權也變小。公司也說明了「加班變多的原因」，由於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當

時因為顧客的設計資料晚交等等的原故，而造成官方承認圖面晚了一個月才提出，

之後又因為圖面的退回和變更等事件層出不窮，導致整個工程計畫延宕，同時也造

成了工作量不停的增加，使得工程計畫無法分段就一直持續進行。當時其他的員工

也為了要滿足顧客的需求和變更，被工作壓的喘不過氣來，實在也無法幫忙他人的

業務。 
 期間當事人的出勤狀況依照當時的就業週報和月比較表，(X-1)年 4 月到 8 月超出

的工作時數一個月大約只有 28 小時到 53 小時，假期方面一個月則是有 9~12 天，

假日出勤則是只有 0~1 天，大致上跟當事人之前所工作的時數沒有什麼改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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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到了 9 月，超出的工時攀升至 127 小時 58 分，而假日 10 天中也有 5 天出勤，10
月則是超出工時 103 小時 42 分，假日上班 5 天，11 月超出工時 120 小時 39 分，

假日上班 5 天，很明顯的，工作的時間明顯的加長。 
HA 以上情形符合了壓力評價表中「工作內容與工作量發生重大變化」或者是「上

班與受約束時間的長時間化」這兩個項目(壓力強度 2)。並且從心理負荷的層面來

看的話，(1)C 工程計畫延宕，設計也一直不停的更改(2)當事人為了要滿足客人的

需求，夏天的加班時數暴增，有時甚至超過 120 個小時(包括假日上班的部分)(3)
此情況整整持續了三個月，把這三個點也列入考慮的話，把強度修正到 3 是很妥當

的。 
NI  再來看看因為事件所產生的變化(1)公司方面陳述為何加班時數增加時提到

「當時為了型號變更，確保入貨時間等等事由，分別在 8 月和 9 月各增加了兩名設

計人員，不過由於業務量大增，加班的時數還是變多了」、「顧客所施行的計畫由於

有變更，公司在 9 月調走兩名設計人員，並為了要對應這個人事調動，在 9 月和

10 月又分別各補充了一名進來，不過由於官方承認圖面變更等等的因素，加班的

時數還是變多了」即使是增加調配了人手，還是無法改變加班時數增加的情形。(2)
當事人也由於其他職員也十分的忙碌因而無法獲得協助，無法抑制工作量的急速成

長是一個不爭的事實。跟工作時間有關的新勤務制度，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是繼續使

用，使得適用於這個制度的系統工程師，只好「取消」自己的加班來配合，實在是

看不出來上級對這個現象有做任何的措施。 
 看到了以上的變化，可以評斷出當事人受到了非常重的心理負擔，因此在總合評

價之後，判斷當事人當時的情況為 。 
HO 工作以外也找不到其他特別的事例造成壓力，個人的歷史，也沒有任何不適應

狀況或是任何的問題行為。 
(3) 就如同上述所說的，當事者當時為了因應客人的要求，導致工作量增加，因而造成

長時間的加班，導致精神障礙罹患憂鬱症(X 年 1 月 ICD-10 分類中「F32・憂鬱症

發生」)，客觀的認定當時的業務情況所造成的心理負擔足以導致當事人發病。 
因此判定本案疾病是因為工作業務所導致的，監督署長拒絕支付當事人休業賠償金

是一個失當的處分，必須取消。 



 

 135 

個案 8 
案件編號等 
 平成１８年勞第２２４号（業務以外相關案件）・撤銷 
 
概  要 
  
    申請人因必須相當程度的長時間工作，而引發「憂鬱症」，認定其為工作業務所

導致，撤銷原處分之案例 
 
要 旨 
 
1. 案件概要及經過 
       申請人以業務致使引發憂鬱症（以下稱本案疾病），向勞保局申請療養給付；

勞保局 
以本案疾病非因業務所引發，判決不必支付該給付。 

   
2.該審議會之判定 
（１）有關申請人之發病，根據醫生證明等判定，申請人於 D 年 3 月左右，罹患ＩＣ

Ｄ－１０Ｆ３２「中度憂鬱症發作」（以下稱本案疾病）。 
（２）判斷指針（略） 
（３）在此，依據判斷指針加以檢討，獲下列結果： 
  A.申請人敘述其業務上的心神勞累，包括出貨進度落後、ISO 準備、造成不良成

品之原因及因應對策、公司代表人不體諒之言語等，但就申請人及申請代理人所提相

關之具體事實，獲下列結果：  
  （A）有關業務之質的變化，從［D－１］年 2 月左右，由其一人獨自負責稱為 A
之出貨檢驗工作。 
  （B）從 D 年 1 月左右開始，對不良成品之檢驗要求變得非常嚴格。 
  （C）D 年 1 月～3 月，因公司代表人住院，工作量驟增，變得極為忙碌。 
  （D）在此之前雖已長時間工作，但自 D 年 3 月起增加了 ISO 的工作後，形成更

長時間的工作。 
  （E）D 年 3 月中旬左右，以其妻生病為理由向總經理申請早點下班，在一番爭

論後勉強同意；其後，約一週左右較早下班，但從此公司包含申請人在內正式員工 4
人，與總經理之關係開始有所隔閡。  

（F）D 年 1 月左右，公司主要業務之「P4 長之量規組合」，突然無法組合，公司

代表人要求要追究原因並加以檢討，惟仍不明原因，之後卻又被公司代表人責怪為何

如此耗費時間，讓申請人不知如何是好。 
  （G）公司代表人不體諒之言語，例如，有關 B 產品，在 3 個月之前仍要求「這是

重要的工作，不可做出不良成品，為求慎重多花時間也沒關係。」，但之後又說「那

種東西只是用電子雷射管加個標章而已，隨便做做就行了！」，申請人因此受到相當 
的打擊。 



 

 136 

  B.就上述事件，檢討申請人病發「Ｆ３２中度憂鬱症」，是否與其工作業務有所

關連： 
  （A）有關上述（A），因其為［D－１］年２月左右發生的事，為本案疾病病發

前 1 年，無法將其視為造成心理負擔之原因。 
  （B）而有關（B）及（C），由於其是否被賦予與之前工作不同的業務，並無具

體業務內容可證明，無法評估其是否因此造成心理負擔；但若因此其工作量有所增加，

原則上視其為工作時間延長。此外，申請代理人稱「對出貨進度落後、工作要求非常

嚴格等，並不會無法適應」，故即使有（B）及（C）之情況，也不能判定申請人因此

到達適應不良的程度；惟可窺件其因負責 A 業務所經常感覺之壓力，或因公司代表人

住院，有某些工作上的負擔。 
  （C）在（D）中，因增加了 ISO 業務，可認定其符合「工作量及質的變化」項目

中的「工作內容及工作量產生極大變化」。 
  （D）在（E）中，符合「人際關係」項目中的「與上級產生糾紛」。 
  （E）就（F）中，究明量規不合原因等之具體業務內容並不明確，無法評估其是

否為「工作量及質的變化」。另外，申請人稱因公司代表人前後不一的要求使其無所

適從，加上（G）之內容綜合判斷之，可視其為申請人所稱「公司代表人不體諒之言

語」之一，但申請人與公司代表人關係逐漸冷淡始於（E）事件之後，故將其納入「與

上級產生糾紛」項目中加以檢討即可。 
    （F）綜合上述，與申請人業務有關之心理負擔事件，為（D）與（C），依據壓

力評估表標準評估，其平均心理負擔強度為「II」。 
C.針對發生事件，就修正心理負擔強度之觀點加以檢討： 

  （A）A.之（D）事件中，ISO 工作以公司工廠主任為主，申請代理人亦稱 ISO 工

作並非太嚴重，因此增加 ISO 工作可視為長時間工作之問題，對申請人而言，非為特

別困難之工作，故無修正必要。 
  （B）在（E）事件中，其結果為公司代表人同意其一週的時間得早點返家，且其

與公司代表人，為家族可以共同旅行之情誼，不能以此事件阻斷其等之關係，即使有

幾次不體諒之言語，亦無需將強度修正為「III」。 
  （C）但就申請人之延長工作時間而言，病發前 1 個月延長工作時間為 162 小時

17 分鐘，從病發前 2 個月開始往前推 6 個月內，平均每個月延長工作時間為 142 小時

31 分鐘，足見其在事件發生前，即開始持續的長時間工作，故將上述 B.（F）中強度

「II」各修正為「III」。 
  D.就事件發生伴隨發生之變化等加以檢討： 
          就「工作時間等之變化」而言，事件發生之 D 年 3 月，其延長工作時間為

162 小時 17 分鐘，並於該月病發，但因其在此之前，即已經為相同程度延長工作時間，

故不可視為因事件發生產生之工作時間變化，而應認定其為相當程度的長時間工作。       
此外，如此的長時間工作，公司並未特別給予改善，甚至與上級總經理的關係       更

無法預期獲得改善，判定「公司之支援」並不充分。 
  E. 就上述實施綜合評估，可判定申請人所接受分配之工作業務，其心理負擔強度

足以引發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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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就業務以外之心理負擔而言，從醫生證明等了解，申請人之長男於［D－1］

年春天，就讀幼稚園大班時，確定罹患廣泛性發育障礙，於 D 年進入小學的特殊班級

就讀，而申請人之妻，從［D－1］年春天開始，因長男罹患精神障礙在幼稚園受到欺

侮等之育兒壓力，確定引發「憂鬱症」。針對上述具體事實，依據壓力評估表標準判

定，申請人長男之廣泛性發育障礙，及妻子之病發憂鬱症，符合「配偶或子女中罹患

重症或受重傷」，其平均之心理負擔強度各為「III」。然而申請人長男罹患廣泛性發

育障礙，發生於本案疾病病發前 1 年，因其病情較輕近乎正常人，交由妻子負責照料，

此外申請人亦稱還好能夠進入特殊班級就讀；而其妻之憂鬱症亦病發於本案疾病病發

前 1 年（初診日期為 7 個月前），且療養後獲得控制（主治醫師的意見書中，載明其

病情大致獲得改善），因此，至少在申請人發病前大約 6 個月的時間內，無法判定工

作業務以外之心理負擔，是否加深申請人病發精神障礙程度，或為申請人病發之主要

因素。 
  G. 就申請人個人因素而言，亦無符合要件因素。 
  H. 綜合上述，申請人本案疾病發病前約 6 個月與工作業務相關事件之心理負擔，

客觀判定即使交由從事相同工作者，亦到達病發該精神障礙之危險程度。 
 （４）基於上述理由，本案判定其為工作業務致使發病，勞保局不支付申請人申請

療養及停職給付之判決處分實為不妥，必須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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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9 
事件番号等 
 平成１８年（2006）勞第１８４号（業務內外關係事件）・取消 
 
概要 
 

認定求償人的精神障礙發病是因為例行性的長時間勞動，再加上數件事件發生所

造成的心理負荷導致發病，（判定）其為工作因素導致並取消原處分之事例。 
 
要旨 
 
1.事件的概要及經過 

求償人在位於 A 地的公司從事巴士司機的工作。 
求償人於 X 年 3 月 26 日開自用車自公司回家途中，感到一陣劇烈頭痛，回到家

後，被送往 B 醫院急救，接著在 C 醫院診斷出「適應障礙」；D 醫院診斷出「頭痛（心

身症）、抑鬱狀態」。求償人雖以其所發作之疾病為工作因素而向監督署長要求休業

補償給付，但監督署長認為求償人的疾病非為工作因素導致，做出了不給付的處分。 
 

2.本審查會之判斷 
（１）有關求償人發病方面，經由醫証等判斷，求償人是於 X 年 3 月 26 日左右發作

了屬於 ICD-10「F45．1 未分類軀體形式障礙」（以下稱「本件疾患」），此

為妥適之判斷。 
（２）類似本件疾患之精神障礙的發病中，其多與場合、原因及環境因素等複數病因

有關。關於此，勞動省（現厚生勞動省，以下相同。）1999 年 7 月 29 日在「關

於精神疾患等職災認定專門研討會」所發表的報告書中（以下稱「報告書」）

採用了與精神疾患成因相關的「壓力—脆弱性」理論（因環境因素所導致壓力

【心理的負擔】的強弱與個案的反應性、脆弱性強弱之間的相關，將決定是否

會在個案的精神上產生危害），因此很明顯的要判斷精神疾患是否與職業因素

有關，便需將「工作產生的壓力」與「工作之外的壓力」、「個別因素」等做

一綜合評估；同時為了客觀評估各種壓力的強弱所做的「壓力評估表」等也是

具體的標準；勞動省勞動基準局長也以上述的報告書為基準，訂定了一套「因

心理負擔導致的精神疾患與工作相關之判斷指標」（1999 年 9 月 14 日基發第

544 號。以下簡稱「判斷指標」）。 
該判斷指標以最新精神醫學的專門知識為基準，本審查會考慮其制訂過程，

認為有其適用性。 
判斷指標的考量方向及評估方法大致如下。 
(a)首先，需判斷精神疾患有無發病、發病時期以及疾患的名稱。 
(b)在評估可能影響該精神疾患發病的「工作產生的壓力」，原則上，該精神

疾患發生前約六個月內與工作相關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同類型的勞工會如

何看待此事件，應以上述兩點為觀點作一客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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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狀況下，將該發生事件用「壓力評估表」（判斷指標上為「心理負擔

評估表」）分類，掌握與該發生事件相對應的平均強度（Ⅰ、Ⅱ及Ⅲ），

再以此為基準，評估之後的個別事例之壓力強度是較強或者較弱（若背景

為在常態中長時間工作，其評估認定的強度則為較強）。 
另外，壓力強度各自的含意為，「Ⅰ」是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非為一

般狀況的壓力。「Ⅲ」則是在人生中極不易經驗到的強大壓力，而「Ⅱ」

則是介於兩者間的壓力。 
(c)並且，也須評估該發生事件之後續，還有伴隨該事件而產生的變化（勞動

的長時間化、工作上質、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等）所導致壓力的加重或

緩和。 
(d)綜上所述，再客觀地審視該事件所產生的壓力，是否也會引起同類勞工發

生精神疾患的危險性，對此做一判斷。 
(e)在認定其為工作外因素所產生壓力時，也須考慮是否評估強度、並判斷其

起因有無與工作因素產生關連。 
(f)關於個案的脆弱性，也須由過去病史、生活史、酒精成癮、性格傾向等作

一精神醫學上的判別。 
（３）在此以判斷指標的思考模式做出對本案的探討如下。 

Ａ. 關於例行性的長時間勞動 
求償人雖於[X-22]年 10 月開始進入公司擔任巴士司機一職，同事 E 表示「基

本上公休的隔天便要加倍輪班(Double Shift)，所以每個月會有 5～6 次強制性

的加倍值勤。」原同事 F 也表示「平常每月上班的加班時間不會少於 80 小

時，而超過 100 小時的人也是有的。」「特別是休假後的隔天一定會加倍輪

班，非得從早上開車開到深夜不可。」而雖然關於本件疾患發病前六個月的

具體超時工作相關資料並未被提出，卻可由這些陳述窺知，求償人是例行性

地在執行長時間的勤務。而且，發病前一個月上班時間以外工作時間為 124
小時，也確認六個月中平均每月於上班時間以外值勤超過 110 小時。而六個

月之前，也並沒有特別改變過工作內容，所以可以判斷，在其發病前六個月

之前是一直持續著相同程度長時間的勞動。 
Ｂ. 關於與工作有關之發生事件 

關於具體所發生的事件，求償人有在其呈報書、提出申述書、訴狀、筆錄

等敘述，但於此期間，關於 G 代理所長所提「[X-6]年～[X-5]年左右其父親

與岳母相繼過世，而欲請假之際被說得很難聽；[X-3]年被懷疑私吞小學生買

回數票所付零錢一事；以前，其曾要求乘客提出殘障手冊，卻被說是歧視殘

障者，而被相繼指責一事。」等，雖能看出求償人與 G 代理所長從以前開始

關係便不太好，但每件事都是比其發病前六個月還更早發生的是或者是時間

點不明確的事件；在發病前六個月間的事件上，確認其發生過「(1)[X-1]年 9
月左右因在 H 大學校區內所發生的交通意外被究責，於是失去了公司內 100
萬公里無意外紀錄表揚之機會。(2)[X-1]年秋季左右被懷疑偷竊了接送巴士

