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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勞動者常因工作單調、工作內容負荷過重、作業環境不良、工作方法不當、上

班時間過長、輪班問題及精神負擔、壓力等因素，而導致疲勞或過勞，嚴重影響其健

康及工作安全。本所自民國 82 年起即對勞動者疲勞進行相關研究，除探討勞動疲勞

測定方法技術外，亦陸續針對各種行業之作業人員進行疲勞程度及生理狀況評估與調

查。然而，科技日益進步，各行業的作業內容、管理方式、員工產生疲勞之情形已產

生改變，同時，關於疲勞的測定方法與技術亦有進步。 

因此，本報告分成五部份，除蒐集我國與美、英、澳、日及韓等國之關於勞動

疲勞的相關管理規定，包含工作時數、超時工作、輪班及夜間作業、休息及休假、職

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標準及特殊作業勞工之保護等，進行論述及比較分析外，並

針對郵政、飛航、醫療、仲介保險及保全等容易發生疲勞產業之從業人員，分析其疲

勞測定評估技術。前述五類從業人員多屬輪班制，研究結果發現可以自覺症狀調查

法、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 等

作為疲勞評估方法，其中以自覺症狀調查法、閃爍融合測定法及尿中 17-OHCS 等為

重點建議測定項目。此外，本研究並引用各近期疲勞測定方法及技術文獻，參酌市售

儀器，就近十年來 新之疲勞測定技術及疲勞的判定與應用進行詳細的介紹與闡述。

後完成「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之修正，並將修正內容彙整

編撰成冊，提供各界應用參考。 

 

 

關鍵詞：勞動疲勞、測定方法、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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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er fatigue results from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monotonous work, heavy 

workload, uncomfor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inappropriate working methods, shift work, 

and stressful work. Fatigue produces a general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interferes with well-

being, and can even lead to severe health and work safety problems. Taiwan’s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as invesgated work-related fatigue in several professions 

since 1993, and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methods for measuring fatigue. Work patterns have 

changed, however, and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measuring fatigue have changed 

as we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ise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measuring work 

fatigue, and update a workplace fatigue management guide.  

    This report contains five major sections: definition of fatigue; fatigu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f the U.S.A., U.K., Australi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measurement of work-

related fatigue in postal clerks,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hospital employees, brokers, insurance 

personnel, and security guards; new measurements of work-related fatigue develop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determination of work-related fatigue. The study found that subjective 

symptom surveys, postural sway testing, flicker fusion assays, plasma corticosteroids, 

plasma catecholamines, and urinary 17-OHCS are useful methods of assessing fatigue, but 

the key recommended methods are subjective symptom surveys, flicker fusion assays, and 

urinary 17-OHCS. In addition, the study used recent literature on fatigu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echnicques and made reference to instrument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n 

making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fatigu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s well as methods of 

fatigue determinatin and application introduced over the past decade. Revision of the “Work 

Fatigu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nd Workplace Fatigue Management 

Guidelines” was completed and compiled into a manua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valuable fatigue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employers and govern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ies. 

 

Key Words: Work fatigue, measurement, management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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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各國法規中常用名詞之中英文對照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工作場所 Workplace  夜間工作 Night work 

疲勞 Fatigue  輪班工作 Shift work 

過勞/耗損 Burnout  兼職工作 Part-time work 

慢性疲勞徵候群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待命性工作 On-call work 

急性疲勞 Acute fatigue 彈性工時之工作 Flextime work 

職業促發之腦血

管及心臟疾病 

Occupational 

cerebrovascula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超時工作 Overtime work 

公平工作法 Fair work act 臨時性工作 Casual work 

勞工標準法規 Labor standard regulation 正常工時限制 Normal hours limits 

雇用標準法案 Employment standard act 每週工時限制 Weekly hours limits 

法律定義 Legal definition 一般性限制 General limit 

標準 Standard  休息週期 Rest periods 

準則 Criteria  
休息時間 

(持續時間) 
Rest breaks (duration) 

時間表 Schedules  
每天休息週期 

(持續時間) 

Daily rest period 

 (duration) 

資訊 Information  
每週休息週期 

(持續時間) 

weekly rest period 

 (duration) 

磋商會議 Consultation  年休假 Annual leave 

薪水支付 Payment  國定假日 Public holidays 

津貼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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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化的時代，工作效率是各企業及機構首要追求的目標，然而，職場

員工卻常因工作單調、工作內容負荷過重、作業環境不良、工作方法不當、上

班時間過長、輪班問題及精神負擔、壓力，而產生疲勞或過勞的現象，造成工

作者健康及安全上的顧忌[1-6] 。 

疲勞是由於過度勞動所引起，且會伴隨著一種獨特疾病感的生理機能減

退。當疲勞現象轉變為過勞時，即是使人體機能性的障礙轉向器質性的障礙，

由可逆變化發展為不可逆的狀況時，則易產生疾病或傷害[7-8]。疲勞大致上可

分為心理疲勞(mental fatigue)與生理疲勞(physical fatigue)。心理疲勞往往會因個

人缺乏動機、情緒、興趣或習慣所造成。一般與工作有關的疲勞通常是指體力

負荷所引起的稱為生理疲勞[9]。研究指出，造成疲勞的原因包括：(1)環境因

素：如作業環境中的熱、通風狀況、採光、噪音以及人因工程設計；(2)工作性

質：工作之單調性或困難度，工作持續時間、速度及負荷；(3)工作者特性：如

工作者之年齡、性別、體能狀況、婚姻狀況及生活習慣。Latko 等人(1999)發

現，重複性工作確與上肢肌肉骨骼傷害有關聯，而且會隨著重複性的增加而增

加危險性[10]。而疲勞所導致之影響，表現在身體內可能是身心症，如頭痛、

頭暈、心跳或呼吸功能受到干擾、食慾減退、消化不良及失眠等；表現在外則

是嗜睡、出錯及缺席等[11]。疲勞不僅造成個人生理上的不適；亦可能導致工

作效率下降，甚至影響工作安全；而疲勞的感覺也容易影響作業員工的心情，

使動作、判斷變得遲鈍，進而破壞工作場所的人際關係，阻礙團體工作中行動

順暢性，影響更可能擴及家庭、社會[12] 。 

由於疲勞所造成的影響層面甚廣，因此日本、美國等先進各國已有一系列

相關的研究，包括疲勞的成因、生理基礎、疲勞測定及預防之道等[13-14]。本



 2

所亦自民國 82 年開始，陸續針對各種行業之作業人員進行疲勞程度及生理狀況

評估與調查。結果顯示，高溫作業時暴露在熱壓力指數高的勞工，其自覺疲勞

症狀之發生率較高，包括肩痛、腰痛、眼睛疲勞、口乾及想睡等，此外，體

溫、心跳及血壓的變化幅度亦較大[15] ；VDT(visual display terminal) 電腦顯示

終端機作業的勞工至少滿 6 小時者，較作業時間未滿 6 小時者有高之自覺疲勞

發生率，尤其是在「愛睏及無力」的項目上特別明顯，且在工作 8 小時後，雖

於工作中有 1 小時之休息時間，但自覺症狀、眼睛及肌肉生理上的表現皆比工

作前顯著疲勞[16]；高架作業人員在疲勞自覺症狀的發生上遠低於高溫及 VDT

作業人員，但高架作業者其腳步不穩及腰痛、呼吸困難的情形與非高架作業者

有顯著差異，且在疲勞生理測定項目上，平衡感機能、小腿周長及反應棒測定

亦有顯著差異[17]；電信作業中的話務人員及櫃檯人員工作後的眼睛疲勞盛行

率分別高答 88%及 62%，口乾分別為 70%及 56%，肩頸部僵硬不適則分別為

66%及 56%，且話務人員亦有耳鳴(30%)及暈眩(67%)症狀[18]；郵差(36%)及郵

件分發人員(80%)自覺疲勞症狀以眼睛疲勞 高，包裹處理人員則以腰痛(52%)

常見[19]；飛航管制員在工作後，將近有 50%表示「現在覺得累」，另有

40%以上出現口乾、打哈欠及想躺下等疲勞症狀[20]；而有關保全業者，工作後

則以想睡、打哈欠、眼睛疲勞等自覺疲勞症狀有較高之盛行率及發生率[21]。 

    目前，除了 常使用之疲勞自覺症狀調查外，其他測定疲勞的方法尚有生

理測定法(包括心臟血管機能、呼吸機能、肌肉機能及眼球運動測定)、生理心

理機能測定法(認能知力測定法、辨別能力測定法、反應能力測定法、注意力集

中與維持能力檢查及動作協調能力檢查)、生化學檢查(血液、尿液、唾液和汗

液之成份分析)及動作時間研究等。腦電波檢查(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通

常被認為是評估操作者疲勞較有效的偵測方式之一，Lal and Craig (2002)在研究

中發現，當個體開始出現輕微疲勞時，EEG 中 δ 和 θ 的活動會增加，若疲勞程

度較大時，β 活動會增強，而 δ、θ 和α的活動則與極度疲勞有關[22]。勞動者

肌肉疲勞的程度則多由表面肌電圖(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來測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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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為非侵入性、可於工作時即時測量疲勞情形、可測量特定肌肉的疲勞程度

且在疲勞時其與生化及生理學結果有高度相關，但缺點為肌電訊號可能被鄰近

肌肉干擾[23]。在視覺疲勞評估指標方面，適合作為長期作業的視覺疲勞評估

指標包括調節能力、視力、與閃光融合閾值；瞳孔直徑、眼球移動速度、與視

覺疲勞主觀評估適合作為閱讀與監控作業的視覺疲勞評估指標；而眼球移動速

度與視覺疲勞主觀評估則適合作為追踪作業的視覺疲勞評估指標。 

    過勞顧名思義極為過度勞累，而「過勞死」一詞源起於日本，意指死於過

度勞累，或因工作引發身體或心理症狀所導致的猝死或死亡。在許多工業化國

家，過勞死的原因常與工作相關的心血管疾病[24]。Nishiyama Ke et al.於 1997

年的研究中發現，過勞死死因可歸因於蛛蜘腦膜下出血(18.4%)、大腦出血

(17.2%)、大腦血管栓塞或梗塞(6.8%)、心肌梗塞(9.8%)、心臟衰竭(18.7%)及其

他原因等(29.1%)[25]。在在顯示過勞與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息息相關，因而日

本、韓國及我國皆訂有職業引起之心腦血管疾病判定標準。 

    本所已於民國 82 年及 94 年分別編寫「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及「職場

疲勞管理指引」兩本書，奠定我國工作疲勞研究之基礎。但時過將近 20 年，現

今社會有關過勞的事件仍時有所聞，顯示各企業及機構對於勞動者疲勞的預警

不足，且在預防及管理部分仍有許多加強空間，本研究期望藉由勞動疲勞測定

方法技術及勞動疲勞管理與預防指引之修訂，修編撰寫技術叢書，提供業界作

為疲勞測定應用及預防管理與學術界教學教材之依據，並作為主管機關制訂或

修訂疲勞相關法令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了解國內外(如：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勞動安全衛生法規在疲勞管理部分

之相關規定的差異。 

(二) 了解不同行業之疲勞測定評估技術(五種以上不同行業)，及疲勞測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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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五種以上測定方法)。 

(三) 明確定義何謂疲勞，並界定其判定標準，擬定疲勞預防及管理之準則。 

(四)  針對前三項重新修編本所 82 年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及 94 年勞動疲勞  

管理與預防指引，撰寫「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 

(第二版)技術叢書乙本，提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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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各國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疲勞管理之規定 

以各國(如：美國、日本、歐盟與我國)勞動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既定制度

資料檢索與蒐集目標，歸納分析其有關勞動者疲勞管理的相關政策、措施與實

際執行情形。以各國安全衛生相關網站及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及世界衛

生組織(WHO)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訊平台加以利用，收集分析資料。 

第二節  不同行業疲勞測定評估技術 

分析並探討高溫作業、VDT 作業、高架作業、重複作業(如郵政作業)、

監視性作業(如保全)、飛航作業、醫療作業、看護作業、司機、站立作業及職

業婦女等作業人員其中五種工作性質之疲勞測定及評估技術。內容包含如下： 

(一) 疲勞測定概要 

(二) 測定前之準備 

(三) 測定場所 

(四) 測定項目之選定： 

1. 作業負荷量之推定 

2. 作業產能之計算 

3. 生理心理機能變動過程之測定，如：感覺、知覺、肌肉機能、呼吸循

環、肌電圖、眼球運動、腦波電位及反應時間(自主神經機能)等。 

4. 生化學機能變動過程之測定，如：體溫之變化、血液成分、尿量、血中

荷爾蒙量、酵素量、尿中代謝物產量、尿液、汗液、體重損失與工作負

荷相關之測定。 

5. 自覺症狀調查法之探討 

6. 動作研究即時間分析法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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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測定結果的處理方法 

 

第三節  疲勞定義與收集近期 新疲勞方法測定種類 

透過西文期刊電子資料庫「 Medline 」、「 PubMed 」、「 Science 

Director(SDOL)」、網際網路「Scholar Google」、台灣碩博士論文資料庫、台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及本所研究成果資料庫…等，蒐集疲勞相關研究資料及近

期 新疲勞方法測定種類(含儀器相片)，並依據文獻及相關研究結果定義疲

勞。 

 

第四節  疲勞判定與應用(含疲勞調查與職業衛生、疲勞徵

候表現、機能變動分析) 

根據前節蒐集之文獻，並結合過去研究結果，針對疲勞調查與職業全衛

生、疲勞徵候表現及機能變動分析等三大面向，進行疲勞判定標準之設定，並

探討其在疲勞管理上可行的應用。 

(一) 疲勞調查與職業安全衛生 

1. 作業內容之觀察 

2. 生活條件之調查 

3. 自覺疲勞之調查 

4. 工作現場統計資料之調查 

5. 身體機能測定 

(二) 疲勞徵候表現：因勞動負擔範圍不同而異，依時間所引起的情形分項探

討。 

1. 急性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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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週期中的疲勞 

3. 慢性疲勞 

(三) 機能變動分析：探討人體在疲勞時，其各項生理及生化機能的差異，並

界定疲勞判定之標準。 

1. 生理機能：包括心臟血管、呼吸、肌肉活動、眼球運動及膝跳反射等生

理機能。 

2. 生化機能：包括血清固酮/皮質醇比、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血尿素、尿中 17-羥基皮質類固醇(17-OHCS)、尿蛋白、尿膽原、

兒茶酚胺及鈉與鉀等。 

 

第五節  「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  

(第二版)技術叢書 

    彙整前四節的研究資料與文獻，進行「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及職場疲勞

管理指引」(第二版)之修正，並整合修正結果彙編撰寫成技術叢書乙本，目錄

摘要如下： 

(一) 前言 

(二) 疲勞定義與疲勞調查之意義 

(三) 疲勞的判定與應用 

(四) 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 

(五) 不同行業疲勞測定評估技術 

(六) 各國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疲勞管理之規定 

(七) 工作疲勞預防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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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成果 

第一節  勞動疲勞定義與測定方法彙整 

一、 疲勞定義 

    疲勞的英文是「fatigue」，疲勞並無特定的症狀，發生的原因多種。從醫

學觀點而言，生理乃或心理疲勞並非客觀的現象，通常是個人的主觀判斷，而

非由觀察而得。疲勞和「覺得疲倦了或累了, feelings of fatigue」易相混淆，覺

得累了是醫學常有的訴求。 

(一)疲勞的產生 

    疲勞的產生是因「工作」而產生的正常現象，休息之後是可恢復的，精神

上的壓力、過度刺激和缺少刺激、時差、過度活動、情緒低落、生病和缺少睡

眠都會引起疲勞。有時也可能因為毒性物質的攝取，或缺乏礦物質或維他命而

引發疲勞。 

    從生理現象分析，工作時會消耗氧和糖分等，產生二氧化碳和尿酸等廢棄

物，因此疲勞產生時，身體製造了相當多的廢棄物，是一種新陳代謝消耗食物

的現象，也就是一種能量轉換(energy-converting)的機制，和工作表現有關，

是在職場或運動場經過高度耗能的結果。 

    疲勞的產生也可能突然發生或突然消失，如果和耗能或工作無關，這種疲

勞是心理上的疲勞。 

(二)疲勞的表現 

    疲勞有物理和醫學的差異。從物理觀點而言，如物體機械的疲勞，乃是重

複使用後，組織結構損害的現象，可稱為疲勞。醫學上的疲勞則是生理和心理

的疲憊狀態(physical and mental weakness)。大英百科全書將疲勞定義為人不

適任的狀態(specific form of human inadequacy)，經過費力之後的倦怠而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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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持續下去，這種感覺可因耗用肉體能量而產生，即身體肌肉需要的能量

耗盡了。疲勞並非常態，是可恢復的。疲勞可因疼痛、焦慮、恐懼或煩惱而衍

生，很多疾病尤其是末期時更易疲勞，這種情況多非因為肌肉功能的喪失。疲

勞和安全的相關密不可分，操持工作，尤其是機械運作，疲勞的產生增加意外

事件的危險，特別是駕駛或使用重機械。這種醫學症狀，是精力耗竭的生理反

應。不良的睡眠作息是疲勞的原因，包括時差不易調整等。 

    生理疲勞時肌肉軟弱無力，人即無法持續正常操作，這是日常生活常見的

現象，人此時的生產曲線會逐漸下降、勞動力減退、肌肉和神經的協調功能減

低，體內也有物理性和化學性的變化。勞動力減弱，也影響了作業量，甚至衍

生安全問題。作業能量減少是疲勞的結果，作業能量減少也可用以檢測疲勞的

程度。Chauchard 認同「疲勞是一種生物防衛的現象，生物的組織或感覺疲勞

時，其興奮性減弱乃至喪失」[26]。他認為由疲勞發展至病態的過勞之含意

是：「由機能性障礙之狀況轉向器質性障礙，由可逆變化發展成不可逆變化之

狀況，乃 為危險的，假若再加上正常防衛作用不能發揮，導致視丘基部的全

身性神經系統失去了平衡。神經性或賀爾蒙性的調整作用失常，器官不能維持

恆常。」「病態疲勞是由正常疲勞轉移，逐漸形成，有時並不易察覺」。如果

是正常的疲勞，疲勞產生後，只要肉體休息，可以康復。然而，病態疲勞時，

可能會因焦慮沒有得到休息。因此疲勞是生物防衛機制，是生物機能乃至興奮

性減弱的現象。 

    疲勞是職場 受重視的問題，尤其是需採用輪班工作的職場，重工業、交

通運輸業尤其重要。工作成為衍生疲勞的主因，工作績效減低也可能和作業人

員的疲勞有關。因此暉義峻(1926)曾經提出職場「產業疲勞」的概念，這是一

種職場的集體性現象，和經濟活動、社會價值相關。產業疲勞是日本職業衛生

很重視的議題，他們對職場疲勞區分為過勞、進行性疲勞和病態疲勞等。從生

物學觀察，疲勞不能過度，過勞是「維持人體健康狀況、生理機能均衡體系崩

壞的結果，即使經數夜休息、睡眠或數日休養，也不能復原」。進行性疲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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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理穩定失衡「Homeostasis 的現象－需要維護生存的組織失去調節功

能」。至於病態疲勞是神經系統之平衡失調，以致維持恆常性的機能受到障礙

而「成為不可逆的變化」。對於疲勞概念的解釋，未必是單純的機能低落，而

是有機生物複雜的構造的表現。桐原氏(1962)認為疲勞感特別會影響作業員工

個人的心情，不只動作、判斷變得遲鈍，更可進而破壞原為明朗積極的工作場

所人際關係，阻礙團隊工作，不能順利合作，其影響不限於工作場所內，並影

響了家庭、社會。因此，勞動者的不安或焦慮恐會導致社會生活的失調。 

    心理層面的疲勞(mental fatigue)不一定和肌肉疲勞有關，是一種「昏昏欲

睡, somnolence」、有睡意(sleepiness)的現象，包括睡意很濃而會睡著(falling 

asleep)的現象，或和 24 小時生理時鐘無關的慢性疲勞[27]。這種現象在職場

是發生意外或危害的重要原因，因為注意力無法集中，而產生瞬盹

(microsleep)，是開車和操作其他機械的大忌。疾病包括一些傳染病、發燒現

象產生時也會引起睡意。     

(三)過勞 

近幾年媒體注意到工作「過勞」的問題，從字面上看就是「過度疲勞」

的意思。同樣，也可從生理和心理層面說明什麼是過勞，這可能接近英文的

burnout 或 exhaustion。生理定義可能較容易，就是工作消耗了很多的能量、體

力不支、累到不行的狀況。體力上的過度支出，較易從休息得到復元的機會。 

心理學的過勞是一種倦怠，因此有人將 burnout 解釋為「職業倦怠」，亦

即經過了長期的工作而耗竭(exhaustion)，失去了工作的興趣。這種過勞在專

業人員比較會發生，國際疾病碼(International Code of Disease-10th edition)將

之歸為「Problems related to life-management difficulty.」。Maslash 等在 1970

年代注意到這種現象，是一種情感上的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會因而減

少個人成就感。這種過勞有三個面向，即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

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及個人成就(personal accomplishment)。體力上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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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則以耗竭為主。 

    醫學觀點的過勞，也可說是體力耗盡(exhaustion, 常言的筋疲力盡)或累

(或倦怠, tiredness)。主要是指生理和/或心理的軟弱不振(weakness)，包括一

般所謂的萎靡不振 (lethargy) 到因為工作過度產生的耗竭感 (burning 

sensation)。 

    過勞的結果是負面的，包括職場功能的表現和成果，健康上可能衍生精神

壓力、心血管功能異常、抑鬱等精神問題。工作壓力造成的磨損(wearing out)

或疏離感(alienation)，也是一種過勞。但是也有專業人員，長期專注投入對工

作並未有疏離感，但也衍生了其他健康問題，也是過勞。 

    職場上的過勞有時並非個人的私事，而和其服務機構有關，例如承受績效

壓力需持續長時作業而少停下來的機會，這可能是同儕競爭、客戶的需求乃或

上司的要求導致。過勞的產生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能夠承受職場競爭的壓力而衍

生。但大部分的人雖承受工作壓力，卻能有效因應，而不致過勞。一個人如果

因為過勞而在生理或情感上衰退，就需要醫療照護。職場上的過勞通常和機構

有關，機構對職工管理的策略和對員工的教育，必須雙方共同努力才行。

Maslash et al. (2001)認為機構和職工之間的溝通必須暢通，工作量管理、獎

勵、公正和溝通是必須的措施[28]。 

(四)慢性疲勞症候群 

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的人會覺得很累(tired)，而不能

正常作息。有許多症狀，但主要是覺得很累，接連 6 個月以上。許多人需要一

年或二年才能改善，才不會再發，有的人則持續下去成為嚴重的疲勞，也衍生

其他症狀，可能會有數年之久。這種病症的病因目前仍不甚清楚。有了這種症

狀需要有社會支持及可信的醫師協助改善。這種現象是情緒和生理異常形成

的，但仍不知確切致病因素[28-31] 。 

慢性疲勞症候群的發生，可能是一次病後，如流行性感冒之後發生，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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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確認其關連。有好幾個因素都可能導致慢性疲勞。症狀極累或疲勞，包括下

述現象： 

1. 全時或絕大部分時間覺得筋疲力盡 

2. 睡眠不良，或醒後覺得累，覺得沒休息 

3. 思路不清，難集中精神，難記住事物 

4. 也許會頭痛、肌肉和關節痛、喉嚨或其他部位痠疼 

5. 症狀可能在心理或生理活動之後加劇 

6. 慢性疲勞症候群的人往往會憂鬱，使得其他的症狀惡化，需要抗憂鬱藥物

的協助。 

    引起慢性疲勞症候群的原因不易診斷，這些人往往已經伴生有其他共病，

慢性疲勞的治療只能做症狀治療，需依賴醫師及患者的共同合作，從藥物及行

為合併改善症狀。家居照護很重要，設法改進日常生活方式、睡眠習慣、養成

運動溫和的習慣。 

 

二、 形成疲勞的原因 

    疲勞所形成之問題，一般以生理機能變動為範圍，然而，僅考慮生理的範

圍，將妨礙健康的保持與增進。因此會引起身體、心理上苦痛，以及擾亂個人

勞動與休息之生活周期，一定要儘量避免。有的疲勞雖經每日休養而看似恢

復，然而卻因長期作業方式不良，漸漸地蓄積而轉移成病態。造成疲勞的各種

勞動負擔要素，必須從勞動者全體生活情況來檢討，舉其重要項目如下： 

(一)作業內容 

  各種職業有關作業要素，以肉體上強度、精神強度兩方面來考量，前者是

代表能源代謝量的動態肌肉負荷要素，及代表重物上舉的靜態肌肉負荷要素。

在輕速度作業上，身體特定部位可明顯看出動態負荷，再加上為了保持姿勢之

靜態負荷，不自然的強迫姿態體位，則會造成全身性靜態負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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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精神強度，除智慧要素外，對於感覺器官之負荷、注意力集中與神

經緊張、注意力分配，責任或回避危險之努力，及不愉快感等各種負荷要素。

而作業速度或作業密度之提高亦會升高緊張度。 

  此外，即使作業強度不大，但作業方式或控制度的不適切，亦會造成作業

行動、作業失誤等，為了避免失誤而限制動作或加倍努力，則成為負荷的原

因。另外，負荷過少或作業單調亦會招致厭倦或精神散漫，形成負荷要素。 

(二)作業環境條件 

  照明、噪音、空氣品質、高溫或者寒冷條件，有害物暴露等皆屬之。尤其

溫寒環境隨季節而不同，影響身體之作業強度大小，且具深刻意義，在勞動負

擔之要素中極為重要。作業空間、活動區域、作業台、座椅、作業工具等等，

皆為與作業內容相關之環境條件。此外，工作場內的人際關係等亦受重視。 

(三)上班制度 

  上班工作被約束時間長短、工作時間、每次連續作業時間與休息時間之長

短及分配、作業餘暇與實際工作率、休假、休假制、輪班交替制等等皆屬勞動

負擔。尤其不規則上班，以及工作時間、長短、間隔、休息(含小睡)制、輪班

方式等皆是。因此上班制度在勞動負擔上影響很大。 

(四)生活條件 

  指通勤條件、居住、家庭生活、生活水準、睡眠、休閒方式、餘暇、自由

時間使用法、兼職等，工作外之生活條件亦左右勞動負擔，影響疲勞。通勤相

當於半拘束時間，其與工作全拘束時間兩者限制了休閒生活。疲勞之產生實與

休閒互為表裡關係，因此生活條件乃屬重要的勞動負擔要素之一。 

(五)對工作之適應能力與熟練度 

  勞動者每個人的適應能力，尤其基礎體力與營養狀態、心理適應、知識、

技能、熟練度等條件各不相同，由於這些差異，影響了勞動要求之水準，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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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所需花費之勞動負擔各不相同。在疲勞調查中，有所謂「集團差異」測

試，包含上述的個人特性差異。即使在相同勞動負擔集團裡，個人差異亦大，

因此對集團全體進行疲勞之調查時，對於特殊個人的強烈疲勞顯現，應詳加考

慮。 

(六)工作壓力 

  近代醫藥衛生對於生活壓力(living stress)及工作壓力(working stress)對於工

作疲勞的影響，有許多論述，其實此兩種壓力(stress)亦包括前述(一) ~ (五)要

素，但這五項仍無法完全說明生活及工作壓力之主要內涵，工作的壓力來源是

來自於工作被侷限在時間內，工作人員對於周圍的人、地、事、物的控制能力

大小及機構內管理制度順應能力。一般認為個人工作壓力來自於三方面，即工

作控制能力、心理負荷程度、工作場所之社會支持度，這三項是造成工作人員

在此地方工作的滿意程度及可能發生工作疲勞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說是對此工

作的倦怠感或滿意程度；當在工作上能得心應手，發揮一己之長，自然壓力會

較小；反之，工作不遂順、不受重視或無成就感，工作自然就容易疲勞。 

  疲勞其實是包括肉體的疲勞及精神疲勞(身心疲勞)兩方面，由日本勞動安

全衛生研究所(勞動科學研究所)發展使用已三、四十年的疲勞測定方法之一，

即「自覺症狀調查調查表」所做的工人調查結果可判定為三種疲勞型態－體力

型疲勞、精神型疲勞、混合型或一般型。 

  工作壓力大小影響疲勞程度及就(離)職之意願，以下就工作控制能力，心

理負荷及工作支持度加以說明。 

1. 工作控制能力 

  工作時間長短，是否常加班；工作的重複性，複雜性及替換性的頻度，

技術層次高低，均會影響工作者的控制能力。此外，工作中自己的工作自主

性高，工作較可獲得適當之休息，相反的，如果工作一直被別人控制，想休

息或喘口氣都受限當然就比較不好，其他自己意見的影響力大小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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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負荷 

  包括工作步調的快慢、耗體力之程度，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工作，工

作的單純性，或同一時間必須處理許多事等。 

3. 工作場所之社會支持度 

  工作待遇對工作人員來說，是他工作的主要代價，佔很重要的地位，其

次為主管對其關心、重視、協定的程度，以及同事之間(平輩或同階層的工

作同仁)或屬下對我的友善、關心、合作情緒。此三方面若均為 佳情形，

就算是社會支持度高。      

三、 疲勞調查之意義 

    疲勞調查之目的在於測知疲勞問題所衍生的症狀，進而指出招致症狀的負

荷條件或原因。對於勞動疲勞，是指出勞動負擔上的問題，隨著對策方針之提

出，而獲得其調查意義及目的。 

    疲勞症狀，首先會有自覺疲勞感，工作成效低落的他覺症狀亦會出現，並

且可由某些可測定的生理、心理變化衍變成生活行動變化。此疲勞症狀，的確

有症候群存在，無論是任何負荷條件，有共同的全身性疲勞狀態，在判定疲勞

程度時，尤其應該受到重視，然而現實的勞動條件下，其實有更多的表現可供

參考。任何單一症狀都不可獨立地代表疲勞度。因此，在進行疲勞調查時，一

定得針對各勞動團體之負荷條件，施以適合的調查方法。一般認為，假使只是

「想知道疲勞度」之構想，而以少數隨意選擇某些檢查項目，來進行測試，判

斷是否有無疲勞症狀將是沒有意義的。四、疲勞調查方法概述 

    診斷疲勞症狀時， 重要的事為努力驗證「造成問題」之過勞事態。某些

被發現的疲勞性變化，為了判斷其後的疲勞程度，這些變化對該集團之健康與

生活之維持有多少妨礙，一定得去評估它。在此「造成問題」之疲勞事態可稱

為「過勞」，並且過勞與社會的忍受度有關連，要以社會規定的「過勞」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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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景，才能有效進行疲勞之判定。 

    疲勞調查之方法適當與否，以其是否能充分驗證該測定的勞動者集團之過

勞事態為判定標準，而不是單純以疲勞症候來判定其是否為客觀的指標。此疲

勞診斷與表徵所確立的特殊疾病診斷相互對照。在疲勞調查中，由於明顯的過

勞表徵常難以建立，一般認為，由掌握勞動集團其他適應性的問題，來突顯出

“過勞”較為適當。適合於疲勞診斷，與已知過勞症狀相一致之例子雖有，然

而，若另一案例不與已知症狀一致時，即否認它為過勞，這是不能成立的。因

為，伴隨著產業現代化，許多不同於已知症狀之新過勞事態已被發現。 

    隨著疲勞調查普及，使用某幾項檢查法，並依其結果而指出疲勞問題存在

之結論，是常見的例子。疲勞調查若缺乏勞動負擔之問卷，則常會蒙受社會人

士批評。有關疲勞調查之妥當性，實有充分反省之必要，尤其導致疲勞或過勞

的因子必須被有效調查才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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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疲勞管理之規定(文獻) 

    有關疲勞的定義，各專家看法不一，溫德生(1998)認為，疲勞為耗竭的主

觀感覺，進而導致對工作的注意力產生困難，或是在體力、心智工作後，逐漸

失去維持原有效率的能力[32]。汪曼穎與何立己(2006)對疲勞的定義概括而

言，包含了身體不適、不想持續工作或活動的主觀感受及工作表現下降的結果

[33]。而莊禮彬與林源發(2006)則在一份訓練報告中提到，疲勞是在經過一段

時間的心智或體能活動後，使得工作效率呈現衰退的情形，並對工作產生厭惡

的態度[34]。 

    綜觀而言，疲勞是一種生理狀態及心理認知的結果，因勞動生活和環境條

件所導致，使得內在環境之恆定發生紊亂的一種生理狀態。因此，若疲勞長期

無法完全恢復，人體的機能狀態即可能發生異常變化，而使得心理狀態轉為病

理狀態。因此，疲勞將使得個體在生理過程中，無法維持一定水準的運作，且

各器官無法保持固定的工作能力，而造成生理機能下降，故可將其視為是個體

承受過大負荷時的一種保護性反應，發生的原因包括能源物質的耗盡、代謝產

物在肌肉堆積、氧氣不足、身體內部環境穩定性失調或破壞等。 

    疲勞可由工作過度而產生，也可能因傳染性、代謝性、內分泌性及營養性

等疾病而造成，若是由甲狀腺功能障礙、腎上腺功能不足或神經障礙所導致之

身體虛弱，可伴隨疲勞同時發生。而經由工作(包含體力與腦力勞動)所引起之

疲勞，則可能造成全身或局部器官、細胞產生暫時性且可逆的機能降低，並伴

有主觀上的疲勞感，經休息後疲勞將可消除。 

    因此，各國的受雇者或勞工的疲勞問題隨著 20 世紀中葉，即 1960 年代

後，化學、機械工業及電子等工業、商業與文化知識的國際化，而日漸受到世

界各國勞工及衛生管理有關單位的關注及重視，進而開始制定各種不同工作疲

勞的法規、政令宣導或指導方針。然而在此之前，各先進國家均已針對勞工基

本權益的保障進行工作公平法案(Fair Work Act)之制定，相當於我國的勞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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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法。此後，為保障勞工之工作安全及衛生，亦皆陸續立定或編修職業(工作)

安全及衛生法規(Occupational/Work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在此兩種重

要勞工法規中，多多少少已有防止勞工過度疲勞的相關規定分散於其中，有部

分國家更進一步針對易引起工作疲勞之行業別或作業類別進行規範，特別提出

該行業或作業類別之工作條件與作息標準，以防止工作過度疲勞的發生，或發

展疲勞調適(adaptation)及恢復之法。以下將闡述我國、美國、英國、澳洲、日

本及韓國與疲勞相關之法規與內容，並整理如表 2-1。 

一、 我國現況及評析 

(一)疲勞相關法規 

    我國勞工相關法規多達五十餘種，其中勞工安全衛生法是保護勞工在工作

時安全衛生 基本的法規，而與疲勞管理有關的法規，除勞動基準法外，勞工

安全衛生法及其實行細則所衍生之法規有：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精密

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措施標值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重體力勞動

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六部，並於 2010 年第二度修訂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以期能更

全面性地保護勞工之安全與健康。 

(二)工作時數之規定(主要為勞動基準法) 

我國於 1984 年首度公布勞動基準法，是保障勞工工作時數及休假等基本

權益之根本法規，經多次修訂，目前 新版本為 2011 年 6 月 29 日修訂者。根

據現行法規地 30 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二週工

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84 小時。但前項正常工作時間，若雇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意後，可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每日不得超

過 2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抑或是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

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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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84-1 條規定「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如：房屋

仲介業不動產經紀人員、保險業外勤保險業務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

作」(如：保全人員)及「其他性質特殊工作」之人員，可不受第 30、32、

36、37 及 49 條之限制。該條文設置的本意，原為因應部分行業或是部分職類

之勞工，由於其工作性質特殊，無法適用現行工時規定，因而賦予主管機關行

政裁量權，由本會權衡是否開放某職類勞工是否可排除工時條文適用限制。 

    非常規的工時，固然可節省企業之人事成本，但部分長時間超時工時極可

能會造成勞工之工作壓力、疲勞等健康危害，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點，值

得令人深思。 

(三)超時工作 

根據第 32 條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

工會同意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延長工作時間。而延長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一個月加班不得超過 46 小時。若因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

地主管機關備查。 

在勞基法第 84-1 條之下，部分責任工時之勞工，平均每天工作時間比其

他固定工時行業短，但多數受訪者表示需要在週末及假日上班，極可能會對家

庭及社交活動造成影響。此外，責任制專業人員的工時愈長，導致工作壓力愈

大。有研究顯示，若一週的工作時間超過 60 小時(平均一天 12 小時，不含週

休)，或工作時間不規律，長年處於休息不夠或睡眠不足的窘境，引發身體上

的慢性疲勞[35] 。以監視性工作之保全業為例，雇主常為了節省人力成本，

而將保全人員的工作時數拉長，駐衛保全人員每天大抵可服勤 12 小時，一個

月累積下來的勤務時數有 360 小時，但薪水仍舊以一日 8 小時工資來計算，可

見其超時工作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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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班及夜間工作 

    第 34 條中提及，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須每週更換 1

次，但經勞工同意者則不在此限。然而，有關輪班作業的工作時數及休息時間

等並未有明確且嚴格之限制。以醫療人員為例，毛義方等人在 2011 年的研究

中發現，三班輪班制人員對於醫療院所在「輪班」工作安排的不滿意程度顯著

高於其他非三班輪班制人員(p < 0.05)，三班輪班制人員對於其輪班工作安排

之不滿意度達 17.6%，其他非三班輪班制人員則僅 7.0%。此外，約有七成的醫

療人員認為在安衛法規中需要再訂定深夜工作及輪班制度的詳細規定[35]。 

(五)休息及休假規定 

    在休息時間方面，勞基法第 35 條中載明，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

有 30 分鐘之休息，第 36 條則規定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但實行輪班

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

間。而在休假部分，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給予特別休假：(1)一年以上三年未滿，享有 7 天休假權益；(2) 三年以

上五年未滿者 10 天；(3)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14 天；(4) 十年以上者，每一

年加給 1天，加至 30 天止。 

    如同工作時數，特定人員可因勞基法 84-1 條的釋出，而由勞雇雙方另行

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等，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 30 條(兩週

84 工時)、第 32 條(每月加班不得超過 46 小時)、第 36 條(每七日應有一日休

息當作例假)、第 37 條(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經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

假之日)、第 49 條(女性夜間工作)規定之限制。然而，多數業者均未報請當地

主管機關，以至於過勞的事件在今日社會中層出不窮。 

(六)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標準 

    我國於 1991 年參考日本基準(1987 年版)，訂定「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

疾病診斷認定基準」，以異常事件與短期間工作過重所引起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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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性發作為主要考量，2004 年參考日本 2001 年版基準增訂長期蓄積疲勞促

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內容，並於 2008 年更名為「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

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然而，近年因工作型態改變，部份勞工有長時間

勞動及高工作壓力之情況，導致其遭遇異常事件、短期工作負荷過重及長期工

作負荷過重而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本會因此於 2010 年將「職業引起急性

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修訂為「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

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作為各行政機關處理職業疾病認定時之參考

依據。 

    該指引指出，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易受外在環境因素致超越自然進行過程而

明顯惡化，並將促發危險因子分為三類，包括氣溫、運動及工作過重負荷等，

分述如下[36] ： 

1. 氣溫：寒冷、溫度的急遽變化等，可能促發相關疾病發生。 

2. 運動：運動時耗用更多血氧，使得原有心臟血管疾病者供應不及，而促發

缺血性心臟疾病。 

3. 工作負荷：與工作有關之重度體力消耗或精神緊張(含高度驚愕或恐怖)等

異常事件，以及短期、長期的疲勞累積等過重之工作負荷均可能促發心臟

血管相關疾病。工作負荷因子可能是不規則的工作、長時間的工作、經常

出差的工作、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境、噪音、時

差)及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等(如表 2-2)。 

表 2-2 工作型態之工作負荷評估 

工作型態 評估負荷程度應考量事項 

不規律的工作 
對預定之工作排程的變更頻率及程度、事前的通知狀況、可預估程

度、工作內容變更的程度等。 

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工作時數(包括休憩時數)、實際工作時數、勞動密度(實際作業時

間與準備時間的比例)、工作內容、休息或小睡時數、業務内容、

休憩及小睡的設施狀況(空間大小、空調或噪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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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出差的工作 

出差的工作內容、出差(特別是有時差的海外出差)的頻率、交通方

式、往返兩地的時間及往返中的狀況、是否有住宿、住宿地點的設

施狀況、出差時含休憩或休息在內的睡眠狀況、出差後的疲勞恢復

狀況等。 

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輪班(shift duty)變動的狀況、兩班間的時間距離、輪班或夜班工作

的頻率等 

作業

環境 

異常温度環境 
低溫程度、禦寒衣物的穿著情況、連續作業時間的取暖狀況、高溫

及低溫間交替暴露的情況、在有明顯溫差之場所間出入的頻率等。

噪  音 
超過 80 分貝的噪音暴露程度、時間點及連續時間、聽力防護具的

使用狀況等。 

時  差 5 小時以上的時差的超過程度、及有時差改變的頻率等。 

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1. 伴隨精神緊張的日常工作：業務、開始工作時間、經驗、適應

力、公司的支援等。 

2. 接近發病前伴隨精神緊張而與工作有關的事件：事件(事故或事

件等)的嚴重度、造成損失的程度等。 

資料來源：勞委會(2010)，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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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判斷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目標疾病)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勞委會(2010)，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

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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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判斷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非目標疾病)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勞委會(2010)，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

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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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1. 高溫作業 

    依 1998 年 3 月 25 日修訂之「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若勞工工

作日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達連續作業規定值以上之鍋爐、灼熱鋼鐵或其

他金屬塊壓軋及鍛造、熔融鋼鐵或其他金屬、鋼鐵或其他金屬類物料加熱或

熔煉、搪瓷、玻璃、電石及熔爐高溫熔料處理、蒸汽火車與輪船機房作業、

蒸汽操作、燒窯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等作業，即屬於高溫作業。高溫

作業勞工如為連續暴露達 1 小時以上者，以每小時計算其暴露時量平均綜合

溫度熱指數，間歇暴露者，以 2 小時計算其暴露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

其作業及休息時間分配如表 2-3 之規定[37]。 

表 2-3 高溫作業勞工工作與間分配 

時量平均

綜合溫度

熱指數 

輕度工作 30.6 31.4 32.2 33.0 

中度工作 28.0 29.4 31.1 32.6 

重度工作 25.9 27.9 30.0 32.1 

每小時作息時間比例 連續作業 
75%作業 

25%休息 

50%作業 

50%休息 

25%作業 

75%休息 

 

2. 高架作業 

    1997 年 5 月 7 日修訂之「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明確規定，雇主

使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減少工作時間，每連續作業 2 小時，應給予作業

勞工休息時間：(1)高度在 2 公尺以上未滿 5 公尺者，至少有 20 分鐘休息；

(2)高度在 5 公尺以上未滿 20 公尺者，至少有 25 分鐘休息；(3)高度在 20 公

尺以上者，至少有 35 分鐘休息。其中，高架作業的定義為未設置平台、護

欄等設備而已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 2 公尺以上者，或已依規定設置

平台、護欄等設備，並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 5 公尺以上

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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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密作業 

為保護從事凝視作業，且每日凝視作業時間合計在 2 小時以上者(即精密

作業)勞工之視力機能，我國訂有「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並

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精密作業時，應縮短工作時間，於連續作業 2 小時，給

予作業勞工至少 15 分鐘之休息[39]。而前述之精密作業則包括： 

(1) 小型收發機用天線及信號耦合器等之線徑在 0.16 毫米以下非自動繞線機

之線圈繞線 

(2) 精密零件之切削、加工、量測、組合、檢試 

(3) 鐘、錶、珠寶之鑲製、組合、修理 

(4) 製圖、印刷之繪製及文字、圖案之校對 

(5) 紡織之穿針 

(6) 織物之瑕疵檢驗、縫製、刺繡 

(7) 自動或半自動瓶裝藥品、飲料、酒類等之浮游物檢查 

(8) 以放大鏡或顯微鏡從事記憶盤、半導體、積體電路元件、光纖等之檢

驗、判片、製造、組合、熔接 

(9) 電腦或電視影像顯示器之操作或檢視 

(10) 以放大鏡或顯微鏡從事組織培養、微生物、細胞、礦物等之檢驗或判片 

(11) 記憶盤製造過程中，從事磁蕊之穿線、檢試、修理 

(12) 印刷電路板上以人工插件、焊接、檢視、修補 

(13) 從事硬式磁碟片(鋁基板) 拋光後之檢視 

(14) 隱形眼鏡之拋光、切削鏡片後之檢視 

(15) 蒸鍍鏡片等物品之檢視 

4. 重體力勞動作業 

    有鑑於重體力勞動作業容易對勞工之安全健康造成影響，故制定「重體

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並於 1998 年 4 月 15 日修正。其中，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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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從事重體力勞動作業時，雇主應考慮勞工之體能負荷情形，減少工

作時間給予充分休息，休息時間每小時不得少於 20 分鐘。此外，雇主亦應

致力於作業方法之改善、作業頻率之減低、搬運距離之縮短、搬運物體重量

之減少及適當搬運速度之調整，並儘量以機械代替人力[40]。而該標準所指

的重體力勞動作業包括： 

(1) 以人力搬運或揹負重量在 40 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 

(2) 以站立姿勢從事伐木作業 

(3) 以手工具或動力手工具從事鑽岩、挖掘等作業 

(4) 坑內人力搬運作業 

(5) 從事薄板壓延加工，其重量在 20 公斤以上之人力搬運作業及壓延後之

人力剝離作業 

(6) 以 4.5 公斤以上之鎚及動力手工具從事敲擊等作業 

(7) 站立以鏟或其他器皿裝盛五公斤以上物體做投入與出料或類似之作業 

(8) 站立以金屬棒從事熔融金屬熔液之攪拌、除渣作業 

(9) 站立以壓床或氣鎚等從事 10 公斤以上物體之鍛造加工作業，且鍛造物

必須以人力固定搬運者 

(10) 鑄造時雙人以器皿裝盛熔液其總重量在 80 公斤以上或單人搯金屬熔液

之澆鑄作業 

(11) 以人力拌合混凝土之作業 

(12) 以人工拉力達四十公斤以上之纜索拉線作業 

(13)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二、 美國 

(一) 疲勞相關法規 

    美國勞工權益相關法規不在少數，但多僅針對重點進行概括性的規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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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疲勞管理 重要的部分應屬工作時數的相關法規，包含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 及 Migrant and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tection Act。 

    其餘關於勞工保護部份的法規，則可區分為「安全衛生標準」、「衛生利

益、退休標準及勞工補償」、「其他職場標準」及「聯邦契約：工作條件」等

類別，依序羅列如下： 

1. 安全衛生標準：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Mine Safety and Health 

Act、Migrant and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tection Act  

2. 衛生利益、退休標準及勞工補償：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Black Lung Benefits Act、Longshore and Harbor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Defense Base Act、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3. 其他職場標準：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Worker Adjustment and Retraining Notification Act、Labor-

Management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Act、Uniformed Services Employment 

and Reemployment Rights Act 

4. 聯邦契約-工作條件：Walsh-Healy Public Contracts Act、McNamara-O'Hara 

Service Contract Act、Davis-Bacon and Related Acts、Contract Work Hours 

and Safety Standards Act、Copeland "Anti-Kickback" Act 

(二) 工作時數之規定 

    現行的聯邦法規並未對於每日工作時數上限進行規定，但在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 的第 207 條中，則明確規範每週工時以 40 小時為限。其

中，從事農業之勞工、小孩照顧者及老人或病患照護陪伴者則不受此規範。 

(三) 超時工作 

    第 207 條中亦規定，只要一週工作時數超過 40 小時者，即屬於超時工

作，但並未有時數限制等相關規定。 



 29

(四) 輪班及夜間工作工作 

    在輪班及夜間工作部分，美國的聯邦法規亦未有相關規定及限制。 

(五) 休假規定 

    在工作期間的休息時間與休假亦未有所規範，僅在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of 2008 中的第 102 條提及，對於家中成員有因參加軍隊而造

成嚴重疾病或傷害者，應給予 26 週以上之假期，供其照顧親屬。 

(六) 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 Act)要求雇

主必須遵守特定危害物質的安全衛生標準，且在第 5 節 a 段的第 1 項中提到，

雇主必須提供勞工一個沒有危害的工作環境，使其免於死亡及嚴重身體傷害的

威脅。有鑑於此，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特別制定了許多指南(Guides)，以現有的規定及標準為