（包車）費用一事件、(3)X 年 3 月之前因回數票銷售業績第一名而被說了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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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事、(4)X 年 3 月以前被同事 I 司機欺負（原文指他承受了 I 的招惹）一

事。」以下會就這些點討論之。 
又，求償人表示有許多加倍的工作，會在前一天突然被指定變更隔日的工

作，常常被欺負去輪值塞車路線；但求償人以外的司機也常被命令加倍工作

或隔日變更工作，並沒有證據證明求償人的情形比較嚴重；又輪值塞車路線

一事，因考量求償人為老手應可習慣，故不認為應將之評估為事件。 
另外，關於販售回數票等的業務活動，因求償人成績優異，故不算是事件。 
並且，[X-1]年 10 月的乘務 8 小時前被通知飲酒禁止一事，此預防酒駕對

策，是針對全體司機的通告，而求償人卻以此表示難以解除壓力，而認為其

屬職場上的心理負擔這一點無法令人認同。 
(a) 關於上述(1)～(4)所描述之發生事件，觀其所伴隨之心理負擔強度，敘

述如下。 
(1)中 H 大學校區內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以及被取消無事故表揚之事件與

(2)中被懷疑偷竊接送巴士費用之事件，屬於「有關公司發生的事故(事
件)被追究責任」，各平均強度為「Ⅱ」，(3)中因巴士的回數卷銷售業

績為第一名而受到閒言閒語之事件，屬「與上司發生糾紛（trouble）」，

平均強度為「Ⅱ」，(4)中受到同事 I 司機的欺侮一事屬「與同事發生

糾紛（trouble）」，平均強度為「Ⅰ」。 
(b)其次，由修正心理負荷強度之觀點討論之。 

i. 有關(1)中 H 大學校區內所發生的交通事故，求償代理人表示，因為

發生事故的對方是公司的客戶，所以儘管求償人並沒有過失，還是被

要求以各自承擔一半過失而和解了；也說修理巴士與對方的車（BMW）

所需費用皆由公司的保險金全額負擔（同時指出這件事對有強烈責任

感的求償人而言造成一定程度的精神負擔）。又因為屬物品毀壞事故，

其被要求負擔一半過失責任，以及被 G 代理所長責罵說「根本不見你

有反省的神情」，除此之外，並沒有被追究其他責任，故不認為其強

度需要上修至「Ⅲ」。求償代理人表示，儘管向來這種不需要警察來

處理的交通事故，都是由司機自認倒楣賠錢解決，關於失去無事故表

揚的機會，正因為 G 代理所長向總公司報告此一事件；而原 F 同事也

大致敘述說這樣的內容。推測有關此事件不是自己賠錢而被上報到公

司致需由公司保險來處置，造成失去了無事故表揚的條件之結果，因

此可判斷 G 代理所長是有意讓他不快（原文意指故意讓人不好過，招

惹人）且將交通事故的責任歸屬在其身上也不適當。 
ii. 在(2)中被懷疑偷竊接送巴士費用之事件，求償代理人說，儘管求償

人當日結算之時有將金錢交給事務負責人，但竟在一個月後，於其他

同事前遭 G 代理所長責問說「那些錢去哪裡了」「一個月前的事給我

想起來」「你偷走了吧」，之後雖然查明了事務那邊的人有收到款項，

但是（G 代理所長）也只說「沒事了。沒事了。」並沒有道歉，也沒

有試圖恢復求償人的名譽。並說其於[X-3]年亦因同樣的事被懷疑過，

可以充分察覺到求償人所累積的精神緊張及壓力。關於此件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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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償人之妻於筆錄中所言，「因為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事了，我先生

他沒法馬上想起來，結果大約過了一個星期，他終於想起來已經交給

事務負責人，而去向代理所長報告時，對方好像只回他一句『好了啦』

的樣子」。而筆錄中 G 代理所長則敘述，為了查明求償人是否有繳交

當時負責收取的金額，透過事務員，也向求償人確認過兩次，回答則

是已經交給在辦公室的人了，也因此確認過保險庫中，現金便放在手

提保險箱與文件之間等等，雖然兩造說法各異，但都沒否認發生過該

事件。綜觀上述，求償人在無辜的情形下於其他同事面前被懷疑，而

且約一週後才終於想起事實經過，可想而知其當初承受相當程度之精

神負荷；然就結果而言，求償人想起來了，現金也找到了；而且，如

其同事 E 說「之後才聽求償人說了發生過這種事」還有原同事 F 說「我

也曾遭遇過這種事」，因此不認同有如求償人認定般在司機同事之間

名譽大為受損這麼嚴重，於是也不認為需要將強度修正至「Ⅲ」。 
iii. (3)中「與上司間的糾紛」，有關發病前六個月以內，對於其巴士的

回數卷銷售業績為第一名，除遭到代理所長閒言閒語外，並沒有具體

的事項，只有此項，必須將強度下修為「Ⅰ」。 
iv. 在(4)中「與同事間的糾紛」，不認為有特別修正的必要。 

(c) 討論有關伴隨發生事件所產生變化之檢討觀點。 
關於本件疾患發病前六個月之間上班時間之外值勤，觀察其工作情

形，因為是依據求償人的記憶所述，雖事實不儘全然如其所述，但多

少可見其也有睡眠時間只有 4～5 小時的日子，可認定其從事例行性的

長時間勞動。 
又，針對同事招惹他一事，雖有去向公司申訴請求制止同事行為，但

公司沒把他當一回事，而關於其他發生的事情也是，因為當事人 G 代

理所長實為公司的實際營運負責人，於是我們認為公司對於這種種事

件並沒有提供公司的支援做出處理。 
根據上述內容，關於伴隨事件的變化，可特別評估為屬嚴重的情形。 

Ｃ. 總括上述全部，對請求人而言，因例行性的長時間勞動所造成持續性工作

上的心理負荷，加上持續地與上司的關係不佳，還有因公司所發生之意外被

究責等複數發生事件，而更加重其心理負擔；另一方面，公司針對緩和這些

心理負荷的支援及協助並不充足，總和這些心理上的負擔，判斷其達到的強

度足以造成求償人的精神疾患發病之危險。 
一方面，觀察工作外的心理負擔以及個別因素等，認為並沒有特殊的地

方，依判斷指針之思考模式作一綜合性判斷，認定與工作相關之發生事件所

造成之心理負擔，成為本件精神障礙的有力原因。 
- （４）如前述，認同求償人的發病為 X 年 3 月左右因工作因素導致本件精神障礙，

監督署長對於求償人所提出休業補償所做的不給付處分並不適當，必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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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0 
事件編號等 
平成１８(2006)年勞第２０６号（業務內外關係）・取消 
 
概要 

認定從事例行性長時間工作的求償人其「精神性障礙」之發病為工作因素，並取

消原處分之案例。 
 
要旨 
 
１ 事案的概要及經過 

求償人以其因工作因素導致發病，並向監督署長要求療養補償給付；而監督署長

不認同求常人之疾病為工作因素導致，做出不給付處分。 
 
２ 本審查會之判斷 
（１）有關求償人之發病，由醫學證明判斷出其於 X 年 12 月左右發病，病名依 ICD-10

分類屬「F4 精神性障礙」（以下稱「本件疾患」），本會認同此為妥適判斷。 
（２）類似本件疾患之精神障礙的發病中，其多與場合、原因及環境因素（身體、心

因）等複數病因有關。關於此，勞動省（現厚生勞動省，以下相同。）1999 年

7 月 29 日在「關於精神疾患等職災認定專門研討會」所發表的報告書中（以下

稱「報告書」）採用了與精神疾患成因相關的「壓力—脆弱性」理論（因環境

因素所導致壓力【心理的負擔】的強弱與個案的反應性、脆弱性強弱之間的相

關，將決定是否會在個案的精神上產生危害），因此很明顯的要判斷精神疾患

是否與職業因素有關，便需將「工作產生的壓力」與「工作之外的壓力」、「個

別因素」等做一綜合評估；同時為了客觀評估各種壓力的強弱所做的「壓力評

估表」等也是具體的標準；勞動省勞動基準局長也以上述的報告書為基準，訂

定了一套「因心理負擔導致的精神疾患與工作相關之判斷指標」（1999 年 9 月

14 日基發第 544 號。以下簡稱「判斷指標」）。 
該判斷指標以最新精神醫學的專門知識為基準，本審查會考慮其制訂過程，

認為有其適用性。 
判斷指標的考量方向及評估方法大致如下。 
(a)首先，需判斷精神疾患有無發病、發病時期以及疾患的名稱。 
(b)在評估可能影響該精神疾患發病的「工作產生的壓力」，原則上，該精神

疾患發生前約六個月內與工作相關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同類型的勞工會如

何看待此事件，應以上述兩點為觀點作一客觀評估。 
此狀況下，將該發生事件用「壓力評估表」（判斷指標上為「心理負擔

評估表」）分類，掌握與該發生事件相對應的平均強度（Ⅰ、Ⅱ及Ⅲ），

再以此為基準，評估之後的個別事例之壓力強度是較強或者較弱（若背景

為在常態中長時間工作，其評估認定的強度則為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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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壓力強度各自的含意為，「Ⅰ」是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非為一

般狀況的壓力。「Ⅲ」則是在人生中極不易經驗到的強大壓力，而「Ⅱ」

則是介於兩者間的壓力。 
(c)並且，也須評估該發生事件之後續，還有伴隨該事件而產生的變化（勞動

的長時間化、工作上質、量的變化、責任的變化等）所導致壓力的加重或

緩和。 
(d)綜上所述，再客觀地審視該事件所產生的壓力，是否也會引起同類勞工發

生精神疾患的危險性，對此做一判斷。 
(e)在認定其為工作外因素所產生壓力時，也須考慮是否評估強度、並判斷其

起因有無與工作因素產生關連。 
(f)關於個案的脆弱性，也須由過去病史、生活史、酒精成癮、性格傾向等作

一精神醫學上的判別。 
（３）在此以判斷指標的思考模式做出對本案的探討如下。 

Ａ. 關於求償人於發病前約 6 個月間，與工作相關發生事件之情形，據其使用

者提出申述書所載，求償者於 X 年 11 月 4 日由 A 地的路線變更為 B 地路

線，而依照電話記錄上，總公司人事主管表示：「B 地路線要比 A 地路線

增加更多配送對象，一般而言是 7、8 件，有時候達 10 件之多，因為 A 地

路線的量販店大約只有兩件，所以配送對象還增加滿多的。雖然我覺得換

成路線後，比起 A 路線工作量是增加了，但我想關於上班時數這部分，下

班時間（跟先前比）並沒有差很多，我想是比 A 地路線還短程一點。」因

此，以下就此發生事件做有關心理負擔的討論。 
(A) 此事件中，本會認定其符合心理負荷評估表之具體發生事件的「調職」

及「工作內容與工作量發生重大變化」兩項，兩者平均心理負擔強度

皆為「Ⅱ」。 
(B) 由修正心理負荷強度之觀點討論之，從職務變化程度來看，雖然不認

為有特別需要修正的地方，但在本件中，發病前一個月間的上班時間

以外值勤時數為 91 小時 12 分鐘；變更路線之後，即發病前二個月整

月間則是 153 小時 04 分，所以發病前這兩個月之間平均時間為 122
小時 08 分。發病前 12 個月之間每月平均的上班時間以外值勤時數為

117 小時 18 分，本會認為發生事件前開始便已從事例行性長時間勞

動。前句所述之加班時間，雖以所定之休息時間為 1.5 小時來加以計

算，但求償人在公開審理席上描述，其休息時間不固定，只能在便利

商店買能邊開車邊吃的東西；而由行車紀錄器(tachograph)觀察也沒有

明確的休息時間，所以想必也沒法取得所定的休息時間，於是實際上

應有多於前述加班時數的可能性。而長時間工作一般可能會導致準精

神障礙之形成，在本件中，確認事件的背景為例行性的長時間勞動，

於是判斷上記(A)之心理負擔強度有必要上修至「Ⅲ」。 
(C) 討論有關伴隨發生事件所產生變化之檢討觀點。依心理負擔評估表之

「工作時間等之變化」，求償人的所定外工作時數於事件後也增加不

少，公司也受到監督署的長時間勞動之改善指導，「公司採取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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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內容、實施時期等」，雖公司回應了求償人之控訴而在 X 年 11
月 4 日改變配送途徑之路線，但長時間勞動仍未獲得改善。 

(D) 關於例行性長時間勞動方面，求償人曾向公司要求 A 路線至少要有 1
人或 2 人來與之輪替（rotation），而在 X 年 1 月含求償人在內共 3 人

輪流之前都是他一個人負責的，而使用者申述書也載出，因長期的司

機人數不足，上班時間之長也造成他認為比起上班甚至寧可辭職。 
最後甚至，有時求償人於 A 地路線出車時，停在停車場在車上假寐，

隔天就這樣繼續出車，本會認為沒有良好的睡眠品質也造成難以疲勞

恢復的情形。 
由這些事情看來，本會不認為公司有為了改善例行性長時間勞動作

出充分的支援。 
Ｂ. 綜合上記(A)～(D)，根據本件疾患發病前約六個月期間工作相關發生事

件，為求償人帶來的心理負擔，客觀而言，認定其是具有導致精神障礙發

病危險的強度。 
Ｃ. 觀察工作外的心理負擔以及個別因素等，並沒有特出之處。 

- （４）如上所述，本會認同求償人因工作造成的心理負擔，其強度導致有精神障

礙發病之危險；另一方面，並不認同為工作外因素所致，所以確認本件疾患為工

作因素導致，因此，也認為監督署長對求償人所做不給付療養補償之處分有失妥

當，必須取消。 
 



 

 145 

安大略省對職業病的定義 

職業病涵蓋: 

(1)一種源自暴露於某種物質，例如化學品(chemicals)、粉塵(dust)、煙霧(fumes)

或病毒(viruses)等的疾病，該物質與工作中的特定程序或業有關，例如，石棉症

(asbestos)與暴露於空氣中的石棉(asbestos)有關。 

(2)特殊工業過程、行業或職業特有的疾病，像是採礦可能會導致手臂振動症

狀 (Hand Arm Vibration Syndrome) 。 

(3)在醫療條件下，工作場所安全與保險局（ WSIB ）認為接觸到的物質條

件，因為可能導致職業病的情境。 

(4)工作場所安全與保險法(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附表 3 或

4 所提到的疾病。(附表如下) 

如果你遭受到與工作有關的事件而受傷，並且被認可為職業病，則 WSIB 將

支付給您賠償金。WSIB 一個特殊單位稱為職業病和倖存者津貼計畫(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Survivor Benefits Program)專責職業病的索賠。 

為何列出來的疾病是重要的? 