依據，針對職場中較常見之危害物質、常見疾病或特殊作業勞工，提供預防策

略跟緊急措施，羅列如下： 

1. Abatement: Small Entity Compliance Guide for OSHA's Abatement 

Verification Regulation  

2. Cranes and Derricks in Construction – Small Entity Compliance Guide for the 

Final Rule 

3. Ergonom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 Guidelines for 

Poultry Processing 

4. Ergonom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 Guidelines for 

Shipyards 

5. Ergonomics: Guidelines for Nursing Homes: Ergonom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6. Ergonomics: Guidelines for Retail Grocery Stores - Ergonomic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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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7. Longshoring and Marine Terminals: Roll-On Roll-Off (RO-RO) Ship and Dock 

Safety 

8. Marine Terminals: Traffic Safety  

9. Perchloroethylene: Reducing Worker Exposure to Perchloroethylene (PERC) in 

Dry Cleaning 

10. Recordkeeping Handbook 

 

三、 英國 

(一) 疲勞相關法規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是英國勞工工時及休假等基本權益的根本法

規， 早於 1998 年制定，隔年起至 2009 年，幾乎每年皆會增修部分條文，以

期符合勞工市場 新近況。此外，英國政府亦特別為部分特定職業，尤其是運

輸業，打造符合其特性的法規，如 The Road Transport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The Civil Aviation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The Cross-border 

Railway Services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The Community Drivers’ Hours 

and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The Fishing Vessels (Working Time： Sea-

fishermen) Regulations 及 The Merchant Shipping (Working Time：  Inland 

Waterways) Regulations 等。 

    而在其他勞工保護相關法規部分，英國 早所採取之災害預防政策為

1820 年代所公佈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Health and Morals Apprentiese)，這

也是世界上 早的勞動政策[41]。1937 年制定工廠法，並陸續修訂，從初期僅

適用於一般工廠，至今已擴大適用於其他行業。然而，工廠法之法條內容，僅

作原則性之規定，對詳細標準則另訂若干行政規則，並按危險性行業，或以作

業別分別訂定之，提供事業單位遵循。1974 年 10 月 1 日，英國公布「工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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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與安全法」(The Healthy and Safety at Work Act 1974)，隨後並組織安全衛生

決策委員會(Healthy and Safety Commission, HSC)，賦予中央政府制訂法規的

權責。此外，更於 1975 年成立安全衛生署(Healthy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以執行職業安全衛生及勞工福利之檢查工作，並附設就業醫學咨詢服

務局(Employment Medical Advisory Services, EMAS)，以提升英國之職場安全

衛生環境。 

(二) 工作時數之規定 

    關於每日的工時，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中並未有一般性的限制，但

在第 6 條中載明，夜間工作部分平均以 8 小時為限，然而，對於從事危害工作

者，則嚴格限制為 8 小時；15-18 歲勞工之工作時數亦以 8 小時為限，但此限

制並不適用於軍隊工作者。而在一週工時的規定部分，在第 4 條中則明定，含

超時工作， 多不得超過 48 小時。若雇主與勞工本身達成書面協議後，則可

超過 48 小時的限制。對於 15-18 歲的勞工而言，每週工時則以 40 小時為限。

其中，家務勞動者的工作時數並不受 48 小時限制。 

(三) 超時工作 

英國的法規並未對超時工作進行相關規範及限制，僅於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第 4 條中載明在每 17 週的時間內，包含超時工作，平均每週工作

多時數以 48 小時為限。 

(四) 輪班及夜間工作 

    根據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第 22 條之定義，所謂的輪班工作為「以輪

班方式組織工作的任一種方法：在同一工作站中，勞工藉由特定形式，以接續

的方式進行工作，包括循環的形式；而此工作形式可能是連續或不連續的，使

得勞工必須在特定天數或週數在不同的時間工作。」，而從事輪班工作的人即

為輪班工作者。對於輪班作業的工作情形，法規並未有相關規定。 

在夜間工作的部分，依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第 2 條規定，工作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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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以上者，至少有 3 小時是在晚間 11 點至隔天早上 6 點間時，即屬於夜間

工作者。夜間工作的每日工作時限為 8 小時，不適用於家務勞動者，但若為青

少年勞工，除從事藝術活動或醫療工作等特殊情形外，不得要求其於晚間 10

點至隔日早上 6 點之間工作。此外，第 7 條中明文規定，雇主在指派勞工從事

夜間工作前及勞工已從事夜間工作一段期間後，應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 

(五) 休息及休假規定 

    根據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第 8 條、12 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的規定，若

勞工每天工作超過 6 小時者，有權擁有至少 20 分鐘的休息時間。雇主對於工

作型態有安全衛生風險之虞的勞工，應該確保予其足夠的休息。但此項有關於

休息時間的規定，可經由勞工集體或工會之同意而修改。而在青少年工作者的

部分，每天工作 4.5 小時以上者，有權於工作時間中休息至少 30 分鐘。此

外，勞工在每 24 小時期間，應享有至少 11 小時的連續休息時間，對青少年工

作者而言則不得少於 12 小時，此規定亦可經勞工集體或工會同意後修改。而

家務勞動者亦不適用上述規定。在每週工作的休息時間方面，第 11 條第一項

規定須有一天的休息，但可透過雇主與勞工間的協議而減少，也可在 14 天的

期間內給予兩次至少 24 小時的休息或一次至少 48 小時的休息；青少年工作者

則應在 7 天的工作期間內給予至少 48 小時的休息時間。 

    而 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同樣針對勞工的休假權力進行強制規定，第

17 條中載明，當勞工受雇至少 13 週以上，應給予 28 天的年假。 

(六) 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如同美國，英國的安全衛生署亦針對各項職場常見之危害(如：溫度、化

學物質等)、職業傷害之疾病(如：癌症)、特殊作業空間(如：局限空間)及各種

行業別之勞工，訂有各項準則，並公告於其網站上，以簡易且較易理解的方式

提供雇主及勞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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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澳洲 

(一) 疲勞相關法規 

    Workplace Relations Act 1996 及 Workplace Relations Regulations 2006 是澳

洲 早有關職場勞工保護的相關法規，之後更制定了 Fair Work Act 2009、Fair 

Work Regulations 2009、Fair Work Australia Rules 2010、Small Business Fair 

Dismissal Code、Fair Work (State Declarations- employers not to be national 

system employers) Endorsement 2009 等，針對職場勞工應有權利及限制進行規

範。其中，以 Fair Work Act 2009 對於疲勞管理 為重要，因其內容包含了工

時及休假等相關規定[42]。 

(二) 工作時數之規定 

    法規並未對每日工作時數上限進行規定，但 Fair Work Act 第 62 條則規定

全職勞工一週工作時數 多不可超過 38 小時，除非有合理的理由方可超時。 

(三) 超時工作 

    在超時部分，法規也並未有相關規定，唯一的限制為雇主要求勞工超時工

作的理由必須是合理的，勞工可拒絕不合理的超時工作。 

(四) 輪班及夜間工作 

依 Fair Work Act 第 87 條之定義，輪班工作為一週 7 天，持續 24 小時固

定地輪班，且可能於周日或國定假日工作。但對其工作、休息及休假時間等並

未有細節上的相關規定及限制。 

(五) 休息及休假規定 

    對於每日及一週工作期間內，雇主應給予的休息時間並未有任何限制。但

在休假部分，Fair Work Act 第 86 條即註明所有除臨時聘僱外之勞工皆有權享

有年假，而第 87 條更規定，勞工每年可享有 4 週的有薪年假，若為輪班工作

者則為 5 週，且年假有權依年資的累積而增加。孕婦可在無薪的產假期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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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薪年假的權利，而不影響其無薪產假的連續性。 

    此外，勞工服務每滿一年可享有 10 天有薪的照顧假，且可隨年資累積，

但對於不適任或未有迫切照顧需求的家庭成員之勞工，則可取消之其休假；對

於無權享有有薪照顧假，但家庭成員有照顧需求者，應給予 多 2 天的無薪照

顧假；而對於家庭成員有危害生命之疾病、正在承受危害生命之傷害或死亡

時，雇主應給予數天的事假。 

(六) 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為避免勞工因過顧工作而導致疲勞甚至是過勞，澳洲政府依 Work Health 

and Safety Act 第 274 節規定，於 2011 年 9 月提出了「職場勞預防及管理之工

作條例規則草案(Preventing and Managing Fatigue in the Workplace, Draft Code 

of Practice)」，讓雇主及相關管理者能了解如何預防及管理職場勞工的疲勞產

生。而此準則可應用於 Work Health and Safety Act 內所包含的各種工作類型及

職場，但對於大型汽車駕駛的疲勞管理並未有所著墨，該部分的疲勞管理則列

於 Guidelines for Managing Heavy Vehicle Driver Fatigue 中。 

 

五、 日本 

(一) 疲勞相關法規 

    在日本，與勞工保護相關的法規可區分為兩類，一為勞動基準行政依據之

法規，包括労働基準法、 低賃金法、労働安全衛生法、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

法及労働契約法；另一類則為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法規，涵蓋労働安全衛生法、

労働安全衛生法施行令(作業環境測定基準、作業環境評価基準)、労働安全衛

生法関連規則(労働安全衛生規則、鍋爐(ボイラー)及圧力容器安全規則、起重

機(クレーン)等安全規則、纜車(ゴンドラ)安全規則、有機溶剤中毒予防規則、

鉛中毒予防規則、四乙基鉛(四アルキル鉛)中毒予防規則、特定化学物質等障

害予防規則、高気圧作業安全衛生規則、電離放射線障害防止規則、酸素欠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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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等防止規則、事務所衛生基準規則、粉塵(粉じん)障害防止規則、石綿障害

予防規則、製造時等検査代行機関等に関する規則、勞動安全顧問(労働安全

コンサルタント)及勞動衛生顧問(労働衛生コンサルタント)規則、電気機械器

具防爆構造規格 圧力容器構造規格、鍋爐(ボイラー)構造規格、防毒面具(マ

スク)の規格、防塵口罩(防じんマスク)の規格、安全衛生特別教育規程、作業

環境測定法(作業環境測定法施行令、作業環境測定法施行規則)、塵肺病法及

其施行細則(じん肺法、じん肺法施行規則)及労働災害防止団体法等大項。 

    1970 年代，由於超時工作與過勞職災所導致之爭議層出不窮，因此，日

本政府便針對職場過勞問題陸續頒布諸多法令政策，並推動勞工健康保護方

案。1987 年，勞動省重新制訂「職業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指引」。目的

在於正式承認發病前一週內發生的「過重負荷」可被視為是致病成因，而非僅

限於突發性事故災害；此外，更進一步明確定義心腦血管疾病的類型，並將其

從職災補償統計中獨立出來。後該指引經受災者家屬、辯護律師以及勞工權益

倡議團體等力量推動，於 1995、1996 及 2001 年陸續修訂，逐步放寬有關「過

重負荷」的定義[43] 。 

    不僅是心腦血管疾病，職業引起的精神疾病亦逐年受到重視，勞動省曾於

1999 年頒布「關於因心理負荷的精神障害的業務上外判斷指針」及「由精神

障害導致自殺認定基準」，明訂當事人若因憂鬱症狀而導致心神喪失，其自殺

行為不應以工作者「故意」為由，而不予認定。厚生勞動省更於 2005 年及

2008 年分別頒布「性騷擾而導致的精神障害認定基準」與「因上司嘲弄而導

致的精神障害認定基準」；並於 2008 年 8 月及 2009 年 4 月，再次作修訂且

擴充「關於因心理負荷的精神障害的業務上外判斷指針」中有關職場心理負荷

之來源與強度[43]。有關日本過勞職災相關事件之歷史發展整理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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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本過勞職災重要事件之歷史發展 

年/月 政策或法規 

1961 
勞動省頒布「中樞神經及循環系統疾病之業務上外認定基準」；職

災認定採「災害主義」。 

1987 

勞動省廢止 1961 年認定基準；頒布「腦血管疾病與虛血性心疾病

等之認定基準」，採「過重 負荷主義」，發病前一週內之「過重

負荷」引發疾病，可被認定為職災。 

1995/2 

勞動省修訂「腦血管疾病與虛血性心疾病等(除起因於負傷者外)之

認定基準」，承認長期疲 勞蓄積(亦即，發病前一週之前的業務負

荷)為「過重負荷」。 

1996 
「勞動安全衛生法」修訂，規定雇主應定期為勞工實施健康檢查，

並進行健康管理，以降低 腦心臟疾病風險。 

1999/9 

勞動省頒布「關於因心理負荷的精神障害的業務上、外之判斷指

針」；確認「對象疾病」為 I C D-10 F0-F4 之精神疾病；必須在發

病前六個月間有業務相關的強烈心理負荷，並能排除業 務以外的

心理負荷與個人因素。另頒布「自殺職災」之判斷原則。 

2000 勞動省頒布「職場心理健康促進指針」。 

2001/12 

厚生勞動省(2001 年厚生省與勞動省合併)修訂「腦血管疾病與虛血性心

疾病等(除起因於負傷者外) 之認定基準」；將「過重負荷」分為三類，

包括：(1)發病前一天內的「異常事件」；(2)發病前一 週內的「短期間

過重負荷」；(3)「長時間過重負荷」，以發病前六個月業務負荷作為考

量。 

2002/2 
厚生勞動省頒布「防止因過重勞動導致健康障害之綜合對策」，

勸導雇主減少時間外勞動、 提供特別休假、落實健康管理。 

2003/5 
厚生勞動省頒布「減少不支薪加班之宣導措施指針」，勸導雇主減

少不支薪加班。 

2005 

厚生勞動省修訂「勞動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必須安排醫師對

每月超時工作超過 100 小時 的員工作面訪，若醫師認為有必要，

員工需接受醫學檢查並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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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 
厚生勞動省修訂「關於因心理負荷的精神障害的業務上、外之判斷

指針」。 

資料來源：鄭雅文、吳宣蓓、翁裕峰(2011)，過勞職災的認定爭議與政策因

應：日本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二) 工作時數之規定 

    依日本労働基準法第 32 條第二項，雇主不得要求勞工每日工作超過 8 小

時(不含休息時間)，但零售業及餐旅業之勞工，在其工會或多數勞工代表與雇

主間取得協議的前提下，可被要求每日工作達 10 小時(以上)。若由災害或其

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所導致之特殊需求，且經有關政府單位同意，抑或是因考量

公眾方便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於厚生勞動省規定中特別規範者，則不適用每日工

作時數 多 8 小時的限制。其中，13-15 歲的勞工，每天工作時間以 7 小時為

限(含上課時間)，而 15-18 歲勞工則可要求其一天工作 10 小時，但整週工作時

數不得超過 40 小時，且工作 10 小時的隔天，其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4 小時。 

    就每週工作時數而言，第 32 條第一項規定以 40 小時為限，13-15 歲勞工

的 40 小時限制則須包含上課時間。 

(三) 超時工作 

    當雇主與工會或多數勞工代表簽訂書面協議，並將該協議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時，或由於災害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所導致之特殊需求，且經有關政府單

位同意時，雇主才可要求勞工超時工作。一般而言，任何有關超時工作的限制

應明列於雇主與勞工簽定的書面協議中。法律條文中僅規定從事地底工作的勞

工及其他特定危害作業勞工，其每日超時工作之時數不得多於 2 小時。此外，

雇主不得要求懷孕婦女或哺乳中的婦女超時工作；而家中小學未畢業之孩童或

有特殊目的須照顧者，每月的超時工作時數上限為 24 小時，每年上限為 150

小時。但上述有關家中有孩童者其超時工作之限制，若該限制妨礙了職業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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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運作、勞工受雇未滿 1 年、勞工之配偶可正常照顧孩童或有合理的理由不同

意此項限制時，則可不受規範。 

(四) 輪班及夜間工作 

    日本並未有相關法規對輪班作業之工作時數及休息時間等進行嚴格規範，

但在該國労働基準法第 89 條第一項則提及，有關從事兩班制或兩班制以上之

輪班作業勞工，雇主應訂定工作進行之相關規定，並在工會或多數勞工代表檢

視過後，報請有關主管機關備查。然而，此項要求僅適用於員工人數達 10 人

以上之職場。 

    而在晚上 10 點至隔日早上 5 點間工作即屬於夜間工作，但 13-15 歲勞工

不得於晚上 8 點至隔日早上 5 點期間內工作，而 15-18 歲則不得於晚上 10 點

至隔日早上 5 點間工作，除非該勞工為 16 歲以上且從事輪班工作者。此外，

孕婦、哺乳期間之婦女及家中有小學未畢業之孩童須照顧者，亦不得要求其於

夜間工作。但當妨礙了職業的正常運作、勞工受雇未滿 1 年、勞工之配偶可正

常照顧孩童或有合理的理由時，則不適用於此項規定。 

(五) 休息及休假規定 

    在休息時間規定上，日本労働基準法第 34 條第一項明訂，雇主必須提供

工時超過 6 小時者至少 45 分鐘的休息時間，工時在 8 小時以上者，應給予至

少 1 小時的休息時間。但此項規定不適用於下述四項人員：(1)火車、電車、

汽車、船隻及飛機等駕駛、列車長、行李員、服務員及相關工程師；(2)郵政

人員及電信業等室內勞工人數少於 30 人者；(3)警官、消防官員及全職消防人

員及提供未成年人再社會化之相關機構的陪宿工作者；(4)育嬰中心、棄養及

受虐兒童安置中心、智能不足孩童、聾啞盲孩童及肢體殘障孩童的收容中心等

機構之陪宿工作者。此外，根據第 35 條則規定，受雇勞工每週應至少有 1 天

之休息，若雇主於每四週期間，提供勞工至少 4 天的休息天數則不受前項限制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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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休假規定部分，日本労働基準法第 34 條載明，若勞工受雇至少 6 個月

以上且出席工作天數達 80%者，應給予 10 天的年假，若持續受雇達一年半以

上則每年可多增加 1 天休假， 多以 20 天為限。若勞工出席工作天數未達

80%，則雇主有權於隔年不給予其休假。而對於必須照顧家中尚未小學畢業且

遭受傷害或疾病之孩童的勞工，每一會計年度享有 5 天的休假權利。此外，家

中有其他成員因傷害或疾病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能，需要 2 週以上持續照顧

之勞工，若為固定職或受雇至少一年且受雇天數會超過可請假的 大值，則可

給予至多 93 天的休假。有關照顧孩童或家中成員的休假情形，可藉由雇主與

工會或多數勞工代表所簽訂之書面協議而修訂。 

(六) 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標準 

    2001 年，厚生勞動省修訂「職業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指引」，將

「長期過重負荷」列為可能是導致心腦血管疾病的因素，並將「過重負荷」分

為三類，包括：(1)發病前一天內的「異常突發事件」；(2)發病前一週內的

「短期間過重負荷」以及(3)發病前「長時間過重負荷」。而「過重負荷」則

定義為「發病前一個月內加班時數超過 100 小時、發病之前 2∼6 個月內每月

平均加班時數超過 80 小時，或發病之前 1∼6 個月每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屬弱相關)皆屬之」。此外，除工時之外的其他工作負荷，如出差頻繁、

不規則工作時段、夜間工作、輪班工作、溫度環境不當、噪音、時差，以及造

成精神緊張的日常工作業務等，亦皆納入考量範圍[43] 。 

(七) 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日本在有關特殊行業的安全衛生或障害相關規則中，並未有疲勞預防管理

的詳細規定。然而，厚生勞動省於 2002 年頒布「防止因過重勞動導致健康障

害之綜合對策」，可廣泛應用於各種行業別之勞工，其主要目的在於勸導雇主

能減少額外的勞動時間，並提供休假且落實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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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韓國 

(一) 疲勞相關法規 

    在疲勞管理相關法源依據部分，有 Labor Standards Act 1997 及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1997 針對工作時數(含正常工作

時數及超時)及休假等進行相關限制[44-45]。對於職場物理、化學及社會環境

等安全衛生相關管理及勞工保護則有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1990、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1990、Act on the 

Prevention of Pneumoconiosis and Protection, Etc., of Pneumoconiosis Workers、

Act on the Collection, Etc., of Premiums for 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及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ct 等相關法規。 

    1978 年，職業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首次在韓國列為職業病補償其中之一

項目，直至 2008 年 6 月，已發展出較完整的「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診斷標

準」，並於同年 7 月修訂「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補償標準」(Jungsun PARK 

et al., 2011)。 

(二) 工作時數之規定 

    根據 Labor Standards Act 的第 50 條第二項規定，勞工工作時數除休息時

間外，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若雇主和勞工代表達成

協議時，雇主可要求勞工工作時數在某一週超過法規的上限，但每天時數不得

超過 12 小時，一週不得超過 48 小時。 

    此外，根據及其第四章所敘述，有關工時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員工人數少於

5 人之職場與雇主同住之勞工、耕作、開墾及種植等農業或森林業、畜牧、養

蠶及漁業、經勞動部認可之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不管任何行業的管理者或機

密資訊的處理者及家務勞動者。而有關危害性及危險性工作者(依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1997 而定)，雇主不得要求其每日工作超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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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45]。 

(三) 超時工作 

    根據 Labor Standards Act 1997 的第 53 條第一、二項規定，第 50 條及 51

條提及的勞工正常工時規定，在勞雇雙方的同意下，是可以被延長的。 

    勞工的正常工作時數每週 多僅能延長 12 小時，若在特殊情況下，雇主

需更進一步延長工作時數，必須事先經過勞動部以及勞工的同意。此外，包括

運輸業、批發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影視及娛樂事業、通訊事業、教育研

究、廣告業、醫藥衛生業、旅館及餐廳業、焚化及清潔業、理髮美容業及社會

福利業等行業，若每週延長工時欲超過 12 小時的上限，需與勞工代表簽訂書

面協議。同樣的，超時工作時數限制的相關規定並不適用於員工人數少於 5 人

之職場、與雇主同住之勞工、耕作、開墾及種植等農業或森林業、畜牧、養蠶

及漁業、經勞動部認可之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不管任何行業的管理者或機密

資訊的處理者及家務勞動者。其中，兼職工作者有權拒絕超時工作，若超時每

週不得超過 12 小時；15-18 歲的青少年工作者每天超時則不得高於 1 小時，

每週不得高於 6 小時；而即使集體同意超時工作的時數超過法定上限，雇主仍

不得要求產後一年內的婦女每天超時工作時間超過 2 小時，每週超過 6 小時，

每年超過 150 小時。 

(四) 輪班及夜間工作 

    Labor Standards Act 並未對輪班工作有任何相關規定，但對於夜間工作則

有所限制。依第 56 條規定，所謂的夜間工作者即工作時間為晚間十點至隔天

早上六點。第 70 條明確指出，不得要求未滿 18 歲之勞工及孕婦於夜間工作，

除非勞工自身及勞動部同意，且若要要求產後一年內的婦女於夜間工作，亦須

經過勞工同意。但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員工人數少於 5 人之職場、與雇主同住

之勞工及家務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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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休息及休假規定 

    在勞工的休息時間部分，雇主必須允許勞工工作每 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

休息時間，若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則在工作期間至少應有 1 小時的休息。然

而，運輸業、批發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影視及娛樂事業、通訊事業、教育

研究、廣告業、醫藥衛生業、旅館及餐廳業、焚化及清潔業、理髮美容業及社

會福利業等行業，在雇主與勞工代表取得書面協議的前提下，可修改對於休息

時間的要求。此外，為了提高勞工平日的工作出席率，雇主平均每週應提供 1

天或以上的有薪假期。 

    而在年假的部分，勞工每年的出席率若未少於 80%，則雇主應同意給予

15 天的休假；若工作未滿一年，則應在每月全勤時，給予每月 1 天的休假。 

(六) 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標準 

    如日本及我國，韓國亦訂有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認定標準，表 2-5 即顯

示由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機構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Research Institute, 

OSHRI)研究調查所得之韓國典型因職業而引起之心腦血管疾病。2008 年 7

月，職業引起心腦血管疾病補償標準進行修訂補充，重點羅列如下[47-48] ： 

1. 若勞工有顱內出血、自發性蜘蛛腦膜下出血、腦栓塞、心肌梗塞及剝離性

主動脈瘤等症狀，非由個人原本即存在的疾病所造成之病理過程，且有下

列三種情形者，即可判定為是由職業引起之心腦血管疾病。 

(1) 發病前 24 小時內，勞工曾因於職場中經歷未預期的偶發性緊張、不

安、恐懼、驚嚇或戲劇性的轉變，而造成顯著的生理機能改變。 

(2) 在短時間內因工作負荷、工作時數、工作強度、職務責任或職場環境

改變而導致勞工心理及生理產生精疲力竭之情形。其中，工作負荷及

工作時數若連續 3 天以上超過 30%即屬之。 

(3) 由於工作負荷、工作時數、工作強度、職務責任或職場環境改變等滿

性過勞所造成之生理及心理負荷過重，通常以發病前一週內的情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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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定基準。 

2. 前項未提及之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若是由工作因素所促發或加重者，亦

可屬之。 

3. 關於前兩項是否由職業所引起之評估標準須由勞動部另行公告。 

表 2-5 韓國典型因職業而引起之心血管疾病 

年份 心腦血管疾病 危害物質 職業 

1995 缺血性心臟病 熱 玻璃製造工廠 

2001 

心律不整 甲苯 印刷業 

缺血性心臟病 一氧化碳 鍋爐工作 

擴張型心肌症 一氧化碳 電子業 

2002 
充血性心肌症 一氧化碳 廢棄物處理 

心肌梗塞 硝化甘油 爆炸物儲存 

2003 心房纖維顫動 1,1,1-三氯乙烷 機械製造工廠 

2008 心肌梗塞 熱 橡膠輪胎製造工廠 

資料來源：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Research Institute, Korea 

 

(七) 特殊作業勞工保護 

    未針對特殊作業勞工設有疲勞相關保護規則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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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行業疲勞測定評估技術 

一、 疲勞測定概要 

疲勞可能導致的工作效應，除了工作效能降低、產出下降之外，也可能帶

來較高的工作事故發生率，從而危害到人身安全與健康。更有研究指出，長期

疲勞與較高的職業病發生率有所關連[49]，因此，不應輕忽疲勞帶來的影響。

有關工作中疲勞的測量，大致上可分為生理與心理層面，以疲勞之定義來區

分，生理的疲勞包括肌肉的乳酸堆積、活動力降低等「勞動疲勞」，此類疲勞

的測量多以化學與物理測量為主，例如肌肉的耐力、重物負荷力等。感覺或心

理上的疲勞則多以主觀感知為主，例如因體內代謝物質堆積、睡眠時間不足、

睡眠不規律等，造成身體防衛性的反應，例如，法國學者 P. Chauchard 曾指

出：「疲勞是生物防衛的一種現象，其特徵為組織或感覺疲勞的生物興奮性減

弱乃至喪失」。一般人表達心理上的疲勞感，一種為因生理因素帶來的倦怠

感、乏力感，而另一種則為完全心理面上的怠惰感，與生理層面較無關。 

而疲勞之形成，可以受到作業內容、作業環境條件、上班制度、生活條

件、對工作之適應能力與熟練度等五個不同層面影響。此外， 新的研究指

出，疲勞與感覺睡眠不足，是未來工作倦怠與過勞(burn out)的強烈預測因子

[50-51] 。 

到目前為止，疲勞並沒有單一的測量工具。就職場環境的工作疲勞評估而

言，必須依工作疲勞的特性而選擇數種測量工具的組合，以完整呈現團體工作

疲勞的特徵。常用的調查包含自覺症狀調查法、機能調查法、生化學檢查法、

動作研究、時間研究法，以及群體疲勞的調查統計分析等幾大類。本文將以民

國 92 年本所出版之「勞動疲勞管理與預防技術手冊」(毛等， 2003)及民國 97

年之「工作疲勞與管理」[52] 為基礎，加以摘錄改編。 

二、 測定前之準備  



47 

 

策劃疲勞調查有：1.勞動條件之比較、評價；2.上班制及其他勞動條件、生

活條件之改善；3.勞動者之健康管理等目的。針對這些目的，其調查順序雖有

不同，但皆具有「掌握疲勞症狀，追溯其勞動負擔要素並進行檢討」之共同

點。因此，對於提及疲勞症狀或勞動負擔要素中，重點若稍有不同，則需將其

修正。故，疲勞調查之事前準備是在決定調查目的後，對所提出的疲勞症狀與

勞動負擔要素建立大略預測，再進行調查企劃。 

事前之具體資料蒐集有：1.該工作場所之作業內容、工作環境條件、上班

制、生活條件、企業特性等相關資料；2.列舉出該對象企業有關疲勞與勞動負

擔之申訴及意見，並以此資料為基礎，大略推測是由那些勞動負擔要素形成問

題，可進行工作內容之調查、工作現場統計資料之檢查、工作現場環境之測

定、訪談與質性調查等。而針對不同特性的工作，分析工作的物理與心理環境

要求，再判斷應採用哪些疲勞測定項目，例如，對於重體力勞動者，應給予肌

肉疲勞負荷量測定，但對於辦公室工作者，則不應選取該項目。至於進入調查

程序後，必須依照前段之客觀量測結果，分析應選擇的受測族群、測量時間及

測量頻率等。 

(一) 調查對象之選定 

針對調查目的，選定工作別對象、調查各工作別之作業內容及勤務制之

差異，並參考性別、年齡、職務區分、經驗、健康狀態、通勤時間、婚姻狀況

等進行選擇。若要探討輪班制度、工作類型等對於疲勞的影響，則應區分族

群；想要更進一步歸因疲勞的成因或影響力，則需要更詳細的分層探討，例

如，輪班制的生產線工作者，其疲勞類型就可能與夜班制或日班制的文職人員

不同，但這些人員卻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企業單位內。一般來說，若越要細

分，則需收取越大量的樣本。相反的，若想進行普查或抽查，並非以特定族群

為調查對象，則應盡量採用隨機抽取方式，確保資料的隨機性與代表性，方能

有效分析一間職場的疲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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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時間之選定 

不同的調查類型會需要不同的時間與測定頻率。對於生理的量測而言，

若要較有效地判定疲勞程度，通常不會僅測定單次單時間點，而會挑選數個較

容易疲勞的時段；若為更嚴謹的疲勞研究，則會有更多的測定時段與頻率。 

簡單的測量時間選擇是「作業前、後之調查」，但僅測量前後之數據

往往並不足夠，因此一般測定大多會考慮採用疲勞日記搭配工作日記，即連續

性的測定，並測定數日，以取得較準確的數值。尤其是著重生理量測的疲勞測

定，常見的時間點多選取「早晨起床後早餐前」、「工作前」、「午休午飯

後」、「工作結束後返家前」、「晚餐後」等多個時段，如此更能有效分析疲

勞的實際狀況，對於較敏感的生理因子變化，也能有較適切的量測。 

但相對來說，越密集的測量，可能越容易干擾到作業或生活狀態，從而

造成困擾，故隨檢查技巧來調整測定次數是較為合理的方法。檢查時點中，應

納入一日中機能變動明顯時期，如前段所述的數個時間點。於日數上，一般來

說，同一人至少應測二日，取其平均，並使其一邊進行實際作業一邊熟悉接受

測定之預備測定，方能測得較準確的數據。 

其他例如日班制，應測定至少一週，輪班制則應測定一個輪班週期，並

調查休假日效果或週日變動等，更能有效分析與量測。 

 

三、 測定場所 

對於場域中的測定地點，例如作業前後或休息時的測定場所，應盡量設定

於靠近作業地點附近，並避免讓受測者有特意前往受測地點的感覺，而作業中

的機能測定，應盡量在作業台上測量為佳，以減少需要離開作業台或生產線之

受測者的困擾。 

在測定時，也應測定環境狀況，例如溫濕度等，以保持週遭環境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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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避免干擾。對同一測定項目 好由同一檢查者擔任，對受檢者之指示、機

器操作方法及測定所須時間等等都要相互一致。 

四、 測定項目之選定 

疲勞調查之項目，不能僅限於所謂的機能檢查。應該包括前述的有關勞動

負擔要素之概括性資料，並且要著眼於長期負荷之下所引起之作業能力變化。

一般由下列各調查項目可形成疲勞調查，這些項目雖未必定得在同一時期內全

部完成，但是如下之資料蒐集是必要的： 

1. 作業內容之觀察：對於主要要素作業之作業時間調查，每個作業姿勢時間分

配及身體上作業強度推算(每一勞動日之能源代謝量推算)。 

2. 生活條件之調查：包含工作時間外的休養時間內容之掌握，經由一週期之交

替，其睡眠、休養之調查、通勤條件與家庭休養之訪問調查。 

3. 自覺疲勞之調查：尋求有關勞動負擔之申訴與意見的問卷調查、各工作別之

當面訪問、每週的疲勞自覺症狀及疲勞部位調查。 

4. 工作現場統計資料之調查：有關作業量、作業周期、作業失誤之資料、缺

席、疾病統計、事故案例資料，經健康檢查結果所得之體重、視力之年度變

化及災害統計案例調查。 

5. 身體機能測定：使用多功能測定儀，除可做有關工作別之生理機能檢查外，

亦可兼做作業觀察之多功能測定。 

以下是疲勞調查一般可使用之測定項目： 

(一) 作業負荷量之推定 

    作業負荷量的判定，會隨著不同人而有不同能力、不同可負荷程度等而有

所差異，而無法完全由客觀觀察或評估來直接論斷某行業或某工作者的作業負

荷量。一般來說，工作負荷量測方式有： 

 

1.生理工作負荷(physical work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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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工作負荷可用生物力學方式表達內在暴露的狀況 (internal 

exposure)。傳統上，人因工程在流行病學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參考化學物質

的量化觀念，即以濃度及劑量來量化暴露。然而這兩個概念並沒有考慮到重

複性。本文作者提出一新的模式：暴露—影響模式(exposure-effectmodel)，該

模式含有下列五個變項： 

(1) 外在暴露(external exposure)：例如，物料搬運時的物重(level)、搬運

的重複次數(repetitiveness)及工作時間(duration)。  

(2) 內在暴露(internal exposure)：主要是指作用於身體內骨骼肌肉系統的

力。例如，在搬運工作時，下背部椎間盤所承受的力。  

(3) 具反應性之內在暴露(active internal exposure)：指內在暴露中會導致

生物性反應的部份。  

(4) 急性反應(acute response)：由內在暴露所產生之立即性反應。例如，

耗氧量及心跳增加。 

(5) 慢性反應(chronic effect)：暴露的結果可能產生之長期性傷害，如骨

骼肌肉傷害。  

    實際測量生理工作負荷時，常用問卷調查、觀察法及直接測量三種方式

進行。其中，直接測量成本高，但精確度也高；而問卷調查法因其成本低較

常被採用。直接量測在下背痛研究中常用生物力學模式及肌電圖來估計內在

暴露。傳統上，受力程度(level)以肌電圖、生產力、外力及心跳表示；重複

性(repetitivenes)以週期及姿勢改變次數來表示；工作時間(duration)則以每個

工作項目中各種姿勢所佔的時間及每天總工作時間加以估算。 

2.心智負荷 

    一般學術上，有四種被廣泛調查與研究的測量方法可衡量作業環境中員

工之心智負荷程度，以下簡單說明這四種評估方式及其優缺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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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作業測量法(primary task measure methods)  

    以量化的方式將心智負荷簡單定義為「執行一作業所需時間 (time 

require)除以執行該作業可使用時間(time available)」，當比值大於 1 時，

為過度負荷，另有學者將此比值定義為時間壓力(time pressure)。此法的優

點為此屬一量化之指標，可直接用以比較工作績效上之差異；缺點則為缺

乏敏感度，幾乎所有的主要作業測量法皆針對特定作業(task-specific)，因

此不同作業所得到之心智負荷值無法互相比較。 

(2) 次要作業測量法(secondary task measure methods) 

    此量測法是假設在能力有限且資訊傳遞為單一通道(single channel) 

時，當主要作業對資源的要求越大，則可供次要作業運用的資源越少，則

次要作業的績效便越差，是一種利用量測到之工作績效來推測心智負荷程

度的方法，曾被用來當作次要作業測量的方法有：節奏拍打、回應時間、

記憶搜尋、時間估計、說出亂數與心算等。此法的優點是當績效指標為時

間時，敏感度十分高，缺點為當次要作業所汲取的資源與主要作業所汲取

者相同時，這兩項作業就必須共用共同的感覺模態(如視覺、聽覺、語

言、動作)，而難以判定所量測的心智負荷大小究竟是僅由主要作業增

加，或是受到次要作業干擾下所造成的。 

(3) 受試者主觀評比測量法(subjective rating measure methods )  

    操作者根據自己在工作操作中之困難度、時間壓力、緊張心情等主觀

感受，對工作負荷進行評價。主要有以下兩種常見方法：美國國家航空暨

太空總署作業負荷指標法(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task 

load index, NASA-TLX)及主觀工作負荷評估技術 (Subjective workload 

assessment technique, SWAT)。優點為可直接對整個工作進行量測，使用

簡單，缺點則為評比會因個人差異而有所不同。 

(4) 生理指標測量法(physiological index measur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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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操作者所承受之工作負荷會影響生理活動，則可在不同工作負荷

下，量測該工作引起之生理反應變化，作為心智負荷指標。大多數生理指

標測量法係根據資訊處理的單一資源模型，其思考邏輯是測量資訊處理所

涉及之中樞神經系統活動或其徵候能夠，量測指標包括：心率及心率變

異、大腦活動、眼球活動等。優點為作業執行期間得以連續進行數據收

集、不會常常干擾到主要作業的績效、以及不會要求受試者執行額外的活

動或作業。缺點為必須在受試者身上佩戴龐大的裝備進行量測、實驗環境

變數難以控制、生理反應可能會受實驗變數以外的因素影響。 

    從以上所發展的心智負荷評估方法可以發現，作業環境中，影響人員心

智負荷大小的因素不外乎作業困難度(intensity-base factor)以及作業可容許之

時間因素(time-base factor)。因此，當作業造成人員心智負荷太大時，應該要

即時透過適當作業流程改善、職務再設計、訓練等手段來降低其負荷，以避

免潛在危害發生。 

(二) 作業產能之計算 

    作業之產能，不同於作業負荷量之計算，較不適用於主觀的評斷。一般而

言，作業產出依照不同類型的工作，而有不同的產能計算方式。例如，對於生

產線作業者，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的完成件數來做為產能指標，但對於電腦工程

師、教師等知識型工作者，則不適用單位時間內工作數量的計算方式，而必須

改以團隊工作的重要業績考核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值)取代，或

是以品質目標是否達成等指標來計算，這些指標往往是客觀的，或者是由他人

主觀評價而得的，無法有效的在不同單位間做產能之比較。 

(三) 生理心理機能變動過程之測定 

1. 連續生理測定法 

    連續測定的優點在於可藉由觀察具體的作業負荷狀況與其相關之機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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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來做測定平均值之比較，也可以針對作業內容找出疲勞徵候出現的證

據，例如心跳數隨著作業反覆執行而逐漸增加，或是回復遲緩，作業後期出

現作業注意度低落等現象，都是明顯的疲勞症狀。經常被用來測定疲勞變化

之生理測定項目有：心臟血管機能、呼吸機能、肌肉機能、眼球運動測定及

多功能連續測定等。 

(1) 心臟血管機能測定 

    無論肉體或精神性的勞動，能量代謝或交感神經緊張會促使心跳及血

壓上升，然而，心臟血管反應會因測定條件或個別差異而產生較大變化，

因此必須以靜態資料作為基準值。有研究指出，血壓的變化可能是慢性疲

勞測量的一個潛在生物指標[53]。當作業負荷逐漸增加時，疲勞會伴隨心

跳數增加而出現，作業後在安靜狀態下回復至正常水準的時間會拉長，呼

吸亦然；壓力負荷時，精神緊張亦使心跳及血壓上升，而單調工作則反使

心跳減少。因此，進行疲勞之評估時，心臟血管機能較適合作為工作負荷

之指標。 

(2) 呼吸機能測定 

連續測定時，除了觀察勞動中之呼吸量、能源代謝量、耗氧量、氧氣

及二氧化碳濃度之變化外，也可以找出呼吸規律之變化。 

(3) 肌肉活動測定 

    無論肉體或精神活動之工作，肌電圖 常被使用，肌力測定和肌力描

記亦常被應用，前者如握力計、背筋力計，可作為局部或全身肌肉負荷之

測定；後者如中指屈伸距離之描記，疲勞時其反覆屈伸次數及持續時間會

降低。一般來說，肌電圖的測量通常是有線式的，但近年有學者開始研發

無線式的追蹤量測[54]。 

    局部肌肉疲勞是指身體的某一肢段或某一塊肌肉發生疼痛或不適的現

象，局部型態疲勞的產生，其疲勞發生部位與不適程度多半取決於勞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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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與施力大小或持續時間。例如，長時間的電腦打字作業、過頭高的持

住作業等，會造成肩頸部的局部疲勞；抑或是重覆頻率高的手工組裝作

業，會造成手腕手臂的酸痛，皆可以利用背部肌肉的肌肉負荷測定來測量

[55]。局部疲勞的判定與量測相較於全身疲勞是較不容易的，過去通常以

肌力或肌電訊號(EMG)作為判定指標。常被測量的項目有肌力與張力、肌

電訊號、越零率、疲勞指數等，以疲勞指數為例： 

    疲勞指數公式：FI = (MVCSTART/ EMGSTART) / (MVCEND/ EMGEND) 

公式符號說明： 

MVCSTART：開始施力前的 大自主收縮施力，以牛頓(N)表示。 

MVCEND：施力結束後的 大自主收縮施力。 

EMGSTART：開始施力前肌電訊號的平均值，以微伏(μV)表示。 

EMGEND：施力結束後肌電訊號的平均值。 

(4) 眼球運動測定： 

    用以測定受試者的視覺認知，由視線轉換頻率的減退或注意力的分

散，觀察疲勞所造成的注意力低落現象，對於視覺負荷及一般作業負荷所

形成的疲勞檢查均適用。 

(5) 多種生理現象之同時連續測定 

    以連續測定法的特徵來看，理論上，多種生理現象之同時記錄是比較

容易的，其好處也較大，所以較常被使用。連續測定的項目甚多，包括：

心電圖、肌電圖、腦波、血壓、脈搏、呼吸、眼球運動、皮膚溫度、體

溫、皮膚電氣阻抗值、局部發汗量、腦波等，甚至於各種作業行動記錄、

姿勢或血壓記錄、特定負荷刺激之反應記錄或自覺感、症狀上之問答記錄

等都可以加入。 

2. 生理心理機能測定法 

    疲勞檢查中，各種生理心理機能的測定都是掌握其客觀性，並以體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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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指標，將作業行動紀錄並列後再由舊有現象中加以舉例。這些體內變化

仍須藉由檢討各種疲勞性的行動變化或自覺疲勞對於相關生活、健康的影響

後，再以疲勞徵候為中心制定適當之意義。 

    生理心理機能檢查通常會在工作負荷開始前、結束後、進行中或休息時

等階段做反覆性的調查，由其數值變化以及調查作業來檢討疲勞之徵候，同

時也可搭配工作表現之測定。 

    認知疲勞機能檢查，通常是對應於作業負荷之質與量所形成之疲勞狀態

來掌握其生理心理機能之低下或工作成果之質量變化。其測定包含：(1)認知

能力測定法，即測定感覺器官對於某些刺激能否作正確的認知，包括視覺上

對深度、距離、速度之認知等；(2)辨別能力測定法，為受測者能夠辨別兩種

差別極微的刺激之能力，包括視覺、觸覺之辨別等；(3)反應能力測定法，即

受試者對刺激作 快反應之測試；(4)注意力集中與維持能力檢查；(5)動作協

調能力檢查，用以判定受試者手與眼睛之協調能力。 

常見的測量方式，如以下數種： 

(1) 近點距離測定法 

    這是將目標依序漸進的靠近眼部，以其影像所形成的模糊度做近點距

離測定的方法。以單一的指標做眼力的調節，在這調節活動中，由於毛樣

肌肉的緊張度與瞳孔括約肌的動作和瞳孔徑的變化關連性高，所以近點距

離可視為一種表示視覺器官之負荷程度的有效表示方式；但是因為感覺活

動值本身會受大腦皮質的活動水準影響，所以對於調查時刻，作業時間之

長短以及作業負荷之消耗方式等都得多加考慮。測定時，其視標面必須一

直維持著相同的照明度。被測定者得由明視可行之距離開始將視標板依次

接近，同時一旦到視標無法明視而影像變成模糊時，就停駐在該地點上，

由調查者記錄此距離。在固定時間內，將這個測定反覆操作 2-3 次後，便

可以依所得數據，求出平均值。這種機能由於回復得快，所以作業終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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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馬上進行測定。 

 

(2) 眼部屈光力測定法 

這是利用自動屈光計(auto-refractometer)，以視標的遠近移動，來測定

調節眼部屈光力的方法。前述之近點距離測定法是自覺性活動值的測定，

而眼部屈光力測定法則是他覺性的測定，高齡者由於水晶體屈折機能逐漸

退化，所以這項測定不適合於高齡測定對象。 

(3) 動體視力測定法 

使用動體視力檢查裝置，藉由光線在前方 50 m 造成視標像，將此以

一定速度在 30 km/h - 45 km/h 的情況下漸次靠近，依此測定其視力值。 

(4) 肌肉壓迫活動值測定法 

肌肉如果處於蓄積疲勞狀態時，肌肉會僵硬而產生壓迫性的疼痛感。

肌肉壓迫檢查是由肌肉壓痛計來求取被壓迫之肌肉部位其自覺性痛感之自

覺活動值(壓力大小)。 

(5) 二接觸點辨別活動測定法 

以兩個有距離的觸點，檢查受測者感覺只有一個觸點刺激之臨界距

離；這個辨別活動值的變化，是受到大腦皮質之機能狀態的影響，所以可

以應用此活動值之低落來做為精神性疲勞的指標。 

(6) 閃爍融合測定法 

給予繼續性光線，其周波數改變時，若受測者眼睛能明辨紅點處於閃

爍狀態時，則按下按鈕，如此重複五次並取其平均值代表之，單位為

Hz。這個檢查是一項直接的視覺知覺檢查，而閃爍融合值的高低被認為

可反應大腦皮質的活動情形。這個檢查是一項能了解夜間作業疲勞度以及

大腦皮質活動降低的有效方法。 

(7) 膝蓋腱反射活動值測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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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測定與肌肉機能相關之反射機能變動，可以進行膝蓋腱反射活動值

的測定，這個在大腿四頭肌的反射，是屬於脊髓中樞之不隨意反射。肉體

性負荷所形成的活動值之變化比精神性負荷來得大，全身性的疲勞亦使活

動值增大，但另一方面，由於身體運動會形成暫時性的促進效果(反射閾

值降低)，所以在結果判定上一定要特別注意。 

(8) 反應棒法 

以反應測試棒進行落尺反應時間試驗，測量時，環境照明 250 Lux 至

500 Lux 之間，受測者站立，掌心全開且虎口朝上，請受測者注視虎口位

置而非實驗者的手，見棒子落下立即握住，不事先告知受測者反應棒隨機

落下，記錄落下五次的測值，取去除極端值之平均為代表值。單位為毫秒

(mSec)，測定值越小表示受測者的反應越快。 

(9) 精神作業檢查 

A. 色名稱呼檢查 

    連續進行比較性之同質作業時，會有無法馬上反應而造成間歇性

中斷的情形，這便是所謂的阻滯(blocking)現象。在操作連續性反應工

作而未休息時，反應時間會漸漸拉長，由於疲勞時很容易引起阻滯現

象，因此利用色名稱呼檢查法，可很容易地掌握這種現象，即利用整

體作業執行時間的延長或增大單位稱呼時間的分散，來作為檢查疲勞

的指標。 

B. 反應時間檢查 

    這項調查是在刺激出現後，被檢查者在 快時間內做出反應之時

間變化的檢查。反應時間雖然是刺激受體、神經傳導，大腦判斷，肌

肉收縮等各過程所需時間的總合，但由於大腦皮質在整個活動過程中

是造成變化 大的因素，所以藉由這個變化可以得知大腦皮質活動的

機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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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集中維持機能檢查 

    面向直徑 2.5 cm 的圓形標的，利用照準裝置由距離 2 m 遠的地方

做連續性目標瞄準，再測定結果與標的中心的差距；疲勞時，此差距

值會變大。 

(10) 其他測定法：包括下腿周長檢查、動搖檢查(平衡機能檢查法)、協調

動作檢查、自主神經機能檢查(自律神經之反射)等。 

A. 下腿周長檢查 

    是對長時間站立姿勢，下肢血液滯留程度的測定方法。測定方式

是讓受測者坐在椅子上，使大腿與小腿呈 90 度，選取小腿上 大周圍

的地方作記號，分別在上班前及下班後測量該處之下腿周長。量尺必

須有 1 mm 的刻度，以上下班的周圍差作為測定結果(日本勞動科學研

究所，1993)。 

B. 動搖檢查(平衡機能檢查法) 

    動搖檢查是身體對題重力、身體平衡與姿勢調整保持穩固能力或

情況的檢查，以平衡感覺為目標，身體進行直立姿勢調節的神經反射

能力。標準的測定方法並未確立，但本檢查主要對於長時間搬運重

物，身體工作負荷大及建築高空等作業，需要平衡機能足夠的危險作

業，必須檢查是否有效的方法。另外輪班工作的夜班及大夜班工作，

動搖程度會增加。 

    測定方式是使用一個可以記錄身體重心移動的平衡板，對身體重

心的前後左右移動情形加以分解紀錄。受測者通常站立在平衡板上，

開腿及閉腿各 30 秒至數分鐘，紀錄重心移動情形(日本勞動科學研究

所，1993)。 

C. 協調動作檢查 

目的在於測試雙手協調能力。測定方式為利用雙手搖動，使儀器



59 

 