該國附表 3 列出了三十種 WSIB 會進行賠償的疾病，若你能證明罹患這類疾

病，並且證明你在疾病旁列出的歷程中工作，WSIB 便會進行賠償。若 WSIB 或

你的雇主證是這個疾病並非因工作而起，則你將不會接受到賠償。例如，WSIB

或雇主可以抗辨暴露於特定物質的時間不夠長到足以致病，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像是抽煙造成了這種疾病。 

該國附表 4 僅包含三種疾病。若要獲得 Schedule 4 表列疾病的賠償，你僅需

證明你罹患了這類疾病，並且指出你受僱於表列的工作歷程之中，即可獲得賠償。 

不在列表中的疾病又如何呢? 

WSIB 已發展出政策準則，來決定與一些其他職業病有關的索賠(例如，在鈾

或金礦間的肺癌) 

附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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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準則，都規定了接觸特定物質的最低時間，諸如輻射或砷，而第一

次暴露和診斷出疾病之間的時間稱為潛伏期。這個最低時間的條件必須被滿足，

才能獲得賠償。 

若你的索賠並未符合準則中對於最低時間的要求，或是缺乏與特定疾病和職

業暴露有關的準則，則 WSIB 會根據事實以及證據來決定索賠的結果。WSIB 的

決策者將會回顧你的醫療人員、在工作中的暴露、最新的醫療和科研訊息，以及

可能和工作不相關的因素。 

  WSIB 最終將決定工作場所暴露對於你的疾病發生，是否是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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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略省職業病表 3 與表 4 之疾病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ONTARIO REGULATION 175/98 
GENERAL 

SCHEDULE 3 
OCCUPATIONAL DISEASES 

 欄 1 欄 2 

   疾病描述 過程 

   中毒及其後遺症    

1. 由砷 
By arsenic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砷，砷製劑或砷化合物過程 

2. 由苯 
By benzene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苯的過程 

3. 由鈹 
By beryllium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鈹，鈹的籌備工作或鈹的化合

物的過程 

4. 由銅、鎳或鋅 
By brass, nickel or 
zinc 

任何涉及暴露於銅，鎳或鋅熔化或熔煉的過程 

5. 由鎘 
By cadmium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的鎘，鎘籌備或鎘化合物的過

程 

6. 由二氧化碳 
By carbon dioxide 

任何涉及暴露於二氧化碳的過程 

7. 由二硫化碳 
By carbon 
disulphide 

任何涉及接觸二硫化碳的過程 

8. 由一氧化碳 
By carbon monoxide 

任何涉及接觸一氧化碳的過程 

9. 由氯化烴 
By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任何涉及暴露於氯化烴的製造或使用的過程 

10. 由鉻 
By chromium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鉻或鉻化合物的過程 

11. 由鉛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鉛，鉛製劑或鉛化合物的過程

附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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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欄 1 欄 2 

By lead 

12. 由汞 

By mercury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汞，汞製劑或汞化合物的過程

13. 由硝基或氨基酸

衍生物的苯，酚或

其同源 
By nitro- or amino- 
derivatives of 
benzene, phenol or 
their homologues 

任何涉及使用或接觸硝基或氨基酸衍生物的苯，酚

或其同源生產，搬運的過程  

14. 由氮氧化物 
By oxides of 
nitrogen 

任何涉及暴露於氮氧化物的過程 

15. 由磷 
By phosphorous 

任何涉及接觸或使用磷的過程 

   來自生物媒介的疾

病 

Diseases from 
Biological Agents 

   

16. 炭疽(病) 

Anthrax 

處理的動物和動物的各部分或任何其他暴露或感染

炭疽病的過程。 

17. 結核病 
Tuberculosis 

任何受僱於醫療保健設施、實驗室中所界定的實驗

室和標本採集中心，其中有一個已知可能會有接觸

到的結核病或結核菌的風險。 

   來自物理媒介的疾

病 

Diseases from 
Physical Agents 

   

18. 黏液囊炎 

Bursitis 

任何涉及不變或長期摩擦或壓力囊的過程。 

19. 感染性水泡 
Infected blisters 

任何涉及到摩擦皮膚造成感染的過程。 

20. 腱鞘炎 
Tenosynovitis 

任何涉及四肢持續或反复肌腱損傷的過程。 

21. 降壓病：減壓病包括 任何涉及工作壓縮或解壓縮空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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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欄 1 欄 2 

沉箱病 

Dysbarism: 
decompression 
sickness including 
caisson disease 

22. 任何接觸到的 X
射線，鐳或其他放

射性物質的疾病 

Any disease due to 
exposure to X-rays, 
radium or other 
radioactive 
substances 

   

   呼吸系統疾病 
Respiratory Diseases 

   

23. 哮喘 

Asthma 

任何涉及暴露於致敏印刷業的過程 

24. 矽肺病 

Silicosis 

任何涉及接觸結晶矽的過程 

25. 其他矽肺或石棉

以外的肺塵病

Pneumoconioses 
other than silicosis 
or asbestosis 

任何涉及塵埃有關暴露的過程 

   皮膚及眼睛疾病 

Skin and Eye 
Diseases 

   

26. 過敏性接觸皮膚炎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任何涉及接觸到皮膚過敏物的過程 

27. 皮膚或角膜潰爛 

Ulceration of the 
skin or cornea 

任何涉及使用，處理，或接觸焦油，瀝青，瀝青，

礦物油或石蠟或任何化合物，產品或殘留的這些物

質的過程。 

28. 角膜和視網膜炎 

Photo 
keratoconjunctivitis 

任何涉及長期或激烈的紫外線或紅外線照射，包括

天然氣或電弧焊或使用激光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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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欄 1 欄 2 

and photo retinitis 

   Cancer    

29. 上皮（皮膚）癌 

Epitheliomatous 
(skin) cancer 

任何涉及使用或處理瀝青，瀝青，礦物油或石蠟或

任何化合物，產品或殘留的這些物質的過程。 

30. 鼻竇或鼻腔的原

發癌 
Primary cancer of 
the nasal cavities or 
of paranasal sinuses 

冶煉或精煉鎳等生產行業 

O. Reg. 444/01,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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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4 
職業病 

OCCUPATIONAL DISEASES (DEEMED UNDER SUBSECTION 15 (4) 
OF THE ACT) 

   欄 1 欄 2 
   疾病描述 過程 
1. 石棉沈滯病 

Asbestosis 
涉及新一代空中石棉纖維之採礦，銑削，製造，

組裝，建造，修理，改造，維修或拆除的過程

2. 腹膜皮胸膜的原發

性惡性腫瘤 
Primary malignant 
neoplasm of the 
mesothelium of the 
pleura of 
peritoneum 

涉及新一代空中石棉纖維之採礦，銑削，製造，

組裝，建造，修理，改造，維修或拆除的過程

3. 鼻竇或鼻腔的原發

癌 
Primary cancer of 
the nasal cavities or 
of paranasal sinuses 

在公司中的銅廠的任何過程工作者。 

4. 鼻竇或鼻腔的原發

癌 
Primary cancer of 
the nasal cavities or 
of paranasal sinuses 

1996 年 1 月 1 日後 Port Colborne 淋濾、鍛鐃、

和燒結部門的任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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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略省 Decision No. 1785/05 
Decision No. 1785/05 

副主席: Kenny 
判決 — July 27, 2006 

中立引文: 2006 ONWSIAT 1666 

壓力、心理—騷擾(Stress, mental – Harassment) 

由於年齡相關的視力問題導致工作品質不佳而造成心理障礙-工作者之主管對其

監督、降級、督導等行為，都在與工作有關之正常行動範圍內-主管的一些不適

當的言論並不構成突如其來、非預期的創傷事件-因此工人並未有壓力相關殘疾

的索賠資格。 

此一案例中的工作者是一名焊接工，他從 1995 年開始就為他的老闆所僱用。他

在 2001 年 1 月停止工作。工人決定提出上訴其聲稱被其主管所騷擾，但結果是

上訴的決議否決了工人的壓力相關殘疾的求償權利。上訴被駁回。 

在 2001 年 6 月工人罹患了心理障礙後便停止了工作。他被診斷出罹患了重度憂

鬱症(major depression)以及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在 2001 年 1 月的前兩年，對這名工人而言是相當有壓力的。因為這名工人罹患

了 眼 疾 ， 這 個 眼 疾 被 診 斷 為 與 年 齡 相 關 的 黃 斑 退 化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這名工人心理疾病的主要源頭在於他無法在工作上表現得如他罹

患眼疾之前一樣好。他已不再能夠履行身為一個焊工所應做出的工作品質。這名

工人收到了焊縫不合格的警告：他將可能失去焊工的工作，不論誰是他的主管皆

是如此。 

工人的壓力因主管的行為而更為加重。然而，主管的許多行為被這名工人認為是

一種騷擾。但實際上工人主管之監督、降級及督導工人等行為都是在與工作有關

之正常雇主行動範圍內。 

儘管主管確實措辭不當，一是關於工人的妻子，而另一則是誇大了在 2001 年 4

月可獲賠事故的影響。但這些評論並未構成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附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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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或是委員會政策(Board policy).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因此工人並未

擁有因心理障礙而獲賠的資格。  

法庭決定審議(Tribunal Decisions Considered) 

 Decision No. 757/04 (2005), 76 W.S.I.A.T.R. (online) consd  

職業保險法審議(Workplace Insurance Legislation Considered):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S.O. 1997, c. 16, Schedule A  

 s. 13(1)  

 s. 13(4)  

 s. 13(5)  

法庭指示和準則審議(Board Directives and Guidelines Considered): 

 Operational Policy Manual  

 Document No. 15-02-02 (May 24, 2002) (since superseded)  

決策表的內容(Decision Table of Contents): 

原因 

 序論 

 議題 

 工人的工作史 

 從 2001 年 1 月到 5 月工人的工作 

 從 2001 年 4 月 30 日受傷後，工人從回工作崗位  

 證詞 

 工人的醫療狀況 

(a) 工人的眼睛 

(b)工人的顏面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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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人的心理狀態 

 (viii)法律及委員會政策 

 (ix) 發現 

 處置 

工作者對壓力相關殘疾的求償權利遭到 Appeals Resolution Officer 否決，因此向

WSIAT 上訴。  

2006 年 1 月 27 日。法庭— 

 

原因(REASONS) 

(i) 序論(Introduction ) 

[1] 工人在 2001 年 1 月 8 日離開了工作。離開工作當天，他告知委員會他受夠了

主管的騷擾--他相當不安，不覺得自己應該忍受這種待遇。他告訴委員會，他的

僱主對他生氣，因為他無法再焊接但雇主卻仍支付他焊工的工資去做勞工的工作

[譯者註：焊工工資比一般勞工高]。他告訴委員會，眼科醫生向他表示，他不能

焊接是因為他的眼睛。 

[2] 在離開工作後，工人被診斷出罹患了憂鬱症與廣泛性焦慮症。他的心理醫生

表示，這名工人的問題乃是起因於「工作相關的壓力」，並且表示這名工人相信

他遭受到主管的騷擾至少持續了 18 個月。 

BEFORE: M. Kenny, Vice-Chair 

HEARING: September 27, 2005 at St. Catharines, Oral  

DECISION(S) UNDER APPEAL: WSIB ARO decision dated February 25, 2004  

 

APPEARANCES: 
 

For the worker: E. Critelli, Consultant 

For the employer:  L. Brown, Office of the Employ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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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名工人停止工作時，已經 61 歲。他為僱主工作了大約 4 年的時間，從 1995

年到 2001 年。  

[4] 這名工人從事焊工工作已超過 20 年。他做過多種類型的焊接，令人印象深

刻。雇主認為工人 「可靠且有良心」， 在 1999 年前，總能做出高品質的焊接。

然而，無庸置疑的是，當工人視力退化並影響了他的工作時，雇主在他離職的前

兩三個月將他調離了焊接工作。 

[5] 雇主代表認為，工作表現乃是工人和其主管衝突及緊張的主要因素，並且沒

有任何被工人知覺為「騷擾」的主管行為構成了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S.O. 1997, c. 16, Schedule A (WSIA)的第三章所提及的「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

創傷事件」。代表認為，就算事實是工人所指稱的那樣，主管的行動仍屬於 「工

作功能之一部分」(part of employment function)，因此工人在 WSIA 下並沒有索賠

的權利。 

[6] 工人代表認為工人有資格獲得創傷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因為他遭受到職場

上多重創傷事件累積效應的心理傷害，特別是主管的言語辱罵以及主管的監視行

動造成了工人現在的心理狀況。她提出，工人所遭受到的可以說是一種創傷，而

且情況符合委員會設立的多重創傷事件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的賠償資格標

準。 

(ii) 議題(The Issue) 

[7] 在 WSIA 下，有求償權利的人，是在工作中遭受到心理傷害者。然而，在

WSIA 的 section 13(4)闡明，除了 section 13(5)規定者外，心理壓力是沒有資格獲得

賠償的。Section 13(4) and (5) 聲明： 

13(4) ：除了在 subsection (5)所提及的；工人在保險計畫下，心理壓力是沒有求償權利的。 

13(5)：當心理壓力是對來自工作中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之嚴重反應時，工人是有資

格獲賠的。然而，當心理壓力是導因於雇主在工作上所做的決定或是行動，則工人是沒有求

償權利的；決定包含了工作或是工作條件的轉變、訓誡工人或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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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這個案例下待決定的議題 (The issues to be decided in this case are): 

1. 2001 年 1 月 8 日離開工作時，是否為心理狀態的障礙所苦？ 

2. 否是發生在某些職場傷害歷程，或是來自非工作事件，或者工作者本身的歸

因/知覺？  

它是否是對「職場中突如其來且非預期創傷事件的嚴重反應」(這種類型的心理

壓力，根據 section 13(5)可以獲得賠償)，或者是它是否來自職場中僱主所做之與

工作相關決定所引發的心理壓力，像是工作或是工作條件的轉變、訓誡工人或是

解僱(這此種情況下，根據 WSIA 的 section 13(4) and (5)是沒有權利獲賠的。 

(iii)工人的工作史 (The Worker’s Work History) 

[9] 此一工人在 1995 年開始為這位僱主工作。大約在三個月後，這位後來被工人

指控騷擾之主管(主管 A)，還曾經在推薦信中寫到「此名工人是一可信且認真的

人，總是表現出樂在工作的樣子」。 

[10] 這名僱主在 1997 年再次僱用了這名工人。它從 1995 年 5 月為這位僱主工作

到 6 月。之後，再從 1998 年 11 月為其工作到 2000 年 11 月。 

[11] 第一次與工作表有關的書面警告是出現在 1999 年 2 月的工人檔案中。這個

警告是由主管 A 以及另一位主管簽署的，但沒有工人簽名。在這個報告中聲明，

工人的焊接常常沒有達到僱主的標準，而且工人的行為具有破壞性。報告中「員

工註記」的部分聲明，工作者覺得他難以去維持他的產出，當出錯時他便會感到

沮喪。他也提到他正在戒菸。警告中描述所要採取的行動如下： 

[工作者] 改變他的行為，並令其產出達到他過去可以達成的標準。 

[工作者] 將會監督他，若沒有改善的話，將不允許他再擔任操作機器人或手動焊機的職位。 

[12] 工人描述主管 A 騷擾他的第一次事件，是發生在幾個月後(1999 年 5 月)。主

管 A 將所有的焊接工集合，並告知他們將會有大量的加班。工人表示，主管 A

隨後轉向工人說「不要告訴我你們沒有辦法加班，僅因為你們必須回家並且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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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作愛」。 