之描繪針進行前後左右的移動，從而完成沿圖形軌跡的運動。由描繪

針在圖案中移動的速度與正確性判斷手眼協調能力、雙手協調的能力

及雙手分配的能力。 

(四) 生化學機能變動過程之測定 

    生化學的疲勞調查，是進行人體的體液分析，例如血液、尿液、唾液等，

進行其中所含物質之定性及定量分析。生化學的分析同樣無法藉由單一項的測

定即判斷疲勞之有無與程度，調查內分泌與代謝變化，從而判定疲勞程度，是

較為常用的方法。而對於夜班、輪班制工作或不規則班制工作等的工作人員，

也有許多可以在不混亂測定結果的情形下選擇測定項目，大多是一些以生理規

律 24 小時為週期的項目，例如日間體溫、夜間睡眠體溫等都可以有效輔助測

定。目前，對於慢性疲勞的測量，有數種生物指標可以使用[56-57]，較常用的

測量項目有： 

1. 血漿中皮質激素 

    該激素為反映壓力強度的激素之一，一般相當規律地分泌，能夠反映短

時間內的壓力狀態。該類激素中， 常被探討的是血清皮質醇(cortisol)，被

認為是反應壓力與疲勞的生物指標之一[58]。 

2. 尿中 17-OHCS 

    由於皮脂激素在尿中不能代謝，故某些程度得由結合體的方式來代謝

掉，而該指標即為 17-OHCS，其又分游離型及結合型，普通是將兩者予以定

量化，判斷其結果，而一般的採尿時間則以早上為主。 

3. 兒茶酚胺 

    一般常用腎上腺素與副腎上腺素來測量，由於精神性的作業被認為會使

腎上腺素增加，放鬆時則是副腎上腺素增加，故對於疲勞量測來說，若因壓

力而感到疲勞，通常會看到腎上腺素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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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尿中鈉與鉀 

    在報告中指出，尿中鈉(Na)及鉀(K)會因為勞動條件而產生變化。鉀的生

理規律性較強，所以較不會因夜間工作而產生變動，因此在調查生理性規律

時可以加以利用，不過由於飲食對鉀會造成影響，所以較難出現理想的規

律。 

5. 其他測定法：汗液之發汗量及電解質(鈉、氯)、唾液之酸鹼值等。 

(五) 自覺症狀調查法之探討 

    以疲勞調查的方法來說，自覺症狀調查主要是以受測對象的主觀疲勞感之

調查為主，即使生理外觀未顯疲勞，但精神與心理上的疲勞可能存在，故目前

許多生理負荷外的疲勞量測，往往使用自覺症狀調查。心理上的疲勞不應受到

忽視，但卻是目前對於疲勞測量上往往被認為過於主觀而不予考慮的項目。然

而，有許多研究均指出，工作環境、心理疲勞會影響睡眠品質，進而造成長期

的疲勞，致使生理健康受到損害[59]。常見的疲勞自評問卷如下： 

1. MBI 疲勞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 

根據鄭雅文、葉婉瑜等「職場疲勞量表的編制與信效度分析」一文(鄭

等，2008)，經回顧西方國家有關職場疲勞問題的調查研究可發現，大多數研

究採用心理學家 Maslach 等人在 1980 年代初期發展的「馬氏疲勞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此量表將「疲勞」概念化為三面向，分別

為：(1)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包括身體與心理的耗竭，前者包括精

疲力竭、體力衰退、疲憊不堪等，後者包括情感耗竭、喪失信任感、喪失樂

趣及精神疲倦；(2)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是對他人的負面情緒，喪失

原有的服務熱忱與服務態度，以不適當的服務態度對待服務對象及同事；(3)

個人成就(personal accomplishment)－對自我與工作成就感的負面反應，工作 

者感覺沮喪、退縮、失敗、無力、缺乏因應能力。MBI 的設計原以專業性服

務業工作者為主要對象，如教師、社工師、醫護人員等，之後修訂版雖可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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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一般工作者，但仍以上述三個面向定義疲勞。在歐美國家，MBI 已受到

不少批評，包括：缺乏清楚理論概念來說明為何以這三個面向來定義疲勞；

三個測量面向之間的關係不清楚；此量表將疲勞現象、壓力因應方式、與疲

勞造成的後果混為一談；以專業性服務業工作者為基礎所開發的量表如何適

用於一般工作者仍有疑問，等等。此外，使用 MBI 需要負擔版權費用，並不

利於大規模調查與公共使用。 

2.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 CBI) 

由丹麥學者開發，且提供公開使用。目前，CBI 問卷是研究主觀疲勞量

測中 常被使用的問卷，並被翻譯為數種語言。CBI 將「過勞」的定義聚焦

為「身體與心理的疲憊與耗竭狀態」，專注於「過勞現象」本身。CBI 的另

一特色是針對受測者在生活領域中可能的疲勞來源進行歸因，從「廣泛」到

「特定」，區分為三個分量表，使此量表能應用於不同屬性的族群，包括：

(1)「個人過勞(或一般過勞)」(personal or generic burnout)：屬綜合性評估，

旨在測量受測者整體的過勞感受，其來源不限於工作，也可來自家庭、社交

人際、本身疾病等等，因此可適用於所有人；(2)「工作過勞」(work-related 

burnout)：專指由工作所帶來、可歸因於工作的疲勞感受，因此該量表適用

於有工作的人；(3)「服務對象(相關)過勞」(client-related burnout)：指工作者

在工作當中，與服務對象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過勞感受，此面向適用於與人

接觸的服務業員工，對當今以服務業為主的職場尤其重要；在此，服務對象

包括客戶、顧客、病患、學生等，而不是指工作組織內的人士，如上司、同

事或下屬等。此外，CBI 的信效度也已受數篇研究所驗證。 

3. 瑞典職業疲勞評估表(Swedish occupational fatigue inventory, SOFI) 

本問卷為 Ahsberg et al.在 1997 年發展的多面向量表，它以 25 個問題

來代表 5 個面向，即缺乏能量(lack of energy)、身體負荷(physical exertion)、

身體不適 (physical discomfort)、缺乏幹勁 (lack of motivation)以及嗜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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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iness)來測量自覺疲勞程度(1 至 10 等級)，身體負荷和身體不適被認為

是生理性疲勞，缺乏幹勁和嗜睡被認為是心理性疲勞，而缺乏能量與其他四

個面向均有很好的相關，因此它代表綜合性的疲勞指標，SOFI 的信效度經

過驗證，且與生理性指標如 EEG 和 EMG 的測量有很好的相關[60]。 

4. 日本自覺疲勞症狀調查表 

本問卷由日本安全衛生研究所開發，測量受測者工作前後自覺疲勞症狀

的盛行率及發生率，為目前台灣職場 常使用之自覺疲勞症狀調查表。自覺

疲勞調查表的調查項目，可分為 I：「愛睏及無力」、II：「注意力集中困

難」及 III：「身體局部異常感」三大類，每一類各有十個項目。將各症候群

所屬的 10 個項目之訴求率予以算出，再進一步得出 I、II、III 這三個症候

群的總平均訴求率(即 30 個項目全部的訴求率)。參照此計算方式，依工作類

型，求出各個小項目的訴求率、各症候群的訴求率及總平均訴求率。當各症

候群的訴求率出現「TI > TIII > TII」時，表示此工作類型是屬於一般型疲

勞；「TI > TII > TIII」表示此工作類型屬於精神工作型疲勞；「TIII > TI > 

TII」則表示此工作類型是屬於肉體勞力工作型疲勞。其問題項目如下表所

示： 

表 3-1 日本自覺疲勞症狀調查表 

Ⅰ 愛睏及無力 Ⅱ. 注意力集中困難 Ⅲ 身體局部異常感 

01 頭重感 11 無法思考 21 頭痛 

02 全身無力 12 不想交談 22 肩痛 

03 腳部無力 13 心煩氣躁 23 腰痛 

04 打哈欠 14 意志鬆散 24 呼吸困難 

05 發呆 15 做事無勁 25 口乾 

06 想睡 16 無法思考小件的事物 26 聲音嘶啞 

07 眼睛疲勞 17 做錯事增多 27 頭暈 

08 動作粗笨 18 對事物在意 28 眼皮及肌肉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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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腳步不穩 19 無法歸納 29 手腳抽動 

10 想躺下 20 沒有耐心 30 情緒不好 

 

    問卷的檢測可利用工作前後，或是工作中的些許時間來進行，通常，這

些問卷並不如同生理檢測等需要多次量測，而必須要搭配生理狀況量測來進

行，一般來說，若要進行短時間的調查，則應測量作業前後的疲勞狀態，不

需要作頻繁式的記錄。 

    在結果的處理上，對於上述問卷，大多具有數個次量表，故一般多以分

別計算次量表結果，從數個面向來判斷疲勞程度為主，分數越高則自覺疲勞

程度越高。此外，這些疲勞量測往往會搭配睡眠質量量測、慢性徵狀檢測等

測量，或是搭配後述的生理量測，以確定自覺疲勞程度是否與生理反應有所

關連。 

(六) 動作研究及時間分析之探討 

    動作與時間研究原本是為了要將作業流程標準化並予以改善的一種測量方

法，該方法主要是以客觀記述作業者的行動、動作，以及產出等為目的，藉著

長時間持續性的作用，作為一種具有判定疲勞的有效材料，而其測定方法大致

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以照相、錄影等觀測動作與作業所需時間的直接測定法，

另一種則是以觀察、隨機決定時刻來觀測作業者行動。常見的觀察研究法有： 

1. 連續攝影法 

    使用小型相機或錄影機來拍攝連續性作業狀態的方法，可適用於移動性

大的作業與協同作業，該方法雖然方便，但對於資料的整理與判定卻相對困

難，另外，該方法也有助於判定其他週遭的環境特性與資料。 

(1) 連續照相法(Cycle-Graph)  

從事作業活動時，將豆電球(如圖 3)安置在身體的重點部位上(手、

腕、肩、腰、足、頭等)，在定時的快門啟動下，以照相機進行作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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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因為可以記錄下裝置豆電球部位的運動軌跡，所以在作業時間進行時

可以只以軌跡的情形來做為疲勞判定上的一項定性資料。 

 

 

 

 

 

 

 

 

 

 

圖 3-1 以豆電球裝置進行連續照相法 

 

(2) 連續錄影法 

這是使用錄影機來拍攝連續性作業狀態的方法，較適用於移動性大

的作業活動及協同作業之中，雖然資料的取得並不需要花費太多的勞力，

但在資料的整理與判定上卻相當的困難。 

2. 活動記錄法(Memo Motion) 

以每分鐘固定的速度做記錄攝影，與連續攝影法一樣，具有實施容易但

結果整理與判定困難的特性。 

3. 時間分析 

將作業要素或動作換算為時間、頻率的基本方法，以簡單來看，以碼表

計測某動作所需時間，然後判斷一連串連續動作的平均時間等，能夠輔助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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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之測定，若能搭配反應速度測定則更佳。例如，對於重複性的工作，疲勞

者的動作平均時間會拉長，作業速度會下降。另外，無論是作業量的逐漸消

長之觀察、作業量逐日變化之觀察、或是作業失誤的逐時變化，以及逐時性

自發休息次數的記錄等均為有用的資料。 

五、 測定結果的處理 

依據疲勞測定之結果，各項疲勞測定均不應單獨判定，而必須做綜合性的

判讀與討論，一般來說，對於疲勞量測，目前常以生理機能測量搭配問卷測量

等，而可以有以下的結果處理方式： 

(一) 生理測量、生理機能測量搭配心理/精神問卷 

常見的方法，就是以主觀感覺疲勞的測定，輔以生化數值或生理機能

之測量。通常，生理機能會測量心跳率、血壓等較容易測量的項目，若是採用

CBI、MBI 等不適合密集測量的問卷，則可探討平均生理生化數值與問卷結果

的關係，而一般來說，這些問卷在開發時，也往往會驗證以生理生化測量之相

關強度，從而確保問卷的有效度，故將這幾類同時施測後合併分析，較能有效

地判斷實際疲勞程度。 

(二) 工作環境調查、工作壓力調查之測定 

對於疲勞的成因，搭配工作環境測定、工作壓力調查等測量也是相當常

見的輔助措施，以此方法來找出改善疲勞問題的方法，能有助於疲勞的判讀，

決定疲勞是生理性或精神性的，個人或團體性的。 

(三) 人力資源及衛生統計資料 

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資料及衛生統計資料的應用也是很好的團體疲勞調

查方法，這些資料包括：(1)作業錯誤的情形，如日、週、月間的作業失誤、

不良品、故障等成因檢討；(2)缺席及疾病統計：如作業條件別或輪班別、作

業條件變更時之疾病或缺席率是值得注意的；(3)災害統計：與動作、作業速

度或錯誤相關的災害時刻別之消長關係皆可加以運用，並舉出關連因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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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統計資料：如體重、飲食攝取量、體能之季節變動等，都可以在職業疲勞

的檢討中善加利用，將有助於疲勞結果的判定以及改善方案之設計。 

依上述各疲勞測定方法以及工作類別的疲勞特性，整理出各工作類別建議

的疲勞測定項目如表 3-2。除了自覺症狀調查法每個行業建議都做外，屬於 I

「肉體勞力工作類型」中之重體力作業者應加入肌肉負荷度測定，重複做業者

應加入行動分析、肌力描記器、閃爍融合測定法等，而長時間久站者應加入小

腿周長測定；屬於 II「精神工作類型」中之視覺作業者可加入眼球運動測定、

近點距離測定、眼睛屈光力測定、閃爍融合測定法等，監視作業者可加入閃爍

融合測定法，精密作業者可加入協調動作檢查，神經緊張作業可加入皮膚抵

抗、皮膚電位、心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等；屬於 III「一般辦公工作類型」中之

管理性工作者可加入皮膚抵抗、皮膚電位、心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等；屬於 IV

「特殊作業類型」中之夜間作業者可加入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血漿皮

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K)等項目，高熱作業

可加入發汗量、心血管機能檢查、體溫、皮膚溫度、尿中蛋白、電解質測定

等，高空作業可加入自律神經機能檢查、動搖檢查等項目，輪班作業者可加入

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

尿中電解質(Na, K)等。 

以下本文所列舉之五種易疲勞行業中，就有四種屬於輪班作業，國內外文

獻指出，從事輪班工作者佔全體勞動者的比率已達 30%以上，顯然輪班已成為

一種工作型態的趨勢。輪班工作由於改變人類生理上的日韻律 (circadian 

rhythm)，導致生理時鐘的混亂而影響個人健康。許多研究早已證實，與輪班工

作相關的健康危害包括：睡眠障礙、消化功能障礙、不孕及流產、增加心血管

疾病、乳癌、大腸癌發生率等；由於精神狀態不佳導致工作效率欠佳、失誤率

以及意外事故發生率增加等工作安全與效率問題，此外，更嚴重的是家庭失和

的問題。因此，讓職場管理單位暸解輪班工作的潛在危險性，以及如何讓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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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使輪班者不致因頻率過快或休息不足導致身心受損，乃是職業衛生管

理之重要課題，而員工工作及身心狀況之瞭解及監督則是必備的，因此其評估

之測定項目顯得特別重要，例如：心律、攝氧量、直腸體溫及尿中鉀和鄰苯二

酚(catecolamine)之排泄在 24 小時期間顯示不同節律性變化，腎上腺皮質素(glu 

cocorticoid homone)，又稱為可體松(cortisol) 是 常作為日韻節律混亂代表的賀

爾蒙之一，當腎上腺受刺激後，經一連串反應而產生三類主要的類固醇激素，

而一種混合類固醇 17- Hydroxycorticosteroids (17-OHCS)即屬於腎上腺糖皮質素

(C12 類)及其代謝物，目前常測定尿中 17-OHCS 可評估腎上腺皮質功能的指

標，亦可以測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等；而閃爍融合測定法是一項直

接的視覺知覺檢查，而閃爍融合值的高低被認為可反應大腦皮質的活動情形，

其檢查結果被視為一項能了解夜間作業疲勞度以及大腦皮質活動降低的有效方

法；另外，尿中鈉(Na)及鉀(K)會因為勞動條件而產生變化，鉀的生理規律性較

強，所以較不會因夜間工作而產生變動，因此在調查生理性規律時可以加以利

用；而輪班引起精神疲勞時則可以採用動搖檢查檢查其平衡機能。故建議輪班

人員測定項目為：自覺症狀調查法、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血漿皮質激

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K)等，其中以自覺症狀調

查法、閃爍融合測定法、尿中 17-OHCS 等為強烈建議測定項目。 

 

表 3-2 各工作類別建議之疲勞測定項目 

作業類型 工作類別 測定項目 

肉體勞力

工作型 

重體力：高身體負荷
自覺症狀調查法、肌肉負荷度(屈腕力計、握力

計、背筋力計、指尖力計) 

重複：裝配線作業、

規制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行動分析、肌力描記器、閃爍

融合測定法 

長時間：久站 自覺症狀調查法、小腿周長 

精神工作 視覺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眼球運動測定、近點距離測



68 

 

型 定、眼睛屈光力測定、閃爍融合測定法 

監視作業、自動化控

制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閃爍融合測定法 

精密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協調動作檢查 

神經緊張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皮膚抵抗、皮膚電位、心血管

及呼吸機能檢查 

駕駛 
自覺症狀調查法、視覺刺激、認知時間、動體視

力測定法 

一般辦公

工作 

事務性工作辦公人員 自覺症狀調查法 

管理性工作 
自覺症狀調查法、皮膚抵抗、皮膚電位、心血管

及呼吸機能檢查 

特殊作業

型 

夜間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

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

尿中電解質(Na , K) 

輪班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動搖檢查、閃爍融合測定法、

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

尿中電解質(Na, K) 

高熱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發汗量、心血管機能檢查、體

溫、皮膚溫度、尿中蛋白、電解質測定 

高空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自律神經機能檢查、動搖檢查 

 

六、 五種不同行業易疲勞測定評估 

比較容易發生疲勞之作業包括：熱暴露作業、監視電腦終端機作業、噪音

作業、裝配線作業、精密度控制作業、駕駛作業、重體力作業、輪班制之作

業、勞動時間長之作業、理容或美容衛生人員之作業、主管經理人員之作業

等，不同的工作類別應採用適合的疲勞測定項目。以下將就郵政作業、飛航作

業、醫療作業、仲介保險業、保全作業等作業類型，對於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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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郵政作業： 

目前全國約有 3 萬人從事郵政工作，郵政作業人員的工作負荷量大、重

複動作多，且部分員工需在室外工作，對員工的危害及疲勞影響可能很大，進

而導致意外發生或造成疾病。本所(1998)我國郵政人員的工作危害、疲勞狀況

及生理相關表現，並探討影響從業人員疲勞的相關因素及不同季節的影響。該

研究對象選自北區郵政管理中心的員工，包括郵差 82 人、函件分發人員 30 人

及包裹處理人員 31 人，共計 143 人。研究結果顯示，有 25%的郵政作業人員

發生過胃腸疾病，可能由午餐時間不固定所致。在 近三年內，有 32%的郵

差曾發生被狗咬的傷害，有 27%的郵差曾發生交通意外。在習慣性肌肉骨骼

傷害方面，郵政作業人員 常發生疼痛的部位為肩部，約為 40%，另外有

22%的郵政作業人員出現類似腕道徵候群的症狀，有 27%的人員出現下背痛的

情形。在工作後的自覺疲勞盛行率方面，郵差及函件分發人員均為「眼睛疲

勞」 高(分別為 36%及 80%)，包裹處理人員則以「腰痛」 高(52%)，若以

疲勞類型來看，郵差及函件分發人員是屬於一般型，而包裹處理人員則是屬於

肉體勞力工作型。生理變化方面，三組受測人員在工作後的心率呈現上升的情

形，而血壓則呈現下降的情形，閃爍融合閾值及反應棒有變好的現象，握力、

指尖力及背筋力則皆有變差的現象。另外，研究中亦發現，在一週工作後休息

兩天的疲勞恢復效果比休息一天的疲勞恢復效果好。比較郵差在冬季及夏季的

資料，發現夏季時的心率、血壓及背筋力值有較冬季好的情形，而冬季時的自

覺疲勞情形則較夏季嚴重。 

1. 作業類型 

郵政作業的作業性質與內容，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類： 

(1) 郵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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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郵局內處理郵件之分類、配選工作，重複性高，由於其工作往往

有休息時間不足、工作負荷大、振動及低溫環境等，故容易造成生理之疲

勞，甚至進而累積成肌肉骨骼之傷害。 

(2) 郵件分發 

此指郵件之投遞分發、運送等作業，對於多以交通工具在外奔波的

工作內容而言，不同於郵件處理，需要較高度的集中力來駕駛交通工具、

避免郵件投遞錯誤、防止意外發生等，容易造成精神之疲勞，而在工作過

程中，環境氣候的影響也使該類工作有較高的中暑危險等。 

(3) 郵包搬運 

郵局內的郵包搬運，或是包裹之搬運上下架，則更屬於重勞動工

作，也往往具有重複性，故容易造成生理上的疲勞。 

2. 疲勞測定人、時、地之選定 

依據郵局工作的特性，郵件的主要處理過程為收件、集中分發、運輸及

分地區投遞，過程為民眾將待寄的郵件拿到郵局櫃檯或投入郵筒交寄，由郵

務士開小貨車依地區別及分配路線定時收集，平信的收信次數為每天 2 次(分

別為下午 1 點及 6 點)，而限時信件則為每天 3 次(分別為上午 10 點、下午 1

點及 6 點)，負責收集郵件的郵務士由各個交寄點收集郵件後，集中到各地區

負責投遞的地方郵局(全國共 23 個)，再運送到各區的郵件處理中心(北、

中、南共三處)進行銷印，並依地區別分發，再送至各區投遞中心，由郵差送

達各收件人。一封郵件從寄件人寄出到送達收件人的過程中，所牽涉的人員

頗多，有郵件收集及運送人員、函件分發人員或包裹處理人員及郵差等。 

因此，人員之選定，可以郵差、函件分發人員、包裹處理人員作為研究

樣本，進行疲勞測定之調查。 

3. 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測量項目上，一般郵務員應針對其重複工作的特性來測量，故應以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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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調查法測量，而在外郵件分發的郵差，則有駕駛與體力勞動的特性，應

測量肌肉負荷度、視覺刺激、認知時間、動體視力測定等，負責在郵局內處

理郵件與郵包搬運者，則除了重體力勞動測定外，還因久站而應測量小腿周

長。此外，應輔以自覺症狀調查法，以測量工作者的主觀疲勞程度，作為心

理疲勞程度的判定指標。 

(二) 飛航作業 

飛航作業人員可分為服務旅客的機長、空服員等空中勤務，以及地勤、

塔台管制等的地勤人員，本所(2004)曾對航空管制人員進行疲勞調查[20]，該

次研究內容如下：該研究將研究對象依工作型態分成三組，塔台管制員 29

人、雷達管制員 51 人及現場主管人員 22 人。研究結果發現，體重過重佔

31.3%，吸菸率為 14.7%，有喝酒習慣 3.9%。工作前，航空管制員出現的疲勞

症狀 多為「眼睛疲勞」(37.25%)。三種工作人員中，以塔台管制員在工作前

常出現「想睡」的狀況(41.38%)。工作後，三組航空管制員產生的疲勞症狀

將近有 50%認為「現在覺得累」，有 40%以上出現口乾、打哈欠、想躺下的

疲勞症狀；比較塔台管制員和雷達管制員，「口乾」盛行率分別為 41.38%及

50.98%；「打哈欠」盛行率分別為 41.38%及 49.02%；「想躺下」盛行率分別

為 41.38%及 45.1%；雷逹管制員的「意志鬆散」盛行率(41.18%)明顯比塔台管

制員高。以工作後自覺疲勞症狀盛行率推估航管人員的疲勞類型為「精神工作

型」，其中，塔台管制員為「一般型」；雷達管制員為「精神工作型」；現場

主管人員則屬「一般型」。在壓力問卷調查部份可發現，航管人員為女性或雷

達管制員或年齡小於 30 歲或年資小於 5 年，在各個變項產生的壓力指數有較

高的趨勢。 

疲勞生理測定的研究發現，工作後男性閃爍融合閾值項目表現明顯變

差；男女性員工工作後平均近點測距結果變好，但和工作前差別不大；男女性

的反應棒工作後表現均變好，但與工作前沒有顯著差異。男性管制員食指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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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變差，女性管制員拇指、食指、食指及中指均明顯變差，工作後心跳變