[13] 工人陳述，當主管 A 這麼說時他大驚失色。儘管在職場上講髒話並未困擾

他，他自己可能也有講過(如同他個人資料中所載明的)。但主管 A 的言論令他沮

喪，因為這個言論涉及了他的私生活領域，他不了解主管為何能這麼說他的太

太。工人表示他產生了厭惡的反應，但他沒有辦法多做些什麼。隨後，他告訴了

工會代表。工會代表回憶起工人的確有告訴他這件事，並且他向主管 A 提起了

這件事。雖然工會代表無法憶起主管 A 的反應，但他記得主管 A 相當的不開心。 

[14] 工人陳述說，這件事在 1999 年 5 月後被逐步擴大。他回憶，有一次當他正

在操作機器，主管 A 說若工人沒有把事情做好，他們要“slap my pee-pee ＂。這

名工人陳述，當主管 A 這麼對他說時，他感到被冒犯且被侮辱了。工人的工會

代表說，他聽到主管 A 對這名工人這麼說，但他同時也聽到他對其他工人這麼

說。工會代表同意，大部分的工人對此一評論都僅是一笑置之。 

[15] 工人的證詞以及人事檔案皆指出，在 2000 年有幾次主管 A 認為工人做的東

西有問題，但工人認為他自己沒有過失。例如，主管 A 對工人使用切錘來啟動

按鈕表示關切，並認為此舉破壞了按鈕，但工人認為按鈕只是磨損了。主管也認

為，這位工人所負責的焊接工作被客戶退貨，但工人堅持他沒有做那份焊接工

作，他不負責偵察壞焊縫，這些壞焊縫是其他人做的。這名工人陳述，每當主管

A 接近他時，都十分不悅，因為工人並未照主管 A 所想要的方式進行，並且他會

對這名工人大吼。 

[16] 儘管發生了上述事件，在 2000 年 11 月這名工人遇到裁員時，主管 A 仍為

他寫了一封推荐信。主管 A 2000 年 11 月的信中描述，這名工人是一位「有良心

的工作者，並且常表現出樂在工作的樣子」。 

(iv) 這名工人 2001 年 1 月到 5 月的工作 

[17] 工人回憶，他在 2001 年 1 月 25 日再次為這名僱主工作。在返回工作後，他

從事機器焊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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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然而，在 2001 年 3 月，工人從機器焊接被轉調到手工焊接，因為主管 A 認

為工人在機器焊接上的表現讓人不滿意。 

[19] 在 2001 年 3 月 9 日，主管 A 遇到工人以及他的工會代表，討論關於工人焊

接品質的事。會議紀錄(主管 A 寫的)指出，主管 A 對工人的焊接品質表現出關注，

因此工人在 2001 年 3 月 12 日被劃分入手工焊接。紀錄同時指出，主管 A 說他將

密切地監督工人的工作情形，以確保其工作有達到標準。當他陳述時，參加會議

的工會代表表示，他們並未爭議焊接品質的議題，但他們有爭議重新劃分工人要

做什麼工作的解決方法。 

[20] 當他作證，工人宣稱他的眼睛有問題—他看得不是非常清楚，所以他必須花

較常的時間工作。 

[21] 儘管工人被劃分到手工焊接的位子，僱主仍是用機器焊工的薪水聘僱他。 

[22] 工人陳述他已經盡其所能的做到最好了，但主管 A 仍會說他焊接失誤或是

沒有焊接好。工人陳述，他的同事懷疑他做了什麼—主管 A 不在意誰在旁邊，

也不在意工人的感覺。關於被工作品質被關注，工人覺得他的焊接和其他人一樣

好，但他已被告知如果沒有做得更好，他就必須去考慮他還能為僱主工作多久之

問題。 

[23] 工人描述了其他騷擾事件。這些包含了有一次當工人發現他預計焊接的組裝

零件有問題時，主管 A 指控工人的不是。另一事件是當主管 A 叫他不要將飲料

拿回工作崗位(但其他工人都這麼做)；還有一次是，主管 A 叫他不要花太多的時

間在磨小板；另一事件是，主管 A 前來時，一個箱子從工人操作的起重機上面

掉了下來，主管 A 說他要審慎地考慮不要讓工人操作起重機。工人陳述，每當

主管 A 靠近他，都會相當不悅，因為工人並未做主管 A 希望他們去做的事。 

[24] 在 2001 年 4 月 20 日，工人和他的工會代表參與了一個會議，討論主管 A 持

續關注工人的焊接之事。工人指出，他覺得其他員工做出更糟的焊接都沒有怎麼

樣。工會代表陳述，工人的焊接未達標準並無異議。主管 A 提醒工人他將被解

除焊接工作，並將被放到勞工的位置，但他可以持續領焊接工人的薪水直到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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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司(到那時，將會和工會再舉行一次會議)。 

[25] 工人告訴工會代表，若他不能再焊接，不知道怎麼辦才好。工會代表表示，

他告訴工人，公司以及工會委員會將試著不讓工人失去工作。若工人有資歷，有

適合的工作，工人可以轉換到其他工作去。 

[26] 工人表明，他並沒有太多的工作資歷，所以他可能無法到新工作去，除非有

人不要求資歷。然而，他也確實了解到如果他是因為醫療情況而中斷工作，僱主

不能終止其就業。 

[27] 在 2001 年 4 月 20 日的會議之後，工人開始履行勞工一般的義務。他在油漆

線上工作，從事裝配、軸套、打掃和清理等工作。他說，他覺得每一次他回頭，

主管 A 都像在他後面。 

[28] 根據工人太太的陳述以及委員會的檔案，大約在這段期間，主管 A 告訴工

人他不能對非焊接工支付焊接工的薪資水準，並且要考慮他還可以被聘雇多久。 

[29]在 2001 年 4 月 26 日，工人去見他的家庭醫師-Luce，去看他的眼疾。在他呈

給委員會的報告中，Luce 醫師寫到，工人報告出視力惡化的問題，他沒辦法做好

焊接工作，工人並將視力問題歸咎於焊接。醫師對工人症狀的描述是「用眼過度，

視力惡化」，並懷疑這是否為焊接的後遺症。在 2001 年 5 月向委員會呈交了一

份關於他雙眼傷害的報告。 

我是一位焊接工，我已經從事焊接工作 27 年了… 

我已經在 2001 年 3 月會見了我的主管，並告知主管以及工會代表我很難看到焊接的焊縫。

我也告知他們我計畫進行手術來恢復我的視力。 

我相信我的情況是導因於許多 arc flashes，它們使我在亮光呈現時失去聚焦的能力。 

[30] 因此，工人向委員會報告他眼睛的狀況，說他在 2001 年 3 月時，因為視力

的惡化在焊接上發生困難。當工人在 2002 年去會見心理醫生 Dr. Dermer 時，Dr. 

Dermer 報告出，工人說在 1999 年 10 月他在焊接時難以看到接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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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 2001 年 4 月 30 日，當工人以勞工的身份在油漆線上工作 時，130 磅重

的 trailing arm 擊中他右側臉的嘴巴以上。在醫院，醫生說沒有喪失意識，亦沒

有外部割傷，但工人說他的右臉頰/鼻子有些麻木。醫生診斷其為「軟組織損傷」

並且指出完全康復需要一到兩週的時間。工人的家庭醫師在同一天看了工人。他

同樣地指出需要約兩個星期左右才能才傷害中復原。他指出，若工人現在回到工

作崗位，他應當遵守「不提重物」之醫療限制。 

(v) 在 2001 年 4 月 30 日後工人回到工作崗位 

[32] 2001 年 4 月 30 日到 5 月 14 日工人離開工作。 

[33] 在 2001 年 5 月 7 日，主管 A 要求工人說明他的醫生所描述的醫療限制，以

便雇主可以安排工作。 

[34] 在 2001 年 5 月 11 日，工人對委員會的索賠評判員說話。在那段時間他報告

出他仍然感到頭暈，但頭暈減輕了。他說他沒辦法快速的轉頭或抬重物，因為這

導致頭暈增加。他指出他已經告知僱主，他們將提供他合適的工作(不焊接、不

抬重物的工作限制)。 

[35] 工人告知委員會，他有信心雇主能找到適合他的工作。他說雇主願意合作，

他不預期會有任何問題。然而，幾天後他回到工作崗位時，他告訴委員會由於頭

暈和頭痛增加了，他無法繼續工作。 

[36] 根據工人的說法，當他回到工作崗位後，他被放在油漆線上，但當一個機軸

被扭曲後，他被調離了那個位子。工人說，主管 A 希望他去清掃樓梯，但他告

訴主管清掃樓梯他會頭暈。根據工人的說法，主管 A 告訴工人所有他得到的只

是“little bump bump.＂ 工人說，主管 A 在其他同事面前這麼說，這令他覺得自己

像是個大嬰兒一般。工人也說，主管 A 同時表示工人在耍賴，並說在 4 月 30 日

的事件後，工人並無大礙。主管 A 表示他不知道還有什麼工作可以給這位工人

做—他找不到付給他這些薪水的正當理由—但這位工人想怎樣就怎樣。 

[37] 在 2001 年 6 月 1 日，工人在 Regional Evaluation Centre (REC)受檢測。REC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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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人有位置性眩暈，要康復得等一到兩個月。在過渡期間，REC 的評估者認

為讓工人在線上工作，周圍都是一些快速移動的物品，這對工人而言是相當不安

全的，因此他們建議他持續對他的限制一個月內「不要突然地頭部移動」，但他

們取消了抬重物的限制。 

[38]在 2001 年 6 月 5 日，主管 A 通知了工人以及工會委員會，他們已經能夠預約

到眼科醫師，為工人處理眼睛的問題。 

[39]在 2001 年 6 月 5 日，工人上訴給委員會要求其評判，他認為僱主騷擾他。他

們不相信他是那麼地嚴重，並且他們不相信 4 月 30 日的事故重大到足以引起這

種損傷。評判者(adjudicator)建議工人，委員會可以提供各方調解，但工人並不想

這麼做。她同時也告知工人他的限制將在 4 週後結束，且她詢問工人當他不能焊

接的這 4 個星期結束後，會怎麼樣? 工人說他並不知道。 

[40] 在 2001 年 6 月 7 日，工人會晤了眼科醫師 Dr. Inch。Dr. Inch 紀錄工人對他

的視力是如何、何時變得模糊不清、無法看見焊縫之關切。Dr. Inch 指出工人已

有眼鏡在矯正遠視，這個問題並不會由焊接所造成。 

[41] 工人的證據以及工人的個人資料紀錄指出，在工人工作的最後一個星期的期

間，主管 A 分派工作給工人，似乎是在配合工人的醫療限制，但工人覺得就他

目前的症狀而言，這些工作並不適合他。同時也有證據顯示，主管 A 告訴工人，

在工作期間使用手機是不可接受的，在午休開始前早點洗碗…等等。但在每個例

子中，工人都覺得指責是沒有道理的。 

[42] 根據工人的陳述，在 2001 年 6 月 8 日，主管 A 將他分派到油漆線上工作。

在中餐之後，主管 A 要求工人去撿起油漆線下的硬紙板，並去清整個商店、開

始出貨。然而，當主管 A 晚一點看到工人正在出貨，他詢問工人他在四處張望

些什麼，工人告訴他，他沒有四處張望。主管 A 就說「哦!」工人說他去向工會

代表說這件事，希望能不再遭到主管 A 的辱罵，或者在商店中不斷被其監視。

在這件事後，工人回家生病了，並且未再回到工作崗位。 

[43] 工人作證表示當時他有告訴工會代表發生了什麼事，但是工會代表告訴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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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的工作就好，A 主管不會再監視他。 

[44]工會代表作證表示，當那個工人停止工作時已經是處於崩潰的狀態。代表表

示無論是精神上或身體上，工人都不再是過去的那個人了。代表表示，工人過往

是一個相當樂觀的人，但他漸漸變得容易激動及憂傷。他說他在工人在公司工作

的後兩年發現這個改變 

(vi) 證詞 

[45] 除了上述所描述的事件，工人描述主管 A 的行為是如何讓他感到不適當。

他陳述主管 A 總說他做的不好。他說主管 A 不斷地騷擾他，讓他感到十分地不

安全，而且每況愈下。他說主管 A 點明他有精神崩潰。他證明他從喜歡工作到

無法工作，並失去許多個人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 

[46] 當他被詢問有關焦慮和其眼睛問題的關係時，工人表示他已經計畫持續他的

工作到完全無法做，並且他完全沒有想過在他無法焊接之後，他會做什麼。他說，

在他和工會代表談過之後，他想工會會確保公司在他無法焊接後，提供他某些工

作，但他承認他知道一旦無法再焊接，他將被支付他從事的其他工作的工資。 

[47] 工人表明，在他停止工作之後，並未試著去找工作。他說，他整個自尊都被

剝奪了，並且不再擁有全職的工作了。他描述，從他為僱主工作開始，他便經驗

到情緒問題及財務壓力，這都該「感謝」公司和主管 A。他申請並領取了加拿大

退休金計劃傷殘補助金。 

[48] 工人的太太描述，在 1999 年後工人的狀況便改變了。她描述 1999 年之前，

他們有快樂的婚姻及活動，工人是一個樂觀風趣的人。她說她的先生有一個不錯

且體面的工作。她回憶到，工人會在 5 點左右起床，在 7:30 出門上班，並且在

他工作回來之後都是相當愉快的。她陳述，她發現在工人受到顏面傷害的前幾個

月發生了一些改變。她回憶，在 2001 年 2 月和工人散步時，他忽然開始哭泣。

她說工人告訴她關於工作時遭受到的某些對待。她說，在那之前，只有他家庭成

員死亡她才看他哭過。在那之後，工人開始晚起，當他回家後也變得不太一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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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她回憶，他去會晤了 Dr. Robertson，以了解雷射手術的可能性。根據工人的

行事曆，這發生在 2001 年 3 月 15 日。據她了解，醫生發現在工人的眼睛裡有鋼

刨花，這意味著他不能進行雷射手術。工人的妻子描述，工人是如何告訴她主管

A 在工作上的挑剔。她說，在顏面傷害後另一個可怕的事是，工人已不能在自己

的後院走直線了。 

[50] 工人的妻子描述，2001 年 6 月 8 日後工人的行為，以及她們的生活是如何

改變的。這些變化已經產生戲劇性的效果。 

(vii) 工人的醫療條件(The Worker’s Medical Condition) 

(a) 工人的眼睛 

[51] 在工人停止工作後，他會晤了眼科醫師 Dr. Lennox.。根據 Dr. Lennox. 的報告，

工人眼睛有一些改變(像是早衰和早期核硬化)。Dr. Lennox.認為這干擾了工人的

焊接工作，必須進行白內障手術治療。Dr. Lennox.向工人解釋這些問題並非是他

先前焊接工作所造成的。 

[52] 在接受眼科諮商師 Dr. Parker 的意見後聲明，工人的眼睛問題和焊接工作之

間是沒有關係的。因此，委員會拒絕了工人對於眼睛問題的索賠。 

[53] 在 2001 年 8 月，Dr. Parker 表明他相當地懷疑在工人的這種年齡，其在視網

膜上可能會有一些改變，這可能會造成他在遭遇強光時視力變得模糊--但這和工

作環境並沒有關係。 

[54] 在 2002 年，工人被診斷出罹患了年齡相關的黃斑病變(一種年紀引發的視力

障礙。 

(b) 工人的顏面傷害 

[55] 在 2001 年 6 月 21 日。委員會醫師 Dr. Walker 支持了工人必須避免頭部忽然

運動的建議(REC 的限制建議)；但 Dr. Walker 表示，工人的位置性暈眩診斷，並

不能被接受是和 2001 年 4 月 30 的工作意外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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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委員會賠償工人的收入損失直到 2001 年 5 月 21 日為止。 