慢，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收縮壓及舒張壓均降低，亦無統計上明顯差異。由

該研究可以發現，我國飛航管制員之工作產生的自覺疲勞症狀以眼睛及口乾、

想睡、打哈欠、頸部及肩部僵硬、現在覺得累之問題 多，約佔 50%。疲勞

生理測定方面，閃爍融合閾值、指尖力值皆在下班後產生統計上之差異 

1. 作業類型 

飛航作業包含複雜的工作組合，分別如： 

(1) 飛航管控人員 

飛航管控人員的工作相當複雜，一般包括有塔台管制員、雷達管制

員、協調員、班務督導等，該類人員一般屬於輪班制。Rhodes 等人在

1996 年利用觀察腦波圖型態對夜班航管人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夜班人

員輪值期間確有想睡及注意力不集中的時期，顯示夜班人員確實較難維持

工作警覺性。許多研究指出航管夜班工作者的睡眠時間平均比常日班及晚

班工作者少。白天補眠的動作並無法真正弭補這個損失，白天的社會活

動、家庭角色的要求、環境的因素都或多或少干擾了白天睡眠的品質。實

驗室的研究亦指出白天睡眠容易中斷與睡眠腦波結構異於夜間睡眠。亦有

研究指出航管日班工作者的睡眠時間比晚班工作者少，可能是因為生理時

鐘的關係，輪日班的工作人員並不會提早就寢，因而減少睡眠時間。 

(2) 地勤人員 

地勤人員又可分為飛航引導人員、機組保養維修人員、行李運送人

員等，同樣具有輪班性質，但例如行李包裹運送人員，不僅有輪班性質，

還有較重的物理負荷，可能兼具生理與心理的疲勞。 

(3) 飛航人員： 

飛航人員包含有空服員、機組駕駛員等，對於服務員，一般認為除

了輪班負荷以外，還有大量的體力負荷，例如為旅客置放行李、推送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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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女性而言都是相當重負荷的工作，故不乏相關的肌肉骨骼傷害與疲

勞研究。而對於機組駕駛員，則需要極高的集中力，以保障旅客的安全。 

 

2. 疲勞測定人、時、地之選定 

由於飛航人員通常都具有輪班性質，因此對於疲勞測定之時間，則應分

別針對其輪班週期與輪班間隔作完整的調查，以人員挑選來說，可挑選空服

員、駕駛員、飛航引導人員、飛航管制人員、行李運送人員、機組維修人員

等人來測定，尤其對於輪夜班頻率較高者，應於夜班前後測量其疲勞狀況，

並測量夜班與日班轉換之間的疲勞狀態改變。 

3. 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對於測量之項目，若為地勤塔台管理人員，因具輪班作業與管理性工作

的特性，應測以動搖檢查、flicker 測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

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 K)、皮膚抵抗、皮膚電位、心血管及呼吸機

能檢查等項目；而若為機組維修人員與其他地面管制人員，則除了輪班作業

外，屬精密作業或重體力工作者，故應再測以肌肉負荷度、協調動作檢查等

項目。就飛航人員而言，包含駕駛員與空服員，駕駛員需要高度集中力與精

神持久力，故應測定視覺刺激、認知時間、動體視力等；而對於空服員，則

屬於重體力勞動以及輪班作業，應以動搖檢查、flicker 測定、血漿皮質激

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 K)、肌肉負荷度(屈腕

力計、握力計、背筋力計)等測定之。此外，應輔以自覺症狀調查法，以測量

工作者的主觀疲勞程度，作為心理疲勞程度的判定指標。 

(三) 醫療作業 

本所(2011)為探討我國醫療院所員工超工時及輪班概況及員工相關認知

態度進行研究[35]。該研究對全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等進行有關

工時職業安全衛生問卷調查，抽樣方法採分層隨機抽樣，總樣本數為 36 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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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受訪對象包括管理階層及一般醫療從業人員，完成有效問卷共 588 份，包

括管理人員 125 份及一般醫療從業人員 463 份。問卷調查方式由調查人員親至

現場，並請勞安管理單位協助進行。 

研究結果顯示，醫院之超時工作者主要為醫師，輪班制人員則以護理人

員為 多。在醫院中，每週平均工時低於 45 小時以下者，在管理階層佔 

40.3%，一般醫療從事人員則僅 37.0%。醫師每週工時超過 60 小時以上者佔 

40.0%，45 小時以下者為 10.7%。需輪班及大夜班、值班者，醫師高達 73 %

高，護理人員次之，為 67%，接著為放射技術人員(62%)，藥師則為 38%。 

管理人員及一般醫療人員認為在安衛法規中需要再訂定每天、每週、每

月工時限制及深夜工作、輪班制度等相關規定者為 66-74%，僅 11-17%認為不

需要。一般醫療從業人員超工時工作非常普遍，醫師尤為嚴重，每月超工時且

需值夜班，例如，有學者曾研究兒科住院醫師的倦怠程度指出[61]，須輪班之

醫師的健康必須受到關心及改善。此外，護理人員需輪班者眾，醫院必須建立

一些健康保護措施，政府亦需有法規管理。 

1. 作業類型 

醫療作業依其作業內容之差異，在不同的醫療人員與醫療單位，有不同

的疲勞類型。 

(1) 護理人員 

大部份的護理人員，具有如前述空服員相類似的工作特性：輪班、

肌肉骨骼負荷，甚至需要有高度的集中力，例如服務於開刀房或加護病房

的護士，又或者是需要面對龐大的精神與人際壓力，專責服務病房病患的

護士等，在護理人員間，就已有相當程度的疲勞特性差異存在。通常，護

士多為面對病患家屬的第一線，也與住院病患有 高頻率的接觸，無論是

對於感染的預防、病患的照護服務提供等，都是使護理人員感覺到疲勞的

原因，同時，也常會因為推送病床、搬送藥衛材等而有物理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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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師 

醫師所面對的工作疲勞來源，比起物理工作負荷，心理工作負荷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根據醫師的排班特性，一般日間或夜間診療的醫師，

其精神疲勞程度並不比住院醫師來得高。而又因為醫院的工作特性，無論

是醫師或者是護理人員，由於 24 小時不間斷服務的性質，對於排輪班制

的醫護人員來說，不乏可見連續工作超過 24 小時未闔眼的情況，而對於

某些外科醫師而言，連續開刀數十小時並不稀奇，不但有大量的體力負

荷，也具有相當沉重的精神負荷。 

(3) 其他醫院行政人員與檢驗人員等 

相對於醫護人員，該類人員比例較少，若將兼差行政職的護士扣

除，則以檢驗人員居多。檢驗人員同樣是輪班制的，在大量的檢驗工作

下，該類人員也具有一般輪班工作者的特性。 

2. 疲勞測定人、時、地之選定 

對於醫護人員的疲勞測定時間，應配合以其作業時間與交接班時段前後

來進行測量。通常，以八小時計，住院醫師與護理人員的交接班時間約介於

早上 7-9 點間、下午 4-6 點間、凌晨 0 點前後。在這些時段，測量交班人員

與下班人員的疲勞狀況，持續一個輪班週期，能夠有助於探討週期前後、輪

班時段間的疲勞差異。測量人員則應包含醫師、護士、檢驗師等，而對於未

參與輪班制的人員，則比照一般日間測量，測量上下班時的疲勞程度，以及

中午午休時間的疲勞程度等。 

3. 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測定項目方面，醫師依照科別不同，所需測定的項目不同，例如，不需

開刀的科別較為簡單，屬於一般的精神作業，測以皮膚抵抗、皮膚電位、心

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等即可，若為需開刀的醫師，尤其是外科等長時間開刀

的科別，則額外屬於精密作業甚至久站作業，應測以肌肉負荷度(屈腕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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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力計、背筋力計)、小腿周長等，若為住院醫師，則有輪班作業之特性，應

測以動搖檢查、flicker 測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

OHCS、尿中電解質(Na, K)等。 

護理人員則屬於輪班作業與肉體勞力工作中的重體力工作，少部分屬於

神經緊張工作(例如協助手術執行的外科護士)，應測以動搖檢查、flicker 測

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K)、肌

肉負荷度(屈腕力計、握力計、背筋力計)等，檢驗人員、藥師則同樣屬於輪

班作業與精神作業，需要集中精神以避免錯誤，測量項目較護士少肌肉負荷

度一項。此外，應輔以自覺症狀調查法，以測量工作者的主觀疲勞程度，作

為心理疲勞程度的判定指標。 

(四) 仲介保險業 

責任制員工工作時數不屬於勞基法規範之一般工時，僅表示勞資雙方應

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以致責任制員工力求表現，爭取業績因此造成壓力產生，

勞研所曾藉由各種測量工具，探討責任制員工房屋仲介業經紀人、營業員，觀

察其自覺疲勞症狀、心理壓力、生理壓力等[62]。以台北市為受測點，隨機選

取 155 位經紀人及經紀營業員、195 位外勤人身保險業務員為研究對象。結果

發現，經紀人及營業員平均工時一天為 12.6±8.2 小時，70.3±14.7 小時/週，受

測當日的工作時間為 12.0±2.0 小時。以疲勞生理指標而言，與其他行業別比

較，經紀人及營業員在工作前都比早班、午班巴士駕駛、公司警衛、夜校工讀

生、早/晚班飛航人員高，顯示經紀人及營業員的工作壓力指標較上述的行業

都來得高。而經紀人及營業員工作前自覺疲勞盛行率 高為「想睡」

(48.8%)、「眼睛疲勞」(45.7%)、「打哈欠」(45.7%)等。依據其自覺疲勞症狀

盛行率，可推估經紀人及營業員的疲勞類型為「精神工作型」。 

外勤人身保險業務員在自覺疲勞症狀訴求率則遠低於同為精神工作型的

航空管制作業，與其他一般型工作如郵政、電信及精密作業相比亦較低，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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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架清潔及道路翻修作業。工作前/後自覺疲勞症狀以「眼睛疲勞」盛行率

高，而工作壓力調查結果發現，主要造成壓力的原因包括「工作中需要學習

新事物」、「工作中必須具創新想法」等為 高，工作時間分析結果則發現，

外勤人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為 7.3±2.2 小時，每週平均工作時間為 38.3±13.9

小時，比一般固定工時行業的工作時間短，而生化量測則顯示外勤人身保險業

務員工作壓力指標比以上行業高。 

1. 作業類型 

仲介保險業屬於實際作業時間非常不規則的行業，可將其分為行銷人員

或辦公室文職人員，其作業性質差異相當大。 

(1) 行銷人員 

仲介保險業的行銷人員大多屬於業績制，即每個月或每季必須達到

一定的保險或其他仲介交易量，對於薪資的保障也依照其績效而有所差

異。一般來說，這些仲介保險業者的作業時間應與一般辦公文職人員相

同，但實際上，由於仲介保險行銷經理人必須接觸廣泛的客戶群，接受不

同的客戶要求，因此盡量配合客戶時間就相當的重要。對於許多仲介保險

經理人來說，睡眠時間遭電話中斷，或是在夜間才能拜訪或與某些客戶接

觸已為常態，故其工時難以計算，對於疲勞的形態也大多是因為高工作持

續時間等帶來的心理疲勞。對於生理的疲勞，主要是以睡眠與生活的不規

律所致，較不同於一般固定輪班的從業人員。 

(2) 辦公室文職人員 

與一般文職人員的工作類性相同，處理各類保險業務與行政文書業

務等。 

2. 疲勞測定人、時、地之選定 

對於保險仲介人員的疲勞測定，由於其實際工作時間的不固定，因此其

測量時間點與一般辦公室文職人員相同，即採用上班前/早餐後-中午午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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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就寢前等的測量方式來進行。對於此類人員的測量，又多重於心理精

神類、感知疲勞類的測量。 

 

3. 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仲介人員與保險行銷人員，由於有大量時間在外奔波，且夜間仍須隨時

接受客戶通聯，故應可能有駕駛特性需求、或是必須要久站、以及不規則時

間作業，故應測定以動搖檢查、flicker 測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

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K)、視覺刺激、認知時間、動體視力測

定法等項目。此外，應輔以自覺症狀調查法，以測量工作者的主觀疲勞程

度，作為心理疲勞程度的判定指標。 

(五) 保全業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屬於勞基法 84 條之 1 的監視性工作，得由勞雇雙方另

行約定工作時間，使得保全業為了節省人力成本，將保全人員的工作時數拉

長，但薪資並沒有隨工作負荷成長。因此保全人員面對收入不高、長工作時

間、輪班等持續的壓力，可能造成保全人員產生心理或生理上的疲勞。本所曾

藉由各種測量工具，進而觀察保全人員之自覺疲勞症狀、心理疲勞以及生理疲

勞[21] 。受測地點以台北市為主，隨機選取 121 位保全人員為研究對象，針

對每位研究對象進行自覺疲勞症狀調查、生理疲勞以及尿液中 17-OHCS 之測

定。 

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平均年齡為 44.071±1.22 歲，非休假日的工作天中

睡眠平均為 7.99±1.32 小時，表示有睡眠障礙的有 23.1%，主要工作班別為固

定白班(56.4%)，輪兩班次之(28.7%)，平均每個月休假天數為 5.03±2.52 天，

吸菸比例為 53.7%，嚼檳榔比例為 10.5%，喝酒的比例為 20.0%，飲用咖啡的

比例為 34.7%。保全人員在工作前自覺疲勞症狀中，顯示「想睡」、「打哈

欠」、「眼睛疲勞」三個問卷項目有相當高的盛行率(35%)。疲勞生化測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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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發現，保全人員上班前尿液的 17-OHCS/creatinine 為 8.05±5.65 mg/g 

cr.17-OHCS ；下班前尿液的 17-OHCS/creatinine 為 7.85±6.15 mg/gcr.17-

OHCS。不論是上班前或下班後，其濃度遠高於本所過去之研究，包括午班巴

士駕駛、房屋仲介業經紀人及營業員、外勤人壽保險、早班巴士駕駛、夜校工

讀生、早班及午班飛航人員，顯示保全人員壓力指標比以上行業還要高。 

1. 作業類型 

保全業屬於監視性工作，必須長時間專注於周遭是否有可疑人物或是有

突發狀況，因此需要高度的集中力，也更容易感到疲勞。保全業的作業類型，

主要以守衛、貴重物品運輸為主，尤其是後者必須比警衛有更高度的專注與應

變能力，因此，在長期集中精神之下，也較一般工作者更容易感到精神與體力

上的疲勞。此外，我國保全業者通常有連續工時過長的問題，且在輪班制度之

下，保全業工作者的健康狀況更容易受到影響，故生理與精神的易疲勞問題都

不可輕忽。 

2. 疲勞測定人、時、地之選定 

對於保全業工作者的疲勞測定，考慮其輪班性質或夜班性質，應固定於

工作前後進行測定，若測定發現有過度疲勞問題，即應調整其班次或任務性

質，以避免進一步因疲勞造成更多的傷害。對於其疲勞程度之測定，應生、心

理疲勞測定並重，生理疲勞之測定以生理機能性、專注性等之測定，心理之疲

勞則著重精神類與感知疲勞類之測量。 

3. 疲勞測定項目之選定 

保全人員若為警衛工作，則屬於監視作業，部份人可能有久站特性，視

其排班狀態，可能為輪班或不規則時間作業，故應測以小腿周長、動搖檢查、

flicker 測定、血漿皮質激素、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尿中電解質(Na, 

K)等項目，若為戒護送人員，例如運鈔車保全員，則需要更高的集中力與注

意力，則會有駕駛工作，以及神經緊張作業的特性，應額外測定以皮膚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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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電位、心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等項目。此外，應輔以自覺症狀調查法，以

測量工作者的主觀疲勞程度，作為心理疲勞程度的判定指標。 

     

 

綜合以上所述，本次探討五種行業將其工作類型與產能計算方式如下表： 

表 3-3 五種行業之作業類型及產能計算方式 

工作內容 作業內容 工作類型 產能計算指標 

1. 郵政作業 

郵務文書 

處理 
郵政人員 一般辦公型 作業正確率 

郵件分發 
郵差 勞力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數 

大型包裹運送 勞力型 作業正確率 

郵包搬運 郵務員 勞力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數 

2. 飛航作業 

飛航管控 塔台控管 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 

地勤維修 
地面支援 勞力型 作業正確率 

機組維修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 

飛航人員 
飛機駕駛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 

空服服務 勞力型 作業正確率、客戶滿意度 

3. 醫療作業 

護理人員 

外科助手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 

病房服務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

數、客戶滿意度 

醫師 

外科手術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數 

一般診療 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

數、客戶滿意度 

藥師 藥品分發 勞力型、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數 

檢驗人員 生化檢驗 知識型 作業正確率、單位時間作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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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 一般行政 一般辦公型 作業正確率、客戶滿意度 

4. 仲介保險 

行銷人員 仲介行銷 勞力型 單位時間作業/售出/簽約數 

文職人員 一般行政 一般辦公型 
作業正確率 

 

5. 保全 

警衛 監視守衛 勞力型 服務態度、任務達成度 

戒護送人員 貴重物品運送 勞力型 服務態度、任務達成度 

五種作業類型而言，可將其作業類別、工作類別建議除了各種作業都作自

覺症狀調查法外，其疲勞測定項目分別如下表所示： 

 

表 3-4 五種行業之作業類型及疲勞測定項目 

工作內容 作業類別 工作類別 測量項目 

1. 郵政作業 

郵務文書 

處理 

一般辦公工作 事務性工作辦公 自覺症狀調查法 a 

    

郵件分發 肉體勞力工作型 

精神工作型 

重體力 

駕駛 

自覺症狀調查法 a、握力計 a、背

筋力計 a、指尖力計 a、動體視力

測定法 b 
    

郵包搬運 肉體勞力工作型 

 

重體力 

站立 

自覺症狀調查法 a、握力計 a、背

筋力計 a、指尖力計 a、小腿周長 b 

2. 飛航作業 

飛航管控 特殊作業型 

一般辦公工作 

輪班作業 

管理性工作 

自覺症狀調查法 a、指尖力計 a、

閃爍融合測定法 a、動搖檢查 b、

血漿兒茶酚胺 b、尿中 17-OHCS 
a、心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 b 

    

地勤維修 特殊作業型 

精神工作型 

肉體勞力工作型 

輪班作業 

精密作業 

重體力 

自覺症狀調查法 a、閃爍融合測定
b、握力計 b、背筋力計 b、血漿皮

質激素、協調動作檢查 
    

飛航人員 特殊作業型 

精神工作型 

輪班作業 

駕駛 

自覺症狀調查法 a、動搖檢查 b、

閃爍融合測定 a、血漿兒茶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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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勞力工作型 重體力 b、尿中 17-OHCS a、尿中電解質

(Na, K)、視覺刺激 a、認知時間、

動體視力測定法 

3. 醫療作業 

護理人員 特殊作業型 

肉體勞力工作型 

輪班作業 

重體力 

自覺症狀調查法 a、閃爍融合測定
b、動搖檢查 b、血漿兒茶酚胺 b、

尿中 17-OHCS a 
    

醫師 特殊作業型 

精神工作型 

肉體勞力工作型 

輪班作業 

精密作業 

精神神經緊張作業 

重體力 

時間(超工時) 

自覺症狀調查法 a、動搖檢查 a、

閃爍融合測定 b、心血管及呼吸機

能檢查 b、血漿兒茶酚胺 b、尿中

17-OHCS a  

    

檢驗人員、

藥師 

特殊作業型 

精神工作型 

輪班作業 

精神神經緊張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 a、閃爍融合測定
b、心血管及呼吸機能檢查 b  

    

行政人員 一般辦公工作 事務性工作辦公 自覺症狀調查法 a 

4. 仲介保險 

行銷人員 肉體勞力工作型 

精神工作型 

特殊作業型 

站立 

駕駛 

不規則時間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 a 、尿中 17- 

OHCS a、閃爍融合測定 b、血漿兒

茶酚胺 
    

文職人員 一般辦公工作 事務性工作辦公 自覺症狀調查法 a 

5. 保全業 

警衛人員 肉體勞力工作型 

精神工作型 

特殊作業型 

站立 

監視作業 

不規則時間作業 

輪班作業 

自覺症狀調查法 a、尿中 17-OHCS 

a、小腿周長 b、閃爍融合測定 b、

動搖檢查 b、血漿兒茶酚胺 b 

    

戒護送人員 精神工作型 

特殊作業型 

輪班作業 

精神神經緊張作業 

駕駛 

自覺症狀調查法 a、尿中 17-OHCS 
a、閃爍融合測定 b、心血管及呼吸

機能檢查 b、動搖檢查 b、血漿兒

茶酚胺 b  

 

a 文獻中顯示，於工作後呈現統計上明顯變差、或與其他行業人員相比，測量值有顯著差異

之項目，為建議測定項目。 

b 依其工作特性，可測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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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近期 新疲勞方法測定種類 

疲勞或疲倦是平日生活皆具的經驗，但是，由於疲勞不易精確定義，其測

定不免有所限制。疲勞可以是在經過一天的辛苦(致力)工作之後、一次夜間睡

眠不足之後，乃或因為壓力造成的個人主觀的倦怠感(tiredness)。也可能是生理

功能變化的表徵，包括工作能力及情緒的改變，這些現象的測定方法各異，卻

又可能相關，因此各有其不足之處，對從事輪班工作的人，其疲勞或倦怠又更

嚴重，測定也更複雜。 

疲勞的測定，用問卷自我報告，個人主觀的份量大，使用儀器的精確度對

生理疲勞的測定較佳，但心理主觀的測定仍有不足之處。電腦的應用克服了相

當多的缺點，例如生理活動的評估，要決定活動度和工作成果之間的相關，就

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直到葉杜二氏法則(Yerkes-Dodson Law)的推理，建立了反

V-型相關，活動度和成果(performance)的相關計量才較清楚(Green, 2012)。這和

工作難度也有相關，三者之間具有交互作用，較簡易的工作，在壓力之下可能

表現得很好，但複雜的工作則因壓力而減弱成果的達成。葉杜法則是由心理學

家 Robert M. Yerkes 和 John Dillingham Dodson 在 1908 年提出來的，說明清醒

警覺(arousal)和作業成果(performance)之間的相關，工作效果隨生理和心理清醒

警覺狀況的提升而增加，但是太過警覺，工作效果反而下降，成為 V 形相關。

不過這種相關也隨工作難易的程度而不同。 

本節將針對近期 新之疲勞測定相關問卷、儀器及其量測方式進行簡介。 

一、 疲勞評估相關問卷 

為了評估醫療效應，常以生活品質問卷，由病人自評治療前後的生理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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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狀況，是常用的方法。問卷內容包含了生理及心理評估項目，有的涉及疲勞

議題，常用的問卷整理介紹如下： 

 

(一) 荷蘭職場作業人員疲勞與工作力問卷 

    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等機構曾執行職

場疲勞的大型研究，從心理和生理(mental and physical)層面探討適任職務的心

理功能，將疲勞視為個人在情緒、行為和認知層面(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components)的主觀感受(sensation)[63]。急性疲勞和慢性疲勞(acute 

fatigue and long term fatigue)的測定有別。 

    急性疲勞是可復元，具職務特異性、可代償的。這種疲勞是職場常態，休

息之後或減緩作業即可恢復。相對的，慢性疲勞不可逆，非職務特意是不可代

償的，因此更重要。荷蘭為此乃以不同機構的 12,000 名員工為世代進行前瞻

性世代研究，經三年研究。檢視回答問卷和病假作業體系，收集職場作業資

訊，含心理、社會、生理、行為和健康相關的疲勞、耗竭(burnout)、復原之需

求及病假等個人資料。 

    他們將評估疲勞的工具分為單面項和多面項 (uni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工具。他們採用多面向方法評估疲勞，即以個人強度多面向

檢核表(The multidimensional checklist individual strength, CIS)問卷來測定慢性

疲勞(見表 4-1 及 4-2)。CIS 可評估疲勞的不同面向，主要有四：主觀疲勞經

驗、動機減弱、活動力減少和注意力減少(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fatigue, 

reduction in motivation, reduction in activity, and reduction in concentration)。CIS