(c) 工人的心理狀態 

[57] 工人的家庭醫師 Dr. Luce 在 2001 年 6 月 11 日看完工人後，提交了一份報告

給委員會。Dr. Luce 寫到 

[病人的傷害/疾病史]: 有些工作上的問題是和視力問題以及顏面傷害有關的 –…來辦公室

抱怨被職場中的主管騷擾。 

[先前相似的醫療情況史]: 離開工作之前就崩潰了。 

[症狀與生理狀況]: 情緒化，氣喘和不安，無法應付 

[診斷]: 工作相關壓力反應 

[…當病人返回到工作崗位時應遵守的醫療限制]: 避開工作場所直到壓力相關情境被糾正。  

[58] Dr. Luce 開給工人抑鬱症的藥，並轉介工人給心理醫師 Dr. JohnWright 

[59] 在他 2001 年 6 月的報告，Dr. Wright 描述了幾個涉及主管 A 的事件以及工人

認定的事實，因為他的視力惡化，無法確定他是否能夠回到自己焊接的工作。工

人告訴 Dr. Wright 當他的醫療限制義務解除，而騷擾仍持續著，他必須在 6 月 8

日離開以示抗議。 

[60] 當 Dr. Wright 在 2001 年 8 月再次看到工人時，以 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 (GAF) of 50 為準，將他診斷為「重鬱疾患；廣泛性焦慮症」。Dr. Wright

寫到： 

發生在他身上的職場事件，持續地留在他的心中，並且他無法對任何事感到興趣。他認為可

能的解決方式，就是離開他現在的僱主，因為他不預見自己能夠重返特定的工作環境。他說，

他過去從未有過工作方面的困難、而且認為自己工作得很好，有許多身為焊工的證照。然而，

最近，因為視力的問題他無法繼續過去特定的工作活動，他被給予工廠附近較不艱難的工作。 

這裡需要相當謹慎，因為這種情況並不容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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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隨後來自 Dr. Wright 的報告持續指出工人抱持有以下信念：工作的壓力源迫

使他辭職，並且缺乏解決這個問題的策略，以及財務問題日益惡化。 

[62] 在僱主的要求下，工人進行了獨立的醫療評估。這個評估是由心理醫師 Dr. 

Dermer 在 2002 年 3 月所做的。在會晤了工人以及回顧了工人的醫療史和工人所

描述與主管 A 的互動後，Dr. Dermer 描述了工人的病源如下： 

在病因方面，誘發因素除了擁有強烈滿足及力求完美的需求之外，還包含了持續幾年與主管

有關的緊張。潛在因素方面，除了與廠房主管日益緊張的關係之外，眼睛的問題使他無法表

現地如先前一般。長期因素包含了眼睛問題的不完整治療，缺乏職場衝突的解決方式。 

[63] Dr. Wright 建議工人的治療得加強，以及得到一些輔導。他指出工作場所懸

而未解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工人的進展。 

[64] 工人的工會在 2001 年 6 月 26 日對主管 A 提出了「騷擾申訴」。 工會和雇

主提出了一個解決辦法，但工人沒有簽署它。工人說他並沒有那麼做，因為這會

要求他同意他的傷害是與工作無關的，並且解決的金額是不夠的。當工人沒有簽

署協議的提議，它便被撤回了。 

[65] 在 2003 年 11 月，工人代表告知 Dr. Wright 有關工人遭到騷擾的上訴案即將

舉行。她概述了關於什麼是「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的政策要求，以及

Dr. Wright 先前報告的觀點。她隨後詢問了他的意見。 

[66] 在 2004 年 1 月，Dr. Wright 寫了一份報告，報告中他確認了先前的診斷以及

工人給他的病史。Dr. Wright 證實工人持續在服用抗鬱藥物，並且他財務上的困

難持續惡化，使得他情緒困擾更為嚴重。他亦指出在 2002 年夏天，工人進行了

手術，但療效有限。 

[67] 由 Dr. Wright 所做的 DSM IV 診斷結果和 Dr. Dermer.用 Axis I 做的診斷結果

十分地相似。Dr. Dermer 診斷「重鬱症，首發」，Dr. Wright 診斷為「重鬱症；廣

泛性焦慮症」。Dr. Dermer 發現了一些強迫性人格特質的證據(完美主義)，但不

到人格疾患的程度。Dr. Dermer 和 Dr. Wright 都提及了工人的眼睛問題。並且兩

個心理醫師都評估工人的 GAF 為 50(在他的社交和職業的運作上中度到重度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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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68] 在 2002 年，委員會的心理醫師 Dr. Radziuk 認為工人的情緒狀況「沒有可賠

償的醫療條件」。心理醫師認為 Dr.Wright 的報告指出，工人的情緒狀況似乎是

和工作壓力有關的，但心理醫師聲明他的意見是「不賠償」。 

(viii) 法源與政策(The Law and Board Policy) 

[69] 所有工人認為造成其心理傷害的騷擾之事件都發生 1998 年之後。因此，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適用於工人的控訴。 

[70] WSIA 聲明，能證明其個人傷害是源自於工作過程中之工作者，在此一保險

計劃下是有資格索賠的。 

[71] 在決定心理傷害是否源於工作過程，法庭判決已認定，有許多不同種類的壓

力源可以被認為是「傷害歷程」，而這些傷害歷程會造成心理上的傷害。某些壓

力源是和工作無關的，它們源於非工作事件，並且是工人的個人因素所致。有些

壓力源是發生在工作過程中的—而這些可以是 WSIA 或 pre-1997 Act. 下所定義

的「傷害歷程」。 

[72] 在決定心理狀態是否來自個人的或是工作的傷害歷程，有些問題必須去詢

問： 

1.對一般心理穩定的工作者而言，職場事件是否被知覺成會造成心理壓力? 

2.若是，那麼一般工作者是否會對這類知覺產生心理失能反應?  

[73] 因為這些問題能夠提供工作真實環境以及與環境有關之傷害壓力/風險的客

觀測量，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決定工作相關的傷害歷程是否存在。就如同在 Tribunal 

Decision No. 757/04 [at para. 47]所指出的： 

…因為一個壓力事件中的意外及傷害歷程並非總是可以明確指認出來，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檢驗有助於評估造成工作者殘疾事件的證據。在我們的觀點中，一般工作者檢驗意謂

了在傷害歷程中應該有一些客觀的證據，若僅是以工作者的主觀信念為基礎(即該工作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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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認定該事件乃是在正常工作過程以外)的話，求償權利是不會被允許的。 

[74] 由於 WSIA 在關於賠償資格條款方面，持續延用和 1997 年早期條例相似的

字眼，並且在委員會的心理壓力政策中認為「客觀的創傷」才可能引發求償權利，

這些問題在決定心理壓力是否在工作中形成上，相當有用。 

[75] WSIA 頒布了特定的章節處理心理壓力問題。如前所述，WSIA 的第 13 章聲

明「工作過程中沒有產生對突如其來、非預期創傷事件之嚴重反應之工作者」，

是沒有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的。WSIA 特別聲明，若是因為她/他的雇主所做之與

工作有關之決定或是行動而來的心理壓力，是沒有資格獲得求償權利的，這些決

定及行動包含了調換工作或是改變工作環境的決定、訓誡工人或是解雇工人。 

[76] Board Operational Policy Manual Document No. 15-02-02 (referred to in this decision 

as the Board＇s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描述了可能構成突如其來、非預期的

創傷事件： 

創傷事件可能是源自於犯罪行為、騷擾，或可怕的事故，並可能涉及了造成工作者、工作者

的家庭成員或其他人實際或死亡威脅或嚴重傷害。在所有的案例中，事件都必須是發生在工

作過程中的，並且是 

 可明確且準確辨識的  

 客觀創傷 

 在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或一般就業及工作環境中是非預期的.  

[77] 委員會的創傷心理壓力政策(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給予了一些可能是

突如其來、非預期創傷事件的例子。這些例子當中包含了目睹了可怕的意外發生

或者是正成為人身暴力或死亡威脅的對象。至於騷擾部分，政策規定： 

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包含了  

 成為騷擾的對象，包括身體暴力或暴力威脅(例如，從辱罵到身體上的虐待)  

 成為騷擾的對象，包括被放置在一個可能會有生命威脅或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境之中。 

[78] 委員會的創傷心理壓力政策(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 )描述了什麼是對

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之「嚴重反應」。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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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 

一個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是員工對工作相關創傷事件的一個重大的或嚴重的反應，並

造成心理疾病或心理的反應。 

[79] 雖然委員會的創傷心理壓力政策(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 )聲明「員工因

為一般工作因素而漸漸產生心理壓力者，不符合賠償資格的」。但是，如果多重

創傷事件的累積效應導致員工心理失能，仍可獲得求償權利。該政策指出： 

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基於工作的性質，某些員工一段時間可能會暴露於多重、突如其來、非預期由於犯罪行為、

騷擾，或可怕的意外所構成的創傷事件當中。若一個員工對大多數近來的非預期創傷事件發

生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就算在部分的工作中員工會經驗到這些創傷事件，並能夠容

忍過去的那些創傷事件，但還是有求償權利的。對一系列突發創傷經驗的最後反應，可以視

為是一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80] 當雇主的工作相關決策或行動而這是工作的一部分時，其所導致的創傷性心

理壓力是沒有獲賠資格的。委員會的政策如下： 

雇主的工作相關決策或行動(An employer＇s work-related decisions or actions) 

當雇主所做的決策或行動是工作的一部分時，其所導致的創傷性心理壓力並無法獲得求償權

利，例如： 

 解僱(terminations)  

 降級(demotions)  

 轉調(transfers)  

 懲戒(discipline)  

 工時的改變(changes in working hours) 

 對生產力期望的轉變(changes in productivity expectations). 

然而，當雇主的行動或決定不是工作的一部分時，工作者的創傷性心理壓力是有獲得求償權

利的，像是暴力或是暴力威脅。 

(ix) 發現(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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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我發現當工人在 2001 年 6 月 8 日停止工作後，他為心理障礙所苦。在我看

來，有關工人「崩潰」的證詞，以及來自工人家庭醫師的醫療證據，還有心理醫

師隨後的檢驗都是一致的。我接受工人心理醫師的意見，其認為工人罹患了「重

鬱症」以及「廣泛性焦慮症」。我同時也同意工人家庭醫師的意見，他在 2001

年 6 月 11 日檢測工人時，當時的工人是無法返回職場的，而心理醫師認定工人

持續受中度到重度的損害症狀所苦的說法，我也同意。工人的家庭醫師以及他的

心理醫師之意見都認為工人是不可能重回職場的。 

[82] 我同意工人工作的後兩年對他而言是相當有壓力的。但我發現壓力的主要來

源並非是他的工作。我接受心理醫師 Dr. Dermer 的意見，工人的心理疾病除了源

自於和主管關係的日益緊張外，他無法在工作上表現的跟在眼疾發生前一樣好也

是壓力來源。Dr. Dermer 的意見和工人的心理醫師及家庭醫師一致。 

[83] 工人為視力模糊所苦，隨後其被診斷為年齡相關的黃斑病變。這表示他變得

無法做一位工作品質良好的焊工—得到許多證書，以及超過 20 年他自豪的表現。 

[84] 雖然工人說，其他的焊工也有做得和他一樣糟的，但在 2001 年 3 月的會議

中，毫無異議地他的焊接不合標準—並且證據顯示當工人在 1999 年 2 月收到警

告時已經有品質上面的問題了。參與 2001 年會議的工會代表並未爭論這個事實

--直到 2001 年會議當天，工人所做之焊縫未達標準。不論工人的主管是何人，他

都可能會失去焊工的工作以及和工作相關的高薪以及地位。他幾乎 60 歲了，但

他的工作資歷尚淺，他的工作並不穩固。 

[85] 我承認，這種情況下會造成一位以身為「可信賴且有良心」的工人自豪的焊

工相當大的壓力。 

[86] 我也同意，這個壓力被與主管 A 所製造的壓力混為一談，但許多工人知覺

為騷擾的行為都是監控、降級以及領導所僱用工人的行為。這些行為被視為是一

般和工人工作相關的僱主行為及決定。 

[87] 主管 A 在法庭的聽證會上並未出庭作證。僱主通知法庭說，主管 A 不再受

僱於他們公司，並且無法去協尋他。法庭並未試圖去傳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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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因此，為了下這個決定，我仰賴工人對他知覺構成騷擾的職場事件的描述。 

[89] 我不接受工人的觀點， 工人認為是由於 1999 年 5 月他反對主管 A 的評論，

主管 A 才會監視他或是批評他的工作表現。 

[90] 關於工人工作表現的第一次警告，是在加班評論發生前的幾個月所寫下來

的。該警告中清楚地表明工人需要被「監視」，若無法改善，將不允許再待在焊

接的位子上。 

[91] 雖然我接受，當主管 A 在監視工人的工作、批評其工作表現、表達他希望

工人怎麼做、或告訴工人他可以減少工人的薪水或是解僱他，工人會覺得被騷

擾，但我同時也接受這類行為是工作功能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工人並未達到該公

司焊接標準的情況下。 

[92] 我接受主管 A 在討論加班要求時言論不當(提到工人的妻子)。然而，我發現，

這個評論並非是一 WSIA 或 the Board＇s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 所述的「創

傷事件」。根據工人本身的證詞，他對這個評論感到煩亂且厭惡。但這類型的言

論理應不會造成一般心理正常者的心理傷害。這不是一個客觀的創傷。並且雖然

工人對此一言論感到煩亂且厭惡，但它並未嚴重到是 WSIA or Board policy 下所述

的「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在 1999 年 5 月工人因

對評論的嚴重反應而導致精神/心理反應。 

[93] 同樣的，主管 A 的 pee-pee 言論是相當不合宜的。但是一個心理狀態正常的

工人不可能會認為這是人身威脅。工人本身並非以此種方式描述這件事。根據工

會代表的說法，當主管 A 向其他工人這麼說時，他們的反應是一笑置之。所以

這並不是一個客觀的創傷。並且沒有證據顯示工人對這個評論有「嚴重反應」。

更沒有證據顯示，在主管 A 講這些話時，工人有精神/心理反應。 

[94] 主管 A 的評論指出當工人說他無法做某些事情，像是清掃工作時，工人過

度誇大了 4 月 30 日工作傷害對他的衝擊。主管 A 有權力要求更進一步的醫療資

訊以支持工人無法進行像是掃除之類工作的說法(因為工人的醫療限制僅建議他

避免突如其來的頭部運動以及抬舉重物，並且舉重物的限制在 2001 年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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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除了)。儘管主管 A 提這件事的態度是不適當的，但這個評論並不涉及到

WSIA 或 Board＇s policy 對創傷心理壓力中所述的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壓力。 

[95] 在我的觀點中，當工人視力惡化時他經歷了一段極度的悲傷且有壓力的時

期。他失去了持續他工作的能力，他面臨了必須做薪資較低/地位較低的工作，

也可能會失業。工人惡化的視力和年齡是相關的。這是一個從個人到工作的壓力

源。主管 A 的領導風格在這段期間對工人壓力並沒有相當大的影響。但我相當

接受，沒有任何主管 A 的行為或決定可被歸為 WSIA 或 Board＇s 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中所述的突如其他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 

[96] 因此，我發現工人的心理障礙在 WSIA 下是不可獲賠的。 

處置 

[97] 工人的上訴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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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略省 Decision No. 1839/07 
Decision No. 1839/07 

陪審團： Kalvin (Vice-Chair), Christie, Crocker 
判決 — 2008/01/18 

中立引文: 2008 ONWSIAT 176 
壓力,心理（論證標準）-委員會的準則和方針（壓力,心理）（創傷事件）-

委員會的準則和方針（壓力,心理）（累積性創傷）-警察-接線生。 

警察局的通訊單位人員要求在創傷性心理壓力方面的求償權力-在判定事件是否

為創傷事件時，要先檢驗該事件是否在一般勞動人口之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 in the general labour pool)的身上也會造成創傷，而非該事件是否在從事同類

工作(警察局的通訊單位人員)的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 who does the same kind 

of work)上會造成創傷-儘管處理緊急事件的工作者經常會接觸到創傷事件，但此

一事實並不表示這些事件對緊急事件工作者不具創傷性，另外還牽扯到這些事件

本身是否是突如其來或不可預期的-有鑑於創傷事件具有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針對創傷事件是可預期之工作類型，即使工作者所經歷的創傷事件並

非全然不可預期，仍應給予求償權利。 

這位工作者服務於警察局的通信部門，處理 911 緊急呼叫和非緊急求助電話。她

能快速分配警察並立即處理其他緊急的服務，工作者控訴 ARO 拒絕她的創傷心

理壓力求償權利。上訴被接受。 

在過去十年間有四個主要事件： 

她在一個警察被射殺後才開始值勤，雖然她跟這些事件沒有直接關聯，但她卻跟

那些命案現場的人員通過話。 

她原本與追蹤超速車輛的員警通話，但在她與員警失去聯絡不久，員警就撞車身

亡了。 

她接到娼妓被性攻擊的電話，雖然他立即分派員警去處理，但沒有一個員警能去

幫她。 

附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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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警察遇到三個武裝男子，但她卻因為電腦問題而無法提供訊息。 

根據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要得到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需有三

種要求： 

1.必須要有急性反應。 

2.反應必須由創傷事件造成。 

3.事件必須突如其來、不可預期的。 

在這個案例中工作者有產生清楚的急性反應。 

陪審團決定以「一般工作者檢驗(average worker test)」來決定事件是否具有創傷

性。在檢驗中，該事件必須會對一般勞動人口之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 in the 

general labour pool)造成創傷，而非在特殊事件中，擁有與工作者相似工作的一般

工作者(average worker who does the same kind of work as the worker)。根據此一觀

點，陪審團同意這案件的事件具有創傷性。 

事實上，緊急事件的工作者就算經常經歷創傷事件，亦不能降低事件帶來的創傷

性，這要看事件是否是突如其來或不可預期。這個案例中，工作者經歷的事件(在

連絡時發生警察死亡)是突如其來、不可預期的創傷事件。合乎上訴要求。 

陪審團繼續思考委員會政策中，另外三種事件是否帶給工作者累積性創傷。雖然

這些事件都是創傷性，但難以定義事件是否為「不能預期的」。在一些工作中，

創傷性事件是可以預期。委員會政策規定，當工作者由於「工作本質」使然，其

工作中所經歷的創傷事件可視為是「並非全然無法預期(not entirely unexpected)」，

即應導入累積性創傷的解釋，好讓這類工作者可獲得求償權利。如果條文被解讀

成需要每個獨立事件都要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累積性創傷的規定便無太多功

用。陪審團同意三個事件的累積性效應，該效應對工作者壓力相關的殘缺有重大

影響。 

法庭決定審議(Tribunal Decisions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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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 1595/97 (August 12, 1998) consd  

 Decision 2391/06 (December 15, 2006) [2006 ONWSIAT 2944] consd  

 Decision 933/07 (August 15, 2007) [2007 ONWSIAT 2102] consd  

工作場域保險立法審議(Workplace Insurance Legislation Considered)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 1997, S.O. 1997, c. 16, Schedule A  

 s. 13(5)  

委員會指針和準則審議(Board Directives and Guidelines Considered) 

 Operational Policy Manual  

 Document No. 15-03-02 (October 12, 2004)  

判決內容表(Decision Table of Contents) 

 原因 

 (i)背景 

 (ii)議題 

 (iii)法源與政策 

 (iv)將壓力歸因於事件 

 (v)醫療證據摘要 

 (vi)分析 

 處置 

一位在警察局通訊單位任職的工作者所提之求償權力遭到 Appeals Resolution 

Officer (ARO)之否決，因此向 WSIAT 上訴。 

BEFORE: B. Kalvin, Vice-Chair 

M. Christie, Member Representative of Employers  

J.A. Crocker, Member Representatives of Workers  

HEARING:(審訊) August 13, 2007, at Toronto, Oral 

DECISION(S) WSIB ARO Decision dated July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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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 ARO 否決了警察局電信部工作者的創傷性心理壓力求償權利。 

2008 年 1 月 18，法庭： 

原因 

[1] 本案經 WSIB 判決，工作者的創傷性心理壓力無法獲得補償，工作者因而向

WSIAT 上訴(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工作場域安全及保險上訴法庭)，

WSIAT 針對本上訴案所做之判決，提供了若干理由。 

(i)背景 

[2]上訴的背景如下：在 1987 年，工作者開始任職於警察部隊的通訊部，俗稱 911

接線生，工作者會接聽外面打進來的緊急電話(911 電話)或非緊急電話，當需要

時，工作者也要分派警察或其他緊急服務性質的工作人員。 

[3] 2004 年 8 月 9 日工作者離開了他的工作崗位。他宣稱他離開工作是因為做接

線生這個工作導致他產生壓力疾患，工作者認為一連串的事件和電話都讓他特別

緊張，甚至導致他有壓力疾患。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在 2004 年 7 月 22 日。繼這次

事件之後，工作者到 2004 年 8 月 9 日他離開工作。2004 年 9 月 23 他返回工作崗

位，但不再接聽電話。這個工作者持續做這項工作，再也沒有回到他之前的工作

去當一個接線員。 

[4]工作者向心理壓力權利有關委員會提出澄清，委員會根據「創傷性心理壓力政

策(Traumatic Mental Stress policy)」來評估工作者的要求。2005 年 7 月 12 日的決議，

UNDER APPEAL: 

(上訴決議) 

APPEARANCES:(出

席) 
 

For the worker:(工作

者) 
A. Emmink, Consultant 

For the employer:(工

作者) 
R. S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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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認為工作者不符合補助條例的標準，而拒絕工作者的要求。工作者轉向上

訴法院(即 WSIAT)。 

(ii)議題 

[5]上訴的決議中，會面對的議題為：是否工作者享有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 

(iii)法源與政策 

[6]對於工作相關壓力的求償權利福利被明文規定在 WSIA,1997 的 13(5)章節中。 

13(5)：當心理壓力是對來自工作中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創傷事件之嚴重反應

時，工作者是有求償權利的。然而，當心理壓力是導因於雇主在工作上所做的決

定或是行動，則工作者是沒有求償權利的，該決定包含了工作或是工作條件的轉

變、訓誡工作者或是解僱。 

[7]WSIA 中第 126 節需要法庭應用委員會政策。委員會的創傷心理壓力政策規定

在 OPM(Operational Policy Manual)中，文件第 15-03-02(2004/10/12)，政策的部分解

讀如下： 

政策 

工作者在就業過程中，因突如其來或不可預期的創傷性事件，而引起了嚴重反應，在這種情

況下工作者是享有創傷性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但如是雇主在工作上所做的決定或行動之結

果，工作者並不享有創傷性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 

準則 

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創傷事件(Sudden and unexpected traumatic event) 

為了考量創傷心理壓力求償權利，決策者必須確定發生了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創傷事件。

創傷事件可能是源自於犯罪行為、騷擾，或可怕的事件，並可能涉及了造成工作者、工作者

的家庭成員或其他人實際或死亡威脅或嚴重傷害。 

所有的案例中，事件都必須是發生在工作過程中的，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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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明確且準確辨識的  

 客觀創傷 

 在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或一般就業及工作環境中是不可預期的 

 這意味著該事件 

 可由 WSIB 透過同事、上司、或其他人所提供的事件資料或知識來建立。 

 一般都能接受具創傷性。 

 突如其來其來且不可預期創傷事件，包含了： 

 目擊一個致命或可怕的意外。 

 目擊或為武裝歹徒的目標。 

 目擊或為武器挾持的對象。 

 成為身體暴力的對象。 

 成為受威脅生命的對象。 

 成為身體暴力威脅的對象，工作者相信威脅對他或其他人而言都是嚴重且有害

的，例如：受炸彈或武器威脅。 

 成為被騷擾的對象，包含身體暴力或受身體暴力威脅，例如：從辱罵到身體上的

虐待。 

 成為被騷擾的對象，包含處於在一個可能會有生命威脅或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境之

中，例如：損害安全設施；導致工作者做出危險的事。 

工作者必須直接遭受或目睹創傷性事件，或直接聽到接觸的受創者發生了創傷性事件(例

如：當創傷事件發生時，正透過收音機或電話與受害者談話) 

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 

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意指因工作相關的創傷事件，造成精神上或心理上明顯或嚴重的

反應，這樣的反應普遍可辨認，且必須導致符合 DSM-IV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第一軸的疾患。 

立即性的嚴重反應意指創傷事件發生後的四個星期內出現了嚴重反應。延遲性的嚴重反

應意指創傷事件發生後，超過四個星期才出現嚴重反應。延遲反應的案例中，必須清楚且具

有說服力的證據指出，發生的嚴重反應是因為任職期間接觸的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創傷事件

所導致，而因為一般的職場因素而漸漸的產生心理壓力者是不符合賠償資格的。 

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基於工作本質，有些員工一段時間就可能會被暴露於多重、突如其來、不可預期由於犯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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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騷擾，或可怕的意外所構成的創傷事件當中。若一個員工對大多數近來的不可預期創傷

事件發生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就算在部分的工作中員工會經驗到這些創傷事件，並

能夠容忍過去的那些創傷事件，但還是有資格獲賠的。對一系列突發創傷經驗的最後反應，

可以視為是一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WSIB 認定，在系列中的每一個創傷事件都可能影響工作者的心理。即便工作者直到近期事

件都沒有顯現出這個效果，就算最後的事件不是最具創傷性的(或最嚴重的) ，但因為累積

效應，最終求償權利還是會被接受。 

考慮累積效應，決策者需依賴臨床或其他訊息來支持這些創傷事件會影響工作者最近的心理

狀態。同樣地，要有證據顯示每一個事件對工作者有些影響，或造成工作者的生活中斷，即

便工作者不因效應或生活中斷有所損害。 

診斷需要(Diagnostic requirements) 

立即性嚴重反應 (Immediate acute reaction) 

決策者可能需要精神科醫生或心理學家來證實工作者的立即嚴重反應符合 DSM-IV 中第一

軸的診斷，則 WSIB 會接受索賠。其第一軸診斷不限制包括： 

 急性壓力疾患 

 創傷後壓力疾患 

 適應疾患 

 焦慮或憂鬱症 

 延遲性嚴重反應(Delayed onset or onset due to cumulative effect) 

延遲性嚴重反應(Delayed onset or onset due to cumulative effect) 

延遲性嚴重反應或基於多重創傷事件的累積效應，需在宣判前，由精神科醫生或心理學家診

斷為 DSM-IV 中第一軸的疾患。 

(iv)將壓力歸因於事件(Incidents to Which the Worker Attributes the Onset of 

Her Stress Disorder) 

[8]根據工作者在聽證會上的證詞和在案件紀錄的證據顯示，工作者自認有 4 個創

傷性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導致她出現壓力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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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次事件發生在 1994 年 6 月 16 日，有一個警察在執勤中被槍殺了，工作者

在事件中沒有直接參與通訊，那時非工作者當班時間。然而，下一個輪班時，工

作者與當天命案現場的警察通話。那時通訊室的氣氛很幽暗，工作者和同事不停

的聽著收音機播放著關於命案的消息。聽證會中，工作者能證明在她輪班時「她

們一直感受到命案」，工作者無時無刻都接觸著這個事件。 

[10]第二件事件發生在 1994 年 9 月 20 日，工作者接到警察來電說剛剛看到有人

超速，而他正在追蹤這個車輛。工作者與警察保持通話的時刻，突然間工作者與

警察失去聯繫。工作者證明在她失去聯繫後，她有反覆試著要聯絡上那個警察，

但一直不成功。她打電話給了另一個警察，但在那電話中她聽到那個警察撞車

了，並請求救護車支援。後來她知道在那個警察在那場車禍喪生了。證詞中，工

作者表示，在輪班結束後，她覺得很可怕，並變得情緒化。她表示，她以及其她

幾個工作人員都不舒服。 

[11]工作者的證詞提到，在這起事件後，雇主請了「職工家庭援助計劃（ EFAP, 

Employee Family Assistance Program）」的人前來。這個單位是針對在工作崗位上

遇到情緒相關問題之員工提供服務。工作者作證說，在事件發生後的 1994 年 9

月 20 日（警察在跟監車輛時卻不幸慘死），她和直接接觸此次事件的其他員工

一起接受 EEAP 團隊中的兩位人員的服務。他們被告知，他們遭受到嚴重壓力事

件，並將伴隨某些反應出現，包含他們可能產生絕望、有睡眠障礙或飲食問題，

EFAP 勸告他們不要「開始喝酒」，並發給他們資料講義，另告知如有任何問題，

要通知讓 EFAP 團隊的人知道。在此事件後，工作者並無任何休息(休假)。 

[12]第三個事件是一個妓女打電話進來說她遭到性侵害。有一名男子用刀子襲擊

了這個妓女。妓女出手還擊，還設法找電話亭打 911。證詞中，她與妓女保持通

話並試圖派一輛警車到現場。不幸的是，沒有警官可以趕到。此外，工作者可以

聽到背後已經派救護車前往現場協助受害者。然而，直到警察趕到現場前，救護

車是不會協助受害人的，此時受害者還在電話線上並一直詢問警察在哪。工作者

試圖安撫受害者，同時，試著尋找巡邏車派到現場。 

[13]聽證會中，工作者說，當她下班後，她看到電視片段出現那個打電話給她的



 

 180 

受害者所處的電話亭，那電話亭血跡斑斑。工作者說，看到這電視片段更惡化了

她對事件的反應。她感到很可怕，這使她體認到人會被殺，而她也再次對「多久

我們的人才會過去」感到沮喪。 

[14]第四次事件發生在 2004 年 7 月 22 日。有一個警察打電話進來說他遇到三名

持槍男子。工作者無法提供這名警察所要的某些資料，是因為電腦有問題，不清

楚是她的電腦反應慢或是「當機」了。無法提供警察需要的資料，這使的工作者

感到快要瘋了，她認為是她無法提供警察必要所需的支援，而她也開始擔心警察

的安危。工作者說，在這起事件中，她「嚇壞了」。造成她的「反常的」原因是

當時她的電腦有「複雜的傳遞」和「緩慢的恢復速度」。她認為，由於她無法提

供警察所需的訊息，使得他的處於危險之中。同伴找上司為他解危。在聽證會中，

工作者說，他覺得在這件事件中他沒有錯，一連串的狀況是他無法控制的，所以

她才無法提供警察他所需的訊息。 

[15]這件事件後，工作者就從沒來想再回去做接線員。2004 年 7 月 22 日是兩週假

期前，工作者最後一天工作。假期結束後，工作者跟她的雇主說，她患有壓力和

不能回去工作了。如前所述，2004 年 9 月 23 她重返職場，至今都在別的部門上

班。 

(v)醫療證據摘要(Summary of the Medical Evidence) 