問卷先在臨床部門以有慢性疲勞症狀(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的患者做

了完整的測試，總體 Chronbach α值為 0.90，細項則介於 0.83-0.92 之間，可

清楚區分 CFS 即其他比較組。 

    實際的研究則以職場五組員工觀察其區別：包括 2 組健康員工、2 組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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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和 1 組心理疲勞員工進行，並比較職工和有 CFS 患者間的 CIS 分數。身

心疲勞員工應比健康員工有較高的疲勞 CIS。CIS 的優點是可以鑑別能量耗竭

的疲勞(burnout)狀態，即慢性疲勞的極端現象。 

    第一組職工是 37 名健康白領，大部分在大學從事心力工作 (mental 

work)，第 2 組 38 名健康藍領在鋼鐵工業界從事粗重黑手工作，他們都完成了

問卷。第 3 組則為有過下背疝氣手術的 38 名患者，物理治療師在他們手術後

5-7 天請他們完成問卷。第 4 組是 47 名孕婦(中位數為 27 週)，由助產士請其

完成問卷，第 3 和 4 組皆有身體上的疲勞。第 5 組則為有心理疲勞，但無精神

疾病，透過醫師及保險單位選 59 名，合計有 219 名的樣本。 

1. 問卷說明 

用以評估疲勞的 CIS 問卷有 20 題問題，每題為 7 分點，記錄過去 2 週

的疲勞經歷。每個面向的問題題數不一，例如主觀疲勞(subjective fatigue)面

向有 8 題，包括「我覺得累了(I feel tired)」；動機減弱的面向有 4 題，例如

「我覺得沒有意念做任何事(I feel no desire to do anything)」；注意力減少的面

向有 5 題，例如「我的思路容易散漫(My thoughts easily wander)」。將各面向

的分數加總即為 CIS 總分，高分表示較高的疲勞度、較多注意力問題、工作

動機不足或活動力減弱。疲勞也可用 Likert 的 5 分量表測量單面向疲勞，自

我檢驗過去 2 週自覺疲勞，從「經常(very often)」到「很少或無(rarely or 

never)」。 

精疲力竭的調查則使用 Maslach 的“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其中有三分項和 MBI 一致，為情緒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 、 去 人 格 化 (depersonalization) 及 個 人 成 就 (personal 

accomplishment)。復元的需求(need for recovery)則可用過去評估過的問卷，探

究工作一天後的狀況，例如說明是否晚餐後即有元氣了，或必須休息一天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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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分析 

這些資料可用 SPSS 分析。例如 5 組員工的 4 個 CIS 面相的區分，可用

ANOVA 做單變項分析，尤其是當需要一面比較健康員工和肉體疲勞員工的

差別，一面比較健康員工和心理疲勞員工的差別時。另外以 ANOVA 進行校

正，評估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等的差別。CIS 面向和 MBI-GS 疲憊量度相

符的狀況較佳。 

3. 結果 

資料分析可先用圖說明 CIS 平均值， 高的是心理疲勞組，其次為孕婦

和疝氣手術後組，健康組二組相近，均 低。四個面相的 CIS 分數，也仍都

以心理疲勞組 高，尤其是 MBI-GS 疲憊量度評估的心理疲勞組的平均值為

3.6 ± 1.5，比孕婦組的 2.0 ± 1.3，疝氣手術組的 1.8 ±1.0 和正常白領組的 1.7 ± 

1.0 和正常藍領組的 1.7 ± 1.2 都顯著高。 

荷蘭職業衛生研究相當重視 CIS 的應用。其後 Leone 等(2008)就以 MBI-

GS 問卷進行世代研究，比較「疲憊力竭和疲勞」均可和只有「純疲憊力竭」

及只有「純疲勞」的人比較。在 4 年的追蹤期間，發生慢性症狀的人分別有

29%、2%和 9%，而復原率卻以「純疲勞」組 佳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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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CIS 問卷(原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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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CIS 問卷(中文版) 

 

資料來源：王肇齡、黃志中、楊俊毓、莊弘毅(2000)，個人疲勞強度問卷中文

版之效度及信度的評估：台灣家醫誌。 

註：第 3 題建議改為「我需要花很多力氣才能思考」及第 19 題改為「我的思緒容易跑掉」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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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疲勞測定簡易量表(The Fatigue Assessment Scale, Ahsberg et al., 1997) 

疲勞的面向一直是受爭議的問題，評估體力耗竭(physical exertion)、身體

不適(physical discomfort)、缺乏興致(lack of motivation)和睏倦(sleepiness)時，

其實可以用「沒有力氣(lack of energy)」概括。若用因素分析，則不易區分認

知功能、動機和身體倦怠和一般的疲勞。 好用一項因子區分健康人的疲勞和

為疾病所困的疲勞，因之需要一簡易量表(the Fatigue Assessment Scale, FAS)。

Michielson 等(2003)乃綜合了 CIS、MBL 的次量表 emotional exhaustion 和世界

衛生組織生活品質量表之次量表(Energy and Fatigue)發展了 FAS。先以語意學

分析，選了 39 組，再加上一組可代表心理和生理疲勞的， 後設計了包括 10

題的 FAS 單面向(one-dimensional)量表，如下： 

1. 我為疲勞所苦(I am bothered by fatigue.) 

2. 我容易疲倦(I get tired very quickly.) 

3. 我一天做不了多少事(I don’t do much during the day.) 

4. 我每天的生活有足夠力氣(I have enough energy for everyday life.) 

5. 生理上，我覺得筋疲力盡(Physically, I feel exhausted.) 

6. 我有困難開始做事(I have problems starting things.) 

7. 我有困難清楚思考(I have problems thinking clearly.) 

8. 我沒有做任何事的意念(I have no desire to do anything.) 

9. 心理上，我覺得筋疲力盡(Mentally, I feel exhausted.) 

10. 我做事時，頗能專注其中(When I am doing something, I can concentrate 

quite well.) 

在這 10 項問題中，每題均以 1、2、3、4、5 點數計分，分別代表「不曾

(never)」、「有時(sometimes)」、「持續地(regularly)」、「常常(often)」和

「總是這樣(always)」。這些項目，少數有性別差異，但計算總分時並不需校

正；各別項目或數項合併時，則需檢視是否有性別差異。女性的總分不會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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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她們的氣力(energy)低得多。不過也有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較易疲勞

達 2 到 3 倍，這是依據單一項目或二項目評估的結果。 

    本問卷經過測試，評估其信效度。在評估效度時，加了 4 項疲勞問題、一

項抑鬱量表和一項情緒穩定性量表，以檢視和 FAS 的相關。性別和年齡的相

關也可評估。 

1. 研究對象 

    預試驗以電話隨機取得同意後，先以部分問題試測，受試者必須是有

50%工時以上的人。在 635 人中有 351 人(55%)的問卷是完整的，183 名男性

(平均 45 ± 8.39 歲)和 168 名女性(平均 43 ± 9.50 歲)，另有二人性別不詳。 

2. 試測 

    為了評估這份問卷，除了 FAS，受試者也需回答 CIS-20、MBI-EE、

WHOQOL-EF 和 FAS 以互相印證。測得的 FAS 效度 Cronbach α為 0.87，其

他問卷的 Cronbach α均在 0.72-0.92 之間。顯示 FAS 的信賴度可行，以 CIS

佳，FAS 其次 0.90。 

3. FAS 問卷的應用 

    FAS 的性別年齡差異可用 ANOVA 和 t-test 檢驗。本測試將年齡分為 21-

37 歲(n = 89, 32.6 ± 4.0 歲)、38-44 歲(n = 90, 40.97 ± 2.1 歲)、45-51 歲(n = 92, 

47.97 ± 2.1 歲)和 52-65 歲(n = 78, 55.88 ± 3.4 歲)。以條件 ANOVA 分析時，將

性別和分數做為主變項，分項分數為依變項，以檢視性別偏差。因為性別偏

差，女性較多疲勞報告。 

    調查結果顯示 FAS 的疲勞評估結果和其他檢測工具間有清楚的相近性，

相關係數介於 0.60-0.76 之間，以和 CIS 主觀疲勞經驗的相關係數 高達

0.76，但 p 均 < 0.001。另外在檢視性別差異的結果顯示，在 10 項中有 8 項

沒有偏差，2 項有一致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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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衛生組織疲勞與生活品質問卷 

1. 目的：常於一般醫療機構用以評估疲勞的嚴重程度 

2. 內容：有 7 項生理疲勞症狀(例如你覺得虛弱嗎？你需要多休息嗎？)和 4

項心理疲勞症狀(例如你有困難集中注意嗎？你的記憶力如何？) 

3. 適用對象：在一般醫療機構就診的 18-45 歲成人，亦可用於慢性疲勞、職

場症候評估、感染後疲勞評估及一般人疲勞評估。 

4. 問卷使用方法：可用紙本問卷完成，不需訓練，2-5 分鐘即可以筆完成選

項回答。問卷可自 Arthritis Care & Research Web Site 下載。 

5. 計分方法： 

    可用雙峯(bimodal)方式回應或以李克特計分(Likert score)以權重方法選

答，分數越高表示越疲勞。李克特量表為：比一般好 = 0，不比一般好 = 1，

比一般差 = 2，比一般差很多 = 3，共四選項。 

    李克特量表的等級可以將尺度變化，例如 5 或 7 等級等的選項。例如五

等選項可為(1)強烈反對；(2)不同意；(3)不反對也不同意；(4)同意；(5)強烈同

意。可用簡單的資料轉換計算平均值、變異等。李克特量表是兩個極端的量

化法，受試者需就正面或負面選項的回答。五選項以中間選項作為無意見，

四選項則是一種強迫選擇的方式。五選項有誘導受測者的趨中傾向，以迴避

極端選項。疲勞問卷可用四選項，總分介於 0-33 之間。 

    雙峯量表為：較一般好 = 0，不比一般好 = 0，比一般差 = 1，比一般差

很多 = 1。加計總分即可，介於 0-11 之間。 

6. 計分信效度： 

    本問卷原有 14 題，現整合為 11 題後，Cronbach α 為 0.89。其中生理疲

勞為 0.85，心理疲勞為 0.82。本問卷曾用以調查社區 15283 名 18-45 歲男女居

民。其中有 18.3%的人相當的疲勞，其雙峯計分為 4，或超過 6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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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曾在一項以 11-18 歲青少年為對象的慢性疲勞介入治療中使用過，

18 人中有 15 人的慢性疲勞得到改善。本問卷可同時估計生理和心理疲勞，以

慢性疲勞者為主，其優點為可計算總分或計算各別項目的差異。 

(四) SF-36 健康調查活力評估短表(疲勞附屬量表) 

    SF-36 是由新英格蘭醫學中心(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John E.Ward 所

開發的問卷。 

1. 目的：評估活力(能量和疲勞)。一般健康調查次量表可用於臨床及研究，

健康政策評估和一般調查。 

2. 內容：活力次量表有 4 題選項可用，第 2 版於 2002 年秋修定新評分說

明，問卷項目包括是否覺得充滿活力？是否精力充沛？是否覺得精疲力

竭？和是否覺得累？這四項可和健康生心理問題共用，評估健康相關生活

品質與疲勞之相關。 

3. 適用對象：14 歲以上，廣用於各種病患及健康人士評估其健康狀況。在

風濕病學(rheumatology)主要用於增生性關節炎(osteoarthritis)及人工髖關

節手術後的量表。 

4. 問卷使用方法：可利用紙本問卷或電腦問卷自評，或由訪視人員訪問。四

項問題可在一分鐘完成，不需特別訓練。學術機構使用可以免費，商業機

構使用其計分手冊需付費。 

5. 計分方法：每題需回應 1-6 的程度自評。1 表示「所有的時候均如是」、6

表示「從未有過」，合計 4-24 分，可轉換為 0-100 分。高分表示高活力

(能量大、低疲勞)，反之低分表示低能量、高疲勞。分數轉換方法= (實際

分數− 低分) ⁄ (分數範圍) × 100，一般人口的常態分布表需向公司購取。 

6. 心理計分信效度：以 3,445 人評估 Cronbach α＝0.87，因素分析效度為

0.67，區分病人微量到嚴重健康，但對精神病人有嚴重健康問題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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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36 健康量表      姓名：           病歷號碼：          填表日期： 

填寫說明： 

    本調查目的在探討您對自己健康的看法。這些資訊將能幫助您紀錄您的感

受以及您在執行日常生活功能的能力。敬請回答下列問題並圈選一適當答案。

如果您對某一問題的回答不能確定，還是請您儘可能的選一個 適當的答案。 

(本部分所指過去一個月內係指過去 30 天中) 

 

1. 一般來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極好的……………………………………………………………1 

很好………………………………………………………………2 

好…………………………………………………………………3 

普通………………………………………………………………4 

不好………………………………………………………………5 

2. 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態是？(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比一年前好很多…………………………………………………1 

比一年前好一些…………………………………………………2 

和一年前差不多…………………………………………………3 

比一年前差一些…………………………………………………4 

比一年前差很多…………………………………………………5 

3. 下面是一些您可能會從事的活動，請問您目前健康狀況會不會限制您從事下

列活動？如果會，到底限制多少？(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活動 
會，受到 
很多限制 

會，受到 
一些限制 

不會，完全

不受限制 

(1) 費力活動，例如跑步、提重物、

參與劇烈活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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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等程度活動，例如搬桌子、

拖地板、打保齡球或打太極拳 
1 2 3 

(3) 提起或攜帶食品雜貨 1 2 3 

(4) 爬數層樓樓梯 1 2 3 

(5) 爬一層樓樓梯 1 2 3 

(6) 彎腰、跪下或蹲下 1 2 3 

(7) 走路超過 1 公里 1 2 3 

(8) 走過數個街口 1 2 3 

(9) 走過一個街口 1 2 3 

(10) 自己洗澡或穿衣 1 2 3 

 

4.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因為身體健康問題，而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活動

方面有下列任何問題？(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1) 從事工作或其他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2) 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少 1 2 

(3) 可以做的工作或其他活動的種類受到限制 1 2 

(4) 做工作或其他活動有困難(例：需更吃力) 1 2 

 

5.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因為情緒問題(例如：感覺沮喪或焦慮)，而在工作

上或其他日常活動方面有下列的問題？(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1) 做工作或其他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2) 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較少 1 2 

(3) 做工作或其他活動時不如以往小心 1 2 

 

6.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健康或情緒問題，對您的家人、朋友、鄰居或社團間

的平常活動妨礙程度如何？(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1 

有一點妨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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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妨礙…………………………………………………………3 

相當多妨礙………………………………………………………4 

妨礙到極點………………………………………………………5 

7.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身體的疼痛程度有多嚴重？(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不痛…………………………………………………………1 

非常輕微的痛……………………………………………………2 

中度的痛…………………………………………………………3 

嚴重的痛…………………………………………………………4 

非常非常嚴重的痛………………………………………………5 

8. 在過去一個月內，身體疼痛對您的日常生活工作(包括上班與家務)妨礙程度

如何？(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1 

有一點妨礙………………………………………………………2 

中度妨礙…………………………………………………………3 

相當多妨礙………………………………………………………4 

妨礙到極點………………………………………………………5 

9. 下列各項問題是關於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感覺即您對週遭生活的感受，請針

對每一個問題擇一 接近你感覺的答案。在過去一個月中有多少時候是？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 
都是 

大部分

時間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1) 您覺得充滿活力？ 1 2 3 4 5 6 

(2) 您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 1 2 3 4 5 6 

(3) 您覺得非常沮喪，沒有任何

事情可以讓您高興的起來？ 
1 2 3 4 5 6 

(4) 您覺得心情平靜？ 1 2 3 4 5 6 

(5) 您精力充沛？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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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覺得悶悶不樂和憂鬱？ 1 2 3 4 5 6 

(7) 您覺得精疲力竭？ 1 2 3 4 5 6 

(8) 您是一個快樂的人？ 1 2 3 4 5 6 

(9) 您覺得累？ 1 2 3 4 5 6 

 

10.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有多少時候會妨礙您的社交活動

(如拜訪親友..等)？(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都會…………………………………………………………1 

大部分時間會……………………………………………………2 

有時候會…………………………………………………………3 

很少會……………………………………………………………4 

從不會……………………………………………………………5 

11. 下列各陳述對您來說有多正確？(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正確
大部分 
正確 

不知道 
大部分 
不正確 

完全 
不正確 

(1) 我好像比別人較容易生病 1 2 3 4 5 

(2) 和任何一個我認識的人來

比，我和他們一樣健康 
1 2 3 4 5 

(3) 我想我的健康會越來越壞 1 2 3 4 5 

(4) 我的健康狀態好的很 1 2 3 4 5 

 

    疲勞不僅是職場作業效率及安全需要考量的問題，在職業生涯有慢性病的

在職人更需注意疲勞的症狀，其評量或有不同的考量。Whitehead (2009)曾從

各種資料庫匯整相關文獻作了系統性回顧評論，總共選出 22 個相關研究，其

中有 6 個單面向量表，12 個多面向量表和 6 個直接用生活品質量表[64]。這些

研究以開發及檢測量表為目的。有的量表評估一般性疲勞，有的則以特定疾病

為對象，並和沒有疲勞問題的人比較。單面向量表檢測單一問題，尤其是嚴重

度。多面向量表則檢測多項問題，除了嚴重度也探討其性質等。生活品質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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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可區分疲勞及其他問題，進行相關性研究。 

    各種生活品質問卷用以探討健康的各種生理和心理面向議題，其中的次量

表都會含有疲勞的項目。例如歐洲癌症研究及治療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EORT)所使用的 QLQ-C30 問卷，即為有 30 項生活

品質問卷的多項目量表，包括五項的功能量表，3 項的症狀量表及包括了疲勞

議題和一般健康問題。疲勞量表則有 3 題次量表如(你累嗎？你曾覺得虛弱

嗎？你需要休息嗎？)。不過疲勞量表在癌症病人的應用並不多見。有一項研

究發現 EORTC QLQ-C30 的疲勞量表和生理疲勞的相關很密切，r = 0.75。 

    美國的 SF-36 短表在英國轉換為 UKSF-36 量表，經測試其四項疲勞量表

中的 Did you feel full of life 可以不用，只要三項即可。這三項量表以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rusts 的 7746 名員工和 Oxford Lifestyle Survey 測試了 9089

人。另外 SF-36 也曾應用在阻塞性肺疾病人，波灣(Gulf)戰爭退伍軍人、慢性

疲勞病人和狼瘡病人，測量其疲勞症狀。 

 

二、 輪班作業產生的疲勞和危險指標評估方法 

    由 Spencer MB, Robertson KA 和 Folkard S.所發展，Qinefi Q 和 Simon 

Folkard Associates 合作執行，其目的在於更新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所提出的疲勞指標(Fatigue Index, FI)，內容包括累積疲勞、休息的效應(the 

impact of breaks)、時間(time of day)、輪班時長(shift length)，以及從持續作業到

復元(recovery)所需時間。此外，並研擬了輪班工作相關的危險趨勢，開發「危

險指標(Risk Index, RI)」。FI 和 RI 大的差異在於，一個指標的 大值未必是

另一指標的 大值。不過疲勞和危險的高峰都在夜班，意外發生的危險，則在

下午班高於上午班；相對地，疲勞在上午班高於下午班。 

    綜合言之，FI 和 RI 可用以比較不同工作模式，估計每一工作時段的平均

值，如果指標是用來做事後分析(post event analysis)，例如事件或意外調查，此

指標則需修改，以適應時段別(time-specific)的狀況，例如事件發生的時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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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強度和作業模式及值班時事件發生前休息的情況。RI 和 FI 的新指標包括三

個主要項目： 

1. 累積項目(cumulative component)：將每個人的值班時間綜合成完整時間表，

累積項目中的特定輪班時段和先前的工作性質有關。 

2. 和值班時間相關的項目(component associated with duty time)：亦即一天開始

作業時間，到下班的時程。 

3. 工作型態和休息安排：包括輪班的內容，執行的工作和輪班時的休息狀

況。 

(一) FI 的建立及計算 

    FI 的設計是用以評估輪班，可用於長期工作和固定夜班工作，但不是

適切的，因此必須為固定夜班工作另行設計適切方法。其癥結點，乃是評估在

何種狀況下，可以適應夜班。如果現有指標不適用，即需另行開發 FI 以適應

該狀況。一般而言，約 70%的固定夜班員工可用 FI，30%不適用，此時則需

利用自我報告的問卷(self-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補充。 

1. 考量因素： 

(1) 累積疲勞的產生 

(2) 值班期間休息和復元狀況 

(3) 值班時段 

(4) 作業時段(沒有休息) 

(5) 作業期間的時程(the duration of a duty period) 

(6) 兩個連續作業期間的時程 

(7) 一長串作業之後所需復元時間 

(8) 工作強度 

(9) 輪班方式和速度 

(10) 工作方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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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 建立的原則： 

(1) 假定在沒有小睡的情況下，基線疲勞隨值班時間的增加而增加，此代

表值班期間的指標成分。 

(2) 隨著活動量增加，疲勞即增加，工作強度愈大疲勞更增加，如果沒有

休息，增加的疲勞和時間呈負相關程式。 

(3) 休息是為了復原，如果休息太短(e.g. 2 分鐘)則有停頓的效應，而不能

復元，會累積疲勞。如果休息夠久(例如 30 分)，疲勞會解除，恢復到

基線狀況。休息 15 分則可恢復 50%。 

3. 計算方式： 

    FI 的計算是依據平均可能率 (the average probability) × 100，此乃

Karolinska Sleepiness scale (KSS)高分部分的平均值，介於 0 和 100 之間。KSS

介於 1 ( 清醒警覺)和 9 ( 想睡(抗睡))之間。KSS 高分和頻繁的瞬間打盹

(microsleeps)有關。其估計式如下： 

FI = 100 ×｛1- (1-C) (1-J-T)｝ 

《註：C 為累積疲勞成分，T 為值班時間成分，J 為工作方式/休息》 

(二) 危險指標(Risk Index, RI) 

RI 代表輪班意外發生的相對危險，在整個輪班過程中，平均為 1 的危險

是指二天、二夜和四輪休，由 8：00 到 20：00 的十二小時輪班，發生過一次

意外。平均為 2 則代表危險加倍。 

1. 累積作用(Cumulative Effects) 

    持續值班會增加相對危險(relative risk)，依據線性趨勢分析，白天班每天

增加相對危險 0.0562，夜班則每持續一班，增加 0.1207。疲勞危險的高峯是

午夜，根據線性趨勢，平均增加 0.0886，其 ± 3SD 幅度為 0.0359，因此每一

輪班的午夜和白天午間的變異分別為 0.0886 + 0.0359 = 0.1245 和 0.0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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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9 = 0.0527。 

    疲勞的恢復則需依循 FI。疲勞危險的回復和休息時間有關，如果休息不

到 9 小時，則每少一小時，危險就增加 6%。 

2. 值班時間(Duty Time) 

    值班時間和一天的時刻和值班時間長度有關。相較於上午班，下午值班

時間的相對危險為 1.1519，夜班則為 1.2788，此值是依據連續值班計算 

3. 工作型態和休息方式 

    從上次休息起，隨工作時間增加，危險即增加。在每二次休息之間，以

每一個 30 分為工作時間單位，相較於第一個 30 分，第二個 30 分的相對危險

增加到平均 1.3731，第三個為 1.5452，第四個則為 1.6870。不同時間時段休

息的相對危險尚無資料，可由 FI 估計。同樣地，工作量對危險的衝擊亦無資

料，需以 FI 估計。 

4. 危險指標估計式(The Form of the Final Index) 

RI = C‧J‧T 

《註：C：累積疲勞成分，T：執勤時間成分，J：職務類別/休息成分》 

    此指標可常態化為 2 天，2 夜和 4-off 的時間表，可用於如下方式： 

(1) 換班時間為 7：00 和 19：00 

(2) 典型通勤時間需 40 分 

(3) 工作的需求程度中等，有時需持續專注 

(4) 每二小時休息 15 分為典型作業方式 

(5) 長工時不休息是 4 小時，隨之需休息 30 分 

 

三、 疲勞測定儀器─慧眼系統(眼動儀) 

    疲勞的時候，尤其是人體在疲憊狀況之下，反應會較遲鈍，睡意產生是常

見的現象，對機械操作和駕駛都有可能發生危險、意外事件。瑞典 Goth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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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mart Eye AB 公司開發了眼睛追蹤技術叫「DR120-Remote 3D Eye 