[16]2004 年 8 月 13 日，工作者尋求臨床心理學家 Dr. A.B. Baranowsky 治療，在 2004

年 8 月 16 日的報告中 Dr. Baranowsky 診斷工作者患有急性壓力疾患(acute stress 

disorder)和憂鬱症(depression)，Dr. Baranowsky 指出工作者過去沒有這種情況的病

史，發病原因歸因於工作者其工作相關的職責： 

[工作者]有一個完整(保持不變)的工作史並始終致力於她的工作，直到最近以前，她都能很

好的因應她的職位，且沒有急性壓力疾患的病史，她的報告顯示在她最近受職場傷害前，她

有工作內容始終一致的工作史[原文]，911 電話和分派員警的工作使她的負擔過重且感覺枯

竭，用面談和測驗的方式確定[工作者]符合急性壓力症伴隨憂慮和同情心疲勞之特徵

(diagnostic criterion for Acute Stress Disorder with Depressive and Compassion Fatigue feature)的診斷

標準，這些症狀直接由其工作要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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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沒有憂鬱症的病史。症狀是急性的、近期的，且都在這個工作事件後才發生。然而，似

乎累積效應壓力源之病史讓[工作者]感到工作要求已超過因應資源。 

[17]2005 年 4 月 29 日的 Dr. Baranowsky 報告資料顯示：工作者的診斷有所變化，

Dr. Baranowsky 報告說工作者患有後創傷後壓力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也

有重度憂鬱症(major depression)，雖然治療有起色，但建議工作者不要回 911 工作。 

初次面談和檢驗證明[工作者]符合急性壓力症伴隨憂鬱和同情心疲勞之特徵(Acute Stress 

Disorder with Depressive and Compassion Fatigue features)的標準診斷。這些症狀的形成是工作要

求的直接結果，她的診斷被修改為創傷性後壓力症和重度憂鬱症。創傷後壓力症和憂鬱症仍

然是她目前的診斷，雖然許多症狀已經有重大改善，但當她再接觸緊張的環境時，其症狀會

再次發作，所以此時不宜回到 911 工作。 

[18]此案紀錄中 Dr. Baranowsky 有其他的報告，2005 年 9 月 27 日的報告中 Dr. 

Baranowsky 証實有創傷後壓力症和重度憂鬱症的診斷，她進一步指出： 

在初次會談中，[工作者]提出在過去 18 年裡，受雇於警察單位通訊部門的她工作能力與適應

力俱佳，她說她有一個完整(保持不變)的工作史，且致力於她的工作。直到最近以前，她對

其職位因應良好，且沒有事先已知的急性壓力症、創傷後壓力症或重鬱症的病史，唯一的創

傷都發生在她任職時。 

911 電話的工作讓她接觸到很多創傷事件，且最近的事件導致累積性影響，累積性效應被明

文規定在 WSIB 裡的創傷性心理壓力的政策準則中。她有一個支持她的配偶，擁有家庭生活

和好朋友，她的生活方式似乎是合理且有責任感的。在她的生活中，沒有什麼重要的事件會

導致這些症狀，這些症狀似乎是她的工作要求所產生的直接結果。 

2004 年 8 月 13 日，我對這位工作者開始進行治療，那時的她參加了初步衡鑑。 [工作者]自

那以後，持續且規律接受治療，定期參與會談（總共 21 次）直到 2006 年 9 月 19 日，這是

最近的一次[原文]。治療重點在於減緩創傷後和憂鬱的症狀(那是她工作經驗的直接結果)。 

[工作者]對治療的反應良好，且穩定地恢復，足以回到另一個工作中，並成功地從事通信以

外的全職工作。她復原良好，有能力在不同的職責中發揮能力，但這些職責並不涉及直接接

觸公眾反應和應急協調等高壓力情境。 

工作者針對很多這類可被描述為創傷並導致極端不適應的事件，提供了細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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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盡職的員工，她表示她經常會在暴露於創傷事件後，督促自己繼續工作或

立即回到工作崗位。只是最後所經歷的事件，讓她無法在執行她的任務，且需要

時間離開這項工作，根據面談和臨床治療，很顯然的，這些工作上的事件是他心

理功能下降的主因。 

(vi)分析(Analysis) 

[19] WSIA 第 13 條之 5 獲得心裡壓力求償權利的工作者要具有「在任職中，突如

其來或不可預期性的創傷事件造成的嚴重反應」。因此，有一系列為了此權利而

存在的標準。1.必須要有「嚴重反應」，2.造成嚴重反應的事件必須具有創傷性。

3.創傷性事件必須是「突如其來和不可預期」。 

[20]本案的證據很明確，我們認為工作者因為她的職責而遭遇嚴重反應。工作者

因為工作相關職責的結果，而發展成創傷後壓力症和重度憂鬱症的證據是無庸置

疑的。創傷性心理壓力政策委員會將嚴重反應定義為會造成「精神/心理反應」

(psychiatric/psychological response)，這種反應一般可清楚地辨識，且符合 DSM 第

一軸的診斷。本案件的醫療證據是無庸置疑的，並確定為工作相關職責所造成，

工作者的精神性反應符合在 PTSD 和重度憂鬱症的第一軸診斷，因此，工作者符

合求償權利的第一條標準。 

[21]我們來看第二個標準，即工作者的反應是否與創傷性事件有關。第一個問題

就是「創傷性」的客觀衡量標準是什麼，是否只要當事人主觀知覺事件具有創傷

性即已足夠？ 

針對此點，法庭的法律體系制訂出的標準有不同取向。第一種取向是為「創傷性」

的標準建立一個客觀的檢驗，這項檢驗被稱為「一般工作者檢驗(average worker 

test)」；另一種取向則是吸取「薄頭骨規則(thin skull rule)」，採取主觀取向來定

義創傷性標準，Decision 2391/06 (2006/12/15)列舉了有這兩種取向對創傷性心理壓

力案件的概述，如下 

[at paras. 44-45 ] 

在 Decision422/96 中，陪審團在心理壓力案件中，開始使用適當合法的檢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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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遵循著法庭決議而來： 

幾個基本問題： 

1.一般心理穩定的工作者，也會將此一工作事件知覺為會造成心理壓力嗎？ 

2.如果是，那麼一般工作者在產生此一知覺後，會有遭遇心理失能反應的危險

嗎？ 

如果 1 或 2 的答案是「否」，則無法補償心理方面的傷害。 

我們注意到，對於心理壓力案例中的「一般工作者」取向，不同的決議有不同的

解釋。在 Decision871/99（2003/9/16）中，陪審團討論上述的一般工作者檢驗，結

論如下： 

但這些問題對求償權利而言，是不會造成新的法律需求。「薄頭骨法則」仍可繼

續使用，如果發現有職業相關傷害的過程，即使原本存在的脆弱性，以致於該損

傷比一般工作者大，其心理傷害造成的損害是可以得到補助的。 

[22]Decision2391/06，陪審團不能解決該用何種檢驗之問題，在案例中，即使陪審

團對ㄧ般工作者檢驗持有較高的標準也是適當的，這是因為案件中的事件已符合

高標準。陪審團陳述[在第 48]： 

即使經由「一般工作者」檢驗的心理壓力案件之因果關係應採高標準，我們仍發現工作者享

有心理壓力方面的求償權利原因如下。 

[23]在我們的觀點中，「一般工作者」檢驗用在心理壓力案件中應屬適當，為了

能得到求償權利，在這檢驗下，一個工作者會產生嚴重反應的事件，也必須是一

般心理穩定之工作者面對時也會產生創傷的事件，這意指了創傷心理壓力政策委

員會指出觸發事件必須是「客觀性創傷(objectively traumatic)」。 

[24]我們注意到有些案例的「一般工作者檢驗」會更加複雜，這是因為在運用檢

驗時，我們對「一般工作者」的觀點不一致，所謂「一般工作者」指的應是一般

性(非特定工作)的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 generally)，還是與當事人從事相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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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作之一般工作者(average worker doing the same kind of work as the claimant)呢？

這個問題在緊急性工作者的案例中顯得特別的重要。檢驗事件創傷性是要看事件

對一般勞動人口中的「ㄧ般工作者」是否造成創傷，或者是對「ㄧ般緊急性工作

者」造成創傷？在 Decision 1595/97(1998/8/12)中，陪審團認為「一般」工作者應

是工作要求相似者，而不是在一般母群中的「一般」工作者[第 69]： 

根據第一次檢驗，我們沒有必要知道工作者是否具一般心理穩定，但要知道ㄧ個一般心理穩

定的工作者，是否能知覺工作場域中的環境或事件會對他造成心理方面的壓力。我們必須承

認警察的工作環境本身就具有壓力，警察同仁面對犯罪、可怕的事物、令人沮喪的部份、危

險和一些例行公事。警察每天的工作量對ㄧ般民眾，就彷彿腦外科醫師的工作對於不從事這

種工作的我們而言是無法理解的，所以要合理且清楚了解這種特殊工作情境中所說的「一

般」，警察被期待面對的事，我們通常不會遇見，也不會被訓練去處理它。 

[25]我們認為一般工作者檢驗應該參照一般勞動圈中的一般工作者，而不是工作

要求相似的一般工作者。在我們的觀點中，在心理壓力案件中的緊急性質工作者

應該不宜對創傷建立高標準。應該記得，一般工作者檢驗已經對因果關係建立高

標準。在我們看來，不需要再將緊急性工作者對創傷性事件的標準提昇。 

[26]我們知道緊急性質的工作者遇到創傷性事件的機會，比其他職業的工作者

多。這個事實，會衍生出「緊急性質的工作者所面對的創傷事件是否為『無法預

期』」的問題。儘管如此，這些事件對工作者而言，不會降低或減輕其創傷性。

經常處在緊急的情況中，代表了這種情況並非不可預期的，這也許意味著緊急性

質的工作者在面對創傷性事件時，會比一般民眾發展出更好的因應策略。 

但這不能改變這些事件需要處理的本質，我們同意 Decision 933/07(2007/8/15)使用

的取向。這個決議與這個案子類似，Decision 933/07 是一個警察通訊部門的接線

員(或 911 接線員)申請心理壓力之求償權利。在這個案子中，要看工作者所處理

的通話會不會對「一般人」造成心理創傷，事實上，即便是如此規律的電話，也

不能否定他們是客觀性創傷的事實。陪審團指出[at paras. 12-13] 

創傷性電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需要考量那些事件是客觀創傷性事件，而且

是突如其來、不可預期的。「客觀創傷性」是指在我們的觀念中，一般人接到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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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電話也會受到創傷。 

即使長期下來，當事人對創傷性電話已習以為常，但兩個呈遞到 WSIAT(2002 年 5 月)的心理

性證據：1.委員會對於累積性創傷的政策，及 2. Dr. Diane Whitney 的 PTSD 討論報告，都說

到工作者接受一系列的創傷事件，可能使得人們在某一時間點產生了急性創傷性反應，即便

人們過去未產生過，亦會如此。 

[27]結論是，為了 13(5)節的目的，要探討事件是否能構成「創傷性事件」的適當

檢驗就是用一般工作者檢驗。用這個檢驗看事件是否具有創傷性時，要看的是在

一般勞動圈的一般工作者是否會受到創傷，而不是在特殊案例中，有相似工作要

求的一般工作者。本質上，要檢驗事件是否也會對「一般人」造成創傷。 

[28]依據我們的觀點，將該檢驗應用到本案中，毫無疑問的，全部導致她產生壓

力疾患的事件都是創傷性事件。對一般人而言，面對同伴的死亡，並必須立即處

理情緒反應，這是會造成創傷的。她與警察失去聯繫後，聽著收音機說著警察的

車禍，這會讓她深深受創。相同地，這個工作者無法及時派警察去協助那個受傷

的女人，也無法提供訊息給處在危險狀況的警察。不管是對一般工作者或一般人

而言，全部的事件都足以造成創傷。我們注意到，委員會對創傷性心理壓力政策

有具體指出：「當事件發生時」，這個工作者直接透過收音機或電話接觸了受害

者，而經歷了創傷事件，案例符合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其第二個標準。 

[29]第三個標準就是事件是否是「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而這個標準又是最

困難的。上述提到，緊急性質的工作者雖然規律的經歷創傷事件，但這並不能降

低事件的創傷性，而伴隨而來一個問題就是事件是否是「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

的」。根據推測，對緊急性質的工作者而言，創傷性事件相較其他類型的工作者，

較少不在預期中。 

[30] 評估本案的證據，即使對一個緊急性質的工作者而言，至少有一個不可預期

的事件會造成工作者的壓力疾患。那就是在收音機裡聽到失去聯絡的警察在車禍

中喪生。如上述，工作者試著連絡失去聯絡的警察，但都不成功，不久之後就聽

到警察在衝撞中離世。即使是通訊人員，在工作中直接透過收音機聽到員警的死

亡，這都是不可預期的。正是該事件是在工作者任職期間的正常或日常活動中是



 

 186 

不尋常且無法預期的，雇主才將 EFAP 的導入視為必要。根據推斷，若僅是例行

事件，雇主也不會請 EFAP 來協助員工。EFAP 的引入正足以說明雇主將此事件

視為是無法預期的創傷事件，即便是例行處理緊急事件的工作人員亦是如此。因

此，我們發現事件不僅是創傷性事件，也是「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事件導

致工作者產生創傷後壓力症，迫使工作者最終在 2004 年 8 月離職，在這情況下，

工作者是享有求償權利的。 

[31]雖然上述的內容足以解決本上訴案，但我們還要討論在委員會政策中，事件

是否對工作者有累積性效應。 

[32]在我們看來，除了高速衝撞後的員警死亡事件是無法預期以外，另外三個事

例很難描繪成完全是「無法預期的」。因此，第一個事件不完全是無法預期的，

緊急性質的工作者可能在值班後不久就有特殊創傷事件發生。相同的，第三個事

件也並非完全無法預期，接線生可能在處理通話時，因為警察人員短缺，造成沒

有分派員警到達犯罪現場。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聽證會中，DA，一個在警察

通訊中心訓練和招募的統籌人員作證說，警力不足的情況可能勝過你的想像。最

後，在緊急電話裡，因為電腦系統反應錯誤或緩慢，導致無法找到所需資料之情

況是不常見的，但這也難以確定事件是「突如其來或不可預期的」。 

[33]因此，雖然使用一般工作者檢驗得知這些事件確實會造成創傷，但難以描繪

事件是不可預期的。然而，這樣的情境確實讓工作者適用創傷性心理壓力政策之

累積效應的條例範圍。為了便於參考，這部分的政策再說一次： 

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基於工作本質，有些員工一段時間就可能會被暴露於多重、突如其來、不可預期由於犯罪行

為、騷擾，或可怕的意外所構成的創傷事件當中。若一個員工對大多數近來的不可預期創傷

事件發生嚴重反應（acute reaction），就算在部分的工作中員工會經驗到這些創傷事件，並

能夠容忍過去的那些創傷事件，但還是有求償權利的。對一系列突發創傷經驗的最後反應，

可以視為是一累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 

WSIB 認定，在系列中的每一個創傷事件都可能影響工作者的心理。即便工作者直到近期事

件都沒有顯現出這個效果亦是如此。就算最後的事件不是最具創傷性的(或最嚴重的) ，但

因為累積效應，求償權利還是會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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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累積效應時，決策者需依賴臨床或其他訊息來支持這些創傷事件會影響工作者最近的

心理狀態。同樣地，要有證據顯示每一個事件對工作者都有些影響或造成生活干擾，即便工

作者不因這些影響或生活干擾有所損害。 

[34]這個條例認清了有些類型的工作者因為「他們職業的本質」而處於多重創傷

事件中，條例的目的是為了讓這些因為其工作類型而經歷一系列創傷事件，且導

致累積效應的工作者獲得求償權利。 

雖然條例表示這些特殊創傷事件必須都是「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但政策又說有些類型

的工作者「因為其工作本質」會比他人經歷更多創傷性事件。換句話說，有些工作的創傷事

件是可被預期的。 

在我們的觀點中，累積效應條例應該被解釋為，因其工作本質而經歷並非完全不可預期性創

傷事件的工作者可獲得求償權利，如果累積效應條例被解讀成需要每一個創傷事件都是「突

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這個條例將失去功能。 

若不訴諸累積效應條例，則每一個事件(不可預期的創傷事件)都能獲得補助，累積效應條例

只有在認清了有些工作在「本質」上會讓工作者有較高機會產生創傷事件下作解讀才有道

理。這樣的工作者被預期比一般工作者面臨了更多的創傷事件。因此，根據累積效應條例，

要獲得求償權利福利，而要求創傷事件都必須是「不可預期」，這樣的條例意涵似乎就沒有

價值了。 

[35]我們同意 Emmink 先生的看法，如果將累積效應條例解釋成：要求每一個在

累積序列中的創傷事件都是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這樣的條例就無實質意義： 

依此觀點(34)來樣解釋累積效應條例，則不要需遞交超過一個以上、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

的創傷事件才能獲得求償權利，只要一個這樣的事件即能在政策下獲得求償權利。 

儘管如此，我們尊重這種平易的政策解讀。當我們索賠的壓力症狀是依累積性基礎形成時，

會對「突如其來、不可預期且創傷性的」採用較低的標準。 

在某種程度上， WSIB 的政策有暗示一些較低標準的概念。上面摘錄的最後一行承認要求

的「求償權利可能會被接受」，即使最後的事件不是最具創傷性的(顯著的)。這樣產生一個

問題(政策的第 1 頁)：最後的事件即使不是顯著的，仍然要符合「突如其來、不可預測且具

創傷性」的檢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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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們認為對於政策中的累積效應條例的適當作法，就是確認特定的工作類

型，如：緊急性質的工作者，會比一般人接觸到更多的創傷性事件。為了讓這樣

的工作者在遭遇心理壓力時，亦獲得應有的求償權利，工作者應該表示他接觸過

一系列會被一般人視為創傷的事件。雖然每一個創傷事件不需要都是突如其來且

不可預期的，但這些事件必須讓工作者產生嚴重反應。如上所述，若用不同方法

解讀條例，要求系列中的每個事件不僅具創傷性，還要突如其來且不可預期的，

這樣該條例似乎就沒有價值了。 

[37]將上訴取向應用於本上訴中，我們發現工作者對這三起事件享有求償權利。

這些事都是使用一般工作者檢驗來衡量是否具創傷性資格，再者，這些事件因為

工作者本身職業性質以致並不完全是不可預期的，但他們還是對工作者造成累積

效應，並導致壓力疾患。因此，她享有創傷性心理壓力政策中的累積效應條例給

予的求償權利。 

處置 

[38]上訴獲得允許。 

[39]工作者獲得心理壓力的求償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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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職業疾病列表 
第一類：肌肉骨骼疾患(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骨折(Fractures) 
－伴隨脊髓病變之脊柱骨折(Fracture 
of vertebral column with or without 
mention of spinal chord lesion) 
－脫臼(Dislocation) 
－關節病變及相關疾患：關節疾病

(Arthropathies and related disorders - 
disorders of the joints) 
－背部病變：脊髓椎體和椎間盤之疾

病(Dorsopathies - disorders of the spinal 
vertebrae and intervertebral discs) 

骨骼疾患(Skeletal 
disorders) 

－骨病變，軟骨病變及後天性肌肉骨

骼畸形(Osteopathies, chondropathies 
and acquired musculoskeletal 
deformities) 
－扭傷關節鄰近肌肉(Sprains and 
strains of joints and adjacent muscles) 

肌肉疾患(Muscular 
disorders) －肌肉、肌腱及其他軟組織之疾患

(Disorders of muscle, tendons and other 
soft tissues) 

  －疝氣(Hernia) 
第二類：心理疾患(Mental Disorders) 
 

心理疾患(Mental 
Disorders)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 
－倦怠(burnout) 
－適應性疾患(adjustment Disorder) 
－情感性疾患(affective disorders) 

第三類：噪音引起的聽力損失(Noise Induced Hearing Loss) 
 失聰(Deafness)  
第四類：傳染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 

腸道傳染病(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s) 

 

－炭疽病(anthrax) 
－布魯士菌病(brucellosis) 
－Q 熱(Q-fever) 
－鉤端螺旋體病(leptospirosis) 

特定人畜共患病(Specified 
zoonoses) 

－其他人畜共患病(other zoonoses) 

病毒性疾病(Viral diseases) 

－不包括肝炎，性病和愛滋病

(excluding hepatitis,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附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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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Hepatitis) －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 

－原生蟲性疾病(Protozoal diseases) 
－特定性病，不包括愛滋病(Specifie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excluding 
AIDS) 
－人類免疫缺陷病毒(HIV) 
－真菌病(Mycoses) 

其他傳染病(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其他傳染病和寄生蟲病(Other 
Infectious and parasitic diseases) 

第五類：呼吸系統疾病(Respiratory Disease) 

哮喘(Asthma)  

因其他物質引起之呼吸系

統疾病(Respiratory disease 
due to other substances) 

 

石棉沉著症(Asbestosis) －不包括間皮瘤(excludes 
mesothelioma) 
－因二氧化矽或矽酸鹽造成之塵肺症

(Pneumoconioses due to other silica or 
silicates) 

塵肺症(Pneumoconiosis) 
－不包括因石綿或矽肺造成之塵肺症

(Pneumoconioses excluding asbestosis 
or silicosis) 
－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Chronic 
bronchitis, emphysema) 其他呼吸系統疾病(Other 

respiratory disease) －其他呼吸道系統疾病(Other diseas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第六類：接觸性皮膚炎(Contact Dermatitis) 
－接觸性皮膚炎(Contact Dermatitis) 

 接觸性皮膚炎(Contact 
Dermatitis) －其他非特定之皮膚炎及濕疹(Other 

and unspecified dermatitis and eczema) 
第七類：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缺血性心臟病(Ischaemic 
heart disease) 

 

其他心臟疾病，不包括缺血

性心臟病(Other heart 
disease excluding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動脈疾病(Arterial disease)  

－高血壓(Hypertension) 
－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s) 其他循環系統疾病(Other 

diseases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其他循環系統疾病(Other diseases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第八類：腫瘤(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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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皮瘤(Mesothelioma) －惡性腫瘤胸膜(Malignant neoplasm 
of pleura) 
－皮膚惡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 of skin) 
－其他皮膚惡性腫瘤(Other malignant 
neoplasm of skin) 

皮膚癌(Skin cancer) 

－原位性皮膚腫瘤(Carcinoma in situ 
of skin) 
－淋巴和造血組織惡性腫瘤

(Malignant neoplasm of lymphatic and 
haematopoietic tissue) 
－其他惡性腫瘤(Other malignant 
neoplasms and carcinomas) 

其他癌症(Other cancer) 

－不確定性及非特定性之腫瘤

(Neoplasms of uncertain or unspecified 
nature) 

資料來源：澳洲安全及賠償協會 ASCC，2006 年、2008 年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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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各個司法管轄區對於心理傷害之規定 

 澳洲首領區(ACT) 
聯邦

(Commonwealth) 
新南威爾斯州

(NSW) 
北領地(NT) 昆士蘭(QLD) 

法令 

1951 年工作者賠償

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 
1951) 

1988 年安全康復賠

償法(Safety, 
Rehabilitation and 
Compensation Act 
1988) 

1987 年工作者賠償

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 
1987) 

1986 年工作健康法

(Work Health Act 
1986) 

2003 年工作者賠償

及康復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ct 
2003) 

心理

傷害

之定

義 

廣義定義─section4
所包含之心理傷害

(包括壓力)。疾病的

定義包括生理的及

心理的疾病。 

傷害意指疾病，其

包括 section4 所包

括的疾病。 

專指心理傷害時，

僅限於心理或精神

障礙。其延伸至神

經系統的心理障

礙。section11A(3) 

與聯邦的定義相

似，傷害的定義包

括心理的傷害與

section3 的疾病。 

傷害的定義包括

section32 的疾病。 

附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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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首領區(ACT) 
聯邦

(Commonwealth) 
新南威爾斯州

(NSW) 
北領地(NT) 昆士蘭(QLD) 

法院

對心

理傷

害之

解釋 

指突發性的生理變

化，其無須與導致

人身傷害的外在事

件具有關連性。

(Darrin Zickar v 
MGH Plastic 
Industries Pty 
Limited (1996)) 

包括生理上及心理

上之疾病，其是處

於超出正常心理功

能及行為外的狀

態。(Comcare v 
Mooi (1996)) 

它必須是生理上的

影響，而不僅僅是

情緒上的衝擊。 

心理傷害意指心理

的傷痛、損傷及損

害，其意指對於身

體生理狀態的混亂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v 
McIntosh, 1991）。

生理的改變僅僅是

人身體功能上的改

變，其因生理傷害

所造成的賠償包含

因工作所造成突發

及生理的改變

(Kellaway v Broken 
Hill South, 1944 & 
Oates v Earl 
Fitzwilliam's 
Collieries Coy, 
1939)。 

廣泛地搜尋後發現

只有一個案例所指

涉的傷害為生理上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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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首領區(ACT) 
聯邦

(Commonwealth) 
新南威爾斯州

(NSW) 
北領地(NT) 昆士蘭(QLD) 

對心

理傷

害存

在的

法令

檢測 

如果傷害是由於職

務所產生的，其賠

償所支付的是相對

於個人傷害的程度

section30(1)。而關

於疾病，傷害是發

生在工作上，且是

因為此職務而導致

傷害的

section30(2)。 

必須與工作有所關

聯，且工作需為一

個促進的因素。疾

病必須是由於職務

而產生生理上的程

度。 

心理疾病必須起因

於工作。Section4。
心理傷害必須起因

於工作。Section3。
心理傷害必須起因

於工作。Section3。 

工作

導致

心理

傷害

之取

決檢

測 

本質上的歸因 生理上的程度 本質上貢獻的因素 生理上的歸因 
主要之顯著貢獻因

素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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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首領區(ACT) 
聯邦

(Commonwealth) 
新南威爾斯州

(NSW) 
北領地(NT) 昆士蘭(QLD) 

心理

傷害

的排

除條

款 

若情況是起因於下

列因素，則不給予

賠償：(1)雇主因下

列事項而採取合理

的行為或建議˙轉職

˙降職˙升遷˙績效˙紀
律˙裁員˙解僱(2)故
意或虛假的表述(3)
有意圖的自我傷害

若傷害是起因於下

列因素，則政府官

方組織(Comcare)是
無須負賠償之法律

責任：˙合理的紀律

行動˙無法獲取升

遷、轉職或福利˙故
意自我造成的˙嚴重

及故意的不當行為˙
虛假陳述 

工作所造成的原因

若全部或主要是因

為下列合理的行

為，則不給予賠

償：˙轉職˙降職˙升
遷˙績效評估˙紀律

裁員˙解僱˙提供的

工作福利˙嚴重故意

的不當行為˙自我造

成的傷害 

若傷害起因於下列

因素，則不給予賠

償：˙合理的紀律行

動˙無法獲得升遷、

轉職或福利˙與雇主

職務相關的合理行

政行為˙蓄意自我造

成的˙嚴重及故意的

不當行為 

傷害不包括下列情

形所造成的心理或

精神疾患：˙雇主採

取合理的方式進行

管理行為˙對於合理

管理行為，工作者

的期望及知覺˙與工

作者申請賠償時，

由保險人採取相關

的行動˙有意圖自我

造成的˙嚴重及故意

的不當行為 
如何

處理

次級

的心

理傷

害 

賠償 賠償 賠償 賠償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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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首領區(ACT) 
聯邦

(Commonwealth) 
新南威爾斯州

(NSW) 
北領地(NT) 昆士蘭(QLD) 

對於

次級

的心

理傷

害法

令檢

測決

定求

償的

權利 

其賠償因心理傷害

所形成的生理上的

傷害(與工作相

關)，其檢測同上，

與本質的歸因相

關。 

必須為一個可賠償

的後遺症，即因心

理傷害所形成生理

上傷害(與工作相

關)。其檢測同上，

為生理上的程度。

必須建立次級傷害

是由於工作造成

的，即其為原始與

工作相關的傷害之

次級，而原始傷害

本質上造成次級傷

害。 

若精神病學上的傷

害是由於原始傷害

造成的，其為沒有

任何介入行為所產

生的後遺症，則是

可被賠償的。 

其必須是原始傷害

所造成的心理傷

害，其原始傷害是

次級傷害的明顯的

主因。 

對次

級心

理傷

害的

排除

條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註：次級心理傷害意指並非工作直接導致心理上的傷害，而是由初級的傷害所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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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工作壓力導致精神疾病」特色比較表 
 列表 主管機關 判定機制 相關法規 舉證 判定特色 
日本 無 厚生勞動省 勞動基準 

監督署 
判斷壓力造成的精神障礙等，

起因是否為工作的判斷指南 
勞方 工作上壓力事件強度（綜合評估） 

非工作上壓力事件強度（綜合評估） 
個人因素 

英國 無 法院 民事訴訟 工作健康安全法令 
工作安全及健康管理規則 
英國工作時間規則 

勞方 法院模式 

美國 
 

無表 法院 民事訴訟 工作者賠償法(紐約州) 
 (路易斯安娜州) 

勞方 法院模式 
雇主合理人事管理除外 

丹麥 無 國家產業 
傷害局 

職業病 
委員會 

勞工賠償法案 勞方 職業（包括負荷和暴露）是引發疾病的特定風險 
特別風險的工作（職業）很可能超出合理懷疑引

起疾病 
加拿大 
 

無 工作場所安

全與保險局 
工作場所安

全與保險局

職業安全暨保險條例 
(安大略省) 

勞方 突如其來且非預期的創傷事件 
DSM-IV 疾病 
雇主合理人事管理除外 

澳洲 
 

無 法院 民事訴訟 工作者賠償法(首領區) 
(新南威爾斯州) 

工作建康法  (北領地) 
安全康復賠償法(聯邦) 
工作者賠償及康復法(昆士蘭) 

勞方 法院模式 
事故事件需致失能 
工作相關合理行為除外 
員工嚴重蓄意行為除外 
員工故意自我施加傷害除外 
員工虛假陳述詐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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