Tracking」的系統，可以用多部相機同時追蹤眼的動向，有助於安全監測。其抗

睡系統(anti-sleep system)，可監測駕駛人的警覺狀況，是以遠距設置的方法觀

察，因此不具侵入性。這系統記錄了眼睛的合閉動作，也可觀察頭部的動作。

歐洲汽車製造業、供應業、自動系統和研究機構對此新監測系統均相當注意。

歐洲有 28 個機構成立了「European Field Operation Test on Active Safety」，為

這種系統推動安全研究，已有 100 部車輛和 30 部卡車裝置了眼睛追蹤儀(Eye 

Trackers)。 

    這項研究的田野測試著重於八項不同的功能，幫助駕車者鑑別危險、防止

意外、提昇效益，經過一年的推動，100 部車輛裝設了不同的智慧型技術，在

法國、德國、義大利和瑞典的道路進行測試，在田野試驗的過程中，運用各種

感應設備監視個別駕駛的行為，呈現交通實況。參加這種測試的人也回報個人

的經驗。從一般的開車人彙整這種智慧型系統的主要功能，包括： 

1. 系統的操作方式和性能  

2. 駕駛人和系統的互動和反應  

3. 系統對駕車的安全、效能和環境的影響 

    Smart Eye AB 生產了各種產品，其中用於工業的包括「Embeded Anti 

Sleep」小追蹤器，可以測知開車或操作員是否有睡意、監視個人安全。其功能

包括監視頭部位置、頭部的運動、視覺方向、眼瞼的動作及眨眼分析。 

(一) E-Series 腦波研究系統 

    Smart Eye 的 E-Series 腦波研究系統採用無線傳輸的方式，可以同時以 32

頻道記錄生理參數，具有測量電生理、肌肉運動、睡眠及呼吸生理的功能，可

作為睡眠生理檢查。這種裝置的重量是 300 克，可以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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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慧眼系統之電腦介面 

 

圖 4-3 慧眼之電腦介面操作 

 

 

圖 4-4 慧眼系統(紅色箭頭處) 

 

(二) SOMNO Watch 

這是一種重量 26 克的腕錶型儀器，帶在手腕可測 6 個頻道的生理功能，

特別適合司機、工程師和飛行員活動之用，可以用來評估睡眠-清醒的循環狀

態。德國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chmalkalden 的 Heinze 等(2011)曾經用

這種設備研究睡眠的身體 24 小時週期和極端律動，設計超短睡-醒時刻。他們

發現，體溫的週期性 強，心跳其次，再者則為主觀的睡眠，顯現極端。 

 

四、 疲勞測定儀器─鏡描儀(Automatic Mirror Trace) 

鏡描儀的目的是用於評估對稱轉換、手眼協調及學習能力，並可藉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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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神經之反應疲勞。其主要組成包含一塊鋁板、一支具有金屬尖端的觸控筆

及一個以電池供電之脈衝計數器，鋁板表面並經電鍍製成一個不具傳導性的黑

色星形圖案。使用時，受試者目視鏡面反射之星形影像，以觸控筆在鋁板上的

星形圖案上進行描繪，當描繪產生錯誤，即受試者手持之觸控筆未落在星形圖

案上而是落在外圍具傳導性的區域時，脈衝計數器就會自行記錄其錯誤次數，

並可統計完成描繪總時間中發生錯誤所佔的時間。而該計數器是無聲的，因此

可排除任何由操作計數器所產生之提示，以達到精確測驗的效果。此外，其六

位數的 LCD 顯示板每秒可記錄 50 次。儀器操作方式如下： 

(一) 脈衝計數器之操作 

1. 接上紅色和黑色的輸入分流接點位置，計數器即可啟動。若輸入接點長時

間保持關閉則會縮短電池壽命。 

2. 以每秒鐘 50 次的速率進行計數。 

3. 當移除輸入分流接點時，計數器將完成計數。 

4. 輸出接點可用於連接額外的時間裝置或其他裝置。 

(二) 鏡面追蹤描繪 

1. 將電源線連接到一個標準的 115V 電源插座。 

2. 將鋁板所連接的黑色接頭裝置連接至計數器之相對位置(黑)。 

3. 將觸控筆另一端的紅色接頭裝置連接至計數器之相對位置(紅)。 

4. 可額外連接計時器(建議使用型號為 5807 之 1/100 Second Stop Clock)。 

5. 打開電源開關到 ON 的位置。 

6. 計數器可藉由錯誤顯示畫面右側之重置鍵重設為 0。 

7. 受試者使用觸控筆開始進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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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心理及其疲勞測試 

(一) 理論依據 

    交通安全和一般職場安全一樣重要，尤其是職業駕駛，不論是長程路面交

通或海空交通，關係到大眾安全。交通心理的研究仍是相當新的議題，用以探

討司機在道路上行駛的行為，以及行駛行為和交通意外及運輸心理之間的相

關。涉及不同面向的因子，包括認知、觀念、社會、動機和情緒等以及開車的

態度，當然也涉及疲勞。探討交通心理可從不同面向去探討[65]，包括： 

1. 司機個人行為和意外的相關 

人的行為，特別是操作表現，與年齡、路況及車輛結構本身都有相關，

因此需要分析司機的操作，包含個人的注意力和對環境的認知都需要評估。 

    司機個人的健康狀況、工作量、警覺程度和疲勞都是重要因素。個人乖

張的行為會招致衝突和意外，因此人格特質是交通心理學的基本認知要件。 

2. 意外的防治和改進交通安全 

    這需要透過教育及建置法律觀念，從改進車輛及道路條件著手，駕駛訓

練和切實的遵守交通安全規定有助於意外防治。 

3. 執行評鑑、諮詢和復健措施  

    對行為異常的人員應定期評量、並給予諮詢機會，提供必要的訓練及復

健。對有違規行為者或酒後駕車者，尤須加以評估、訓練。 

(二) 交通心理及其疲勞檢測架構 

    駕駛能力的測驗需評估在有壓力情況下的反應量、視力、專注程度和反應

時間，也需分析其適應交通狀況的意願，因此需了解其社會責任感、自我管

理、精神穩定度及接受檢測的意願，進而需檢視交通相關之個人特質，是否和

一般人不同。而對有酒癮者的檢測則需另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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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疲勞測定技術─SCHUHFRIED 交通專業系統(電腦化) 

    SCHUHFRIED GmbH 公司是 Dr. Gernot Schuhfried 於 1959 創立的交通心

理測試系統，和維也納大學合作開發了很好的測試方法—Expert System 

Traffic。測驗的內容包括智力、注意力、壓力承受度和反應速度。並可進一步

依據執行力或個人特質做附加測試，包括視力追蹤、檢測方向感、兩手協調程

度、活動度和記憶力等。由於人在疲勞時，注意力、反應速度、視覺及協調能

力等均會下降，因此 SCHUHFRIED 交通專業系統亦可運用於疲勞測定。 

    有關人格特質的部分，可檢測在行車時面對危險的承受度、責任感、自制

力、情緒穩定度、冒險度以及交通繁忙時的行為和酒後駕駛的危險。 

    測驗有兩種方式，一為專業版，在辦公室進行。另一為進階版，可將測驗

設施至於公事箱便於移動攜帶。其測驗項目多達數十種，舉例如下： 

1. 維也納測驗(Vienna Determination Test) 

    這項測驗可以精確評估壓力忍受程度(reactive stress tolerance)，也可評估

注意力不足、和視覺和聽覺刺激連續變化的反應。因此可用於交通心理測

驗，和用於神經心理學、臨床心理學、醫學和藥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性

向和結構心理學，做為性向診斷。 

    由於這項測驗主要是為了檢測壓力忍受程度和相關反應速度，因此測驗

內容包括認知、分辨聲光信號、和記憶相關刺激型態和反應按扭，以及因應

指定的規則，也需依據規則指示去回應以及/或學習，本測驗困難的地方是必

須很快回應快速變化的刺激。 

    本測驗需完成 9 項檢查，測驗卷經測試可靠性(reliability)達 r = 0.98 和

0.99。 

2. 視覺追蹤測驗(Visual Pursuit Test) 

這項測驗是量測執行工作時的操作速度和品質，得高分表示視覺結構能

夠迅速精確達成反應。本項測驗的可信度為 r = 0.96，可在複雜的環境測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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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透過實驗和觀察，新版的測驗功能更好，足以應用於實驗心理學和

現實環境，評估視覺功能。受試者受測時因為時間的壓力需專心，不被干擾

分心，因此適用於特定視覺問題檢測。 

這種測驗分練習和實測二個階段，練習有 8 個議題，有三個以上的錯

誤，就不能進入實測。受測者必須儘快找出一系列的線條。測驗有 S1 的長式

含 80 項，S2 的短式含 40 項及 S3 的篩檢式。 

    測驗結果很精確，可以明顯區分正常人和受酒精影響的退化狀況。 

3. 維也納反應時間測驗(Vienna Reaction Time) 

    反應時間指的是測驗的黃色燈號誌及音響從出現到消失，受試者依指示

開始反應的時間，是一種瞬間反應。這種測驗設備操作簡單易懂，不需電腦

技巧。可用以區分駕駛類型，測定結果和意外事件發生頻率有關，可區分一

個人是否適任駕駛的工作。 

    這項測驗除了反應時間的測定，也可測個人的警覺，抑制不當反應的能

力，比較警戒反應。這項測驗可用於性向診斷，包括工業及機構心理學、運

動技能診斷、航空心理學、運動心理學、交通心理學醫學、藥理學及臨床心

理學等。 

    反應時間測驗總計有 S1-S5 的測驗表。反應時間的評估分成為反應時間

和運動時間(motor time)。受測者收到操作指示，隨著相關刺激出現時，按反

應鍵，這些測驗也可評估注意力不足症狀，即利用比較不同測驗模式及應對

不當的反應能力評估。另外可用 S-6 測驗表記錄在較長單音刺激時間的反應

時間，檢驗警戒能力。S7-S8 測驗表用於量警覺， S-9 可測驗對黃色的單純反

應，而 S-10 則用以測試其對聲音的單純反應，測絕對反應時間(absolute 

reaction times)，不能再區分反應時間和運動時間。計分方法可根據是否有提

示計算反應時間和運動時的平均值，這些測驗可靠性介於 0.83 和 0.98 之間。 

    這些測驗可用於檢驗行為快異的司機，也可用於一般人，包括不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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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性別及教育程度者。 

4. 功能性飲酒問卷(Questionnaire Concerning Functional Drinking，不適用

於疲勞測定，僅供參考) 

    Schahfried VTS 發展 Rasch 問卷用以評估喝酒的影響，包括功能和自覺症

狀的評估和估計酒精濫用的風險，此問卷可以評估喝酒的正面精神作用和社

會功能，適用於所有有喝酒經驗的人，可以根據酒精作用的正向感，判斷受

測者是否臨界於酒精依賴的初期和濫用之間。 

    這份問卷是依據酒精濫用研究得到的社會觀感和學習理論設計的，也包

括了依賴累犯的觀點，特別強調個人對喝酒的過度價值觀。問卷的內容可由

酒的 17 項功能領域歸類為 5 階： 

(1) 酒的興奮作用 

(2) 酒的心理藥理作用 

(3) 喝酒的社會動力功能 

(4) 社會關係的開拓 

(5) 精神和生理依賴的症狀 

    這是少數 Rasch 問卷模式中具有一般性的，其中有些項目相關什麼是酗

酒的題目，有引起受試者抗拒的傾向，著意避開。問卷的題目有 4 個計分選

項由受測者選，長卷有 93 題包括目前和過去的經驗，及標準短卷有 64 題內

容包括現狀，但不含第 5 階。除了五階計分，也可計算鑑別分數(discriminant 

score)以計算酒精濫用的風險。各別題目分析亦可依據設定程式說明個別情

況。這些問卷的可靠性介於 r = 0.87 和 0.96 之間，10-15 分可完成測驗。 

(四) 結論 

    Schuhfried 交通心理測驗從 1959 年即開始引領交通安全測驗。交通安全

和疲勞有關，檢測項目有部分可以反應疲勞的效應。這些測驗實際超越疲勞很

多，主要目的還是從生理和心理去鑑別一個人是否適合開車上路，維持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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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暢通。適合駕駛的因素包括：反應時間、專注、綜合觀察力、壓力承受

度、協調能力、資訊處理、一般認知、注意力，和對時間及運作的判斷等。另

外個人人格特質能否適應交通狀況也很重要，包括自制、社會責任、情緒穩定

度、冒險調適度和進取心等。疲勞是和注意力即時相關的因素。 

    駕駛能力和人格特質都可透過測驗鑑別，區分是否有危險駕駛傾向。計程

車司機、巴士司機、危險品及載重司機、救護車司機和駕駛教練等的職業司機

尤其需負安全之責，必須經過篩選鑑定。 

六、 飛行機師人格及能力之心理精神狀態與疲勞評估測定 

飛行員，尤其是客機駕駛員，是空中交通安全 重要的人員。他們沒有固

定的工作時間表，又需要處理許多狀況，具備緊急應變的能力、知識及反應、

能執行快速和有效的決斷是重要特質。因此客機駕駛員的挑選很重要，心理精

神測驗是必要選擇依據。 

前項 Schuhfried 的心理評估系統中包括了飛行機師及飛行管制人員的篩選

檢測。國際航空聯合部(Joint Aviation Authorities, JAA)訂定了 JAR-3 飛行人員認

證準則，並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重修，其中對於民航等駕駛員有相當完整的醫

學要求的規定，除了一般生理健康之外，也包括了精神心理學的評估條件。用

於評估飛航人員之 Schuhfried 評估系統是電腦化的「航空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Aviation)」，具備有數項優點，包括高標準、客觀、執行檢測及計分自

動化增加經濟效果、利用先進精神測量及技術增進可靠性、採用新設計及新世

代技術增進效應、標準化及客觀評估增進公正性。 

此航空專家系統採易懂、易使用的電腦化心理測驗。此電腦系統包括處理

軟體、涵蓋廣的航空心理要求內容、特殊功能評估項目以及資料輸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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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Schuhfried 心理評估系統(航空專家系統) 

 

圖 4-6 Schuhfried 心理評估系統(航空

專家系統)操作 

 

圖 4-7 Schuhfried 心理評估系統(航空

專家系統)之操作腳踏板 

   

    航空專家系統的心理測驗處理軟體具備如下功能： 

1. 處理受測資料方便 

2. 客戶資料及檢測結果可以有效處理因應客戶需要 

3. 檢測結果標準化，也合經濟要求 

4. 標準化檢測系統成套，適用不同對象 

5. 採多種語言 

6. 保障資料安全 

7. 資料輸入輸出處理統計具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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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系統有關人格特質及能力的測定可分三大類： 

1. 認知能力：如注意力集中、記憶、警戒、理解及觀察力 

2. 精神能力：反應時間、協調應變能力 

3. 人格特質：情緒穩定性、責任心及自治 

    JAR-3 規定飛行員需符合 JAR-FCL 3.240 的心理學要件，不得有附件 17 

Subpart B 規定的缺點，由精神科及神經科學專家檢查其心理適當性和人格，甚

至飛行員訓練期間的相關事件及問題都可檢視，過去的傳記、性向人格測驗及

訪視資料都需加以分析，是歐洲國家常用的工具。 

 

七、 慢性疲勞症候群的檢測方法 

    沒有單一的檢測方法可用以診斷慢性疲勞症候群，因為其症狀和其他健康

問題有相似之處，必須由專業醫師去診斷，先排除其他健康問題[66]，慢性疲

勞症候群檢測可包括： 

1. 睡眠失調(sleep disorders)：睡眠失調是慢性疲勞症候群的原因之一，包括阻

塞性呼吸中斷(obstructive sleep apnea)、因時差缺少休息和失眠都可能和疲

勞有關，需加以鑑別。 

2. 醫療問題(medical problems)：有的病症常有疲勞的症狀，例如貧血、腹瀉和

甲狀腺官能不足等，可經由醫學檢驗驗出。 

3. 精神健康問題(Mental health issue)：疲勞也有不同的精神健康問題的症狀，

例如憂鬱、焦慮、躁鬱和精神分裂等，需由精神專業人員之鑑別。 

    慢性疲勞症候群的診斷條件是必須有 6 個月以上持續不明原因的疲勞症

狀，並需有「喪失記憶力或注意力」、「喉痛」、「頸部或腋窩淋巴結腫

大」、「遊移性關節疼但無紅腫現象」、「嚴重頭疼」、「淺睡」及「生理或

心理活動超過 24 小時而極度倦怠」等現象或症狀。下表為慢性疲勞症候群自我

評估表，有助於評估個人是否有慢性疲勞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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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慢性疲勞症候群評估表 

  是 否 

主要症狀 
無法解釋的持續疲勞感，與運動無關，而且休息

也無法改善。此症狀是新產生的，而且造成日常

活動的顯著減少。 
□ □ 

次要症狀： 
至少符合下列

八項症狀中的

四項，且持續

六個月以上 

1. 短期記憶力或專注力減退 □ □ 
2. 運動後疲勞不適感持續達 24 小時以上。 □ □ 
3. 睡眠無法消除疲勞 □ □ 
4. 肌肉疼痛 □ □ 
5. 多處關節疼痛，但是沒有關節紅腫的情形。 □ □ 
6. 與以往不同型態或嚴重度的頭痛。 □ □ 
7. 頻繁發生的喉嚨痛 □ □ 
8. 頸部或腋下淋巴結疼痛 □ □ 

資料來源：Fukuda K, Straus SE, Hickie I, et al, 1994. The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Its Definition and Study. Ann Intern 

Med, 121(12)： 95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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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疲勞的判定與應用 

嘗試處理暫時性過勞事態時，一方面要注意所引起的慢性健康障礙，另一

方面則要了解可能形成事態的狀況，注意疲勞所引發之焦燥可能對人際關係或

工作上所形成的影響。針對這種情形，以減輕疲勞對策來看，則有必要了解在

此疲勞程度中，會出現那些疲勞徵候，這種疲勞的檢出與評價就是所謂的疲勞

判定。 

一、 疲勞徵候的表現 

    從事作業活動時，會因時間關係而使身體產生變化。此時作業繼續而使身

體障礙存在，若予休養則得以回復的這種身體變化便是所謂的疲勞徵候，一般

可以在日常作業進行條件下予以觀察，在該作業時之可逆性身體障礙所引導的

檢證，或其可能之變化便是疲勞調查的對象。疲勞徵候的表現方法，因勞動負

擔範圍不同而異，依時間所引起的情形，大致分為下述三類： 

(一) 急性疲勞 

    因連續作業或短時間的反覆作業所引起的疲勞便是所謂的急性疲勞。此

時，在經過某段時間後，疲勞徵候會逐漸擴大，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持續作業

將能儘早明瞭其狀態。 

    靜態肌肉作業是在相同姿勢、相同關節角度上，一直使出肌力的作業方

式，此作業方式中，其疲勞形態以下述方式進行：(1)首先，在這種狀態中會

出現肌肉收縮的持續狀態；(2)其後在肌肉上會感受到疲勞感；(3)隨著疲勞感

的增大，肌肉痛會增強，而使作業難以繼續進行；(4)肌肉痛增加後，肌力無

法保持圓滑，發生酸痛感，會很想早一點結束工作；(5)接著即使對作業者加

以斥責，肌力也早已耗盡成為下降的狀態。在(2)~(3)的階段中，會發生肌電圖

振幅增大，餘波成分理化，肌肉蓄積代謝物等情形。在 (4)中肌電圖因肌肉之

故而使振幅達到數倍，在增加中也發生肌肉放電的群化現象。在(5)時，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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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下降，肌電圖也減退。與此相當的是肌肉血流，肌肉溫度形成變化。在(3)

前後中可以觀察到該運作肌肉群以外的肌肉收縮情形。同時，如果收縮強度停

留在 大肌力時，回復會較快，但如果超越這個標準，則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才得以回復。 

    這種急性疲勞，由作業初期開始便和各種變化一起發生。結果便是精疲力

竭，但在這之前的任何變化都是疲勞徵候中所舉出的問題。由於 後的力竭狀

態和其前的狀態在驗證上都比較簡單，所以可以藉此來區分疲勞的進行階段，

如下所述： 

1. 正常作業期：工作容易，作業持續，沒有清楚的疲勞徵候。 

2. 初疲勞期：有疲勞感，會在自發性中停止作業，也會發現他覺徵候。 

3. 疲勞增大期：疲勞自覺會隨著痛苦感而增加，其效果開始波及全身，而形

成作業障礙。 

4. 極度疲勞期：作業持續中明顯表現痛苦，對全身產生影響，作業品質明顯

低落。 

5. 精疲力竭期：完全無法繼續作業。 

    結果，在過勞事態出現的把握中，(2)~(3)之初期疲勞是重要的徵候表示。

形成自發性也是初期疲勞的階段。但是卻仍有難以掌握初期疲勞確證的困難點

存在。(4)~(5)後期疲勞中可以明確的了解過勞事態，這可以做為「確實性」疲

勞徵候的參考。 

    在一般急性疲勞中，這種確定的後期疲勞症狀也會因該作業主要動作器官

機能不全，中樞性控制不良、代謝物蓄積等情況而使得回復遲緩。不過，靜態

肌肉作業肌肉痛、抖動、肌電圖變化之外，靜態肌肉作業的呼吸困難、作業速

度下降、氧氣負債增大。反覆作業中，局部疼痛、作業精確度減退、作業周期

混亂；連續駕駛或單調作業中，形成作業水準下降及錯誤；緊張、頭痛或注意

力集中困難，高熱環境中身體發熱等都是可以舉出的事例(即使是局部性作業



115 

 

負荷、疲勞徵候也會以全身性疲勞表現出來，所以 好能簡單的將局部疲勞，

全身性疲勞予以區分)。 

(二) 生活周期中的疲勞 

每一個人在生活周期中，形成了活動期、睡眠及休養期等之日常規律，對

於疲勞徵候的表現會發生影響，但無法隨著作業過程而發生同樣的擴大情形。

即使在通常的日班作業中，都可以發現上午機能高而下午低落的過程，而疲勞

徵候的出現會修飾上述這種情形。 

如果單一的勞動日作業負擔過重的話，必須有充分的休養，而生活周期中

疲勞的發現則是使休養成為必要的問題所在。在通常生活中，藉由休養仍無法

回復的便是「確實性的疲勞徵候顯示」，這種典型的例子可以用通宵疲勞的情

形來說明。 

    如果要觀察通宵工作之疲勞，或是工作持續的夜班，則不限於取得各種疲

勞徵候或極度疲勞狀態之全部進展經過。夜班後雖然疲勞感大增，但是睡眠便

可使疲勞暫時減退，隨著下個工作期會再急速增加疲勞，然後休息睡眠會再恢

復如圖 5-1。其中，(5) flicker 值分數排序、(6)單純反應時間、(7)項目分類測

試及(8)體溫等四項測定代表神經系統訊息處理的狀況；(9)選擇反應時間、 

(10)一位數加減算術、(11)錯誤檢出及(12)呼出名稱測試等四項，則表示當時的

精神狀況。意識水準指標會在中午稍微回復，但下午到晚上期間則會大幅下

降，身體溫度標準在晚夜班，天亮的時候也是達到某一標準，在較複雜的工作

中，其各項生理測定機能回復會遲緩，而後會大幅下降，這種結果在睡眠中斷

下，表現更為明顯，若是休養不足，藉由日間規律加以修飾，在接下來的活動

週期，則仍會逐漸產生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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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睡眠中斷後各機能指標變化的三種類型(齊藤，1972) 

*說明：(1) flicker 值，(2)心跳數，(3)疲勞自覺症，(4)血壓，(5) flicker 值分數

排序，(6)單純反應時間，(7)項目分類測試，(8)體溫，(9)選擇反應時

間，(10)一位數加減算術，(11)錯誤檢出，(12)呼出名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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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周期中的疲勞因工作與休息時間的水準不同，所以比較難以判定，如

果和平常活動期標準比較的話，包含休息的過程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次日是

否有休息更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夜勤到天明狀態的考量中，可以將生活周期

中的疲勞區分為下述的幾個階段。 

1. 一項持續性作業後，藉由通常休息使疲勞回復(輕度的次急性疲勞)。 

2. 一勞動日後很容易的以通常生活使疲勞回復(輕度的一工作日疲勞)。 

3. 到次日為止以充分的休息回復疲勞(隨生活障礙形成之疲勞)。 

4. 疲勞持續至次日或是次日仍需充分休息的疲勞狀況(累積的疲勞)。 

5. 在通常休養期中無法回復，長時間存在的疲勞(長期蓄積疲勞的慢性疲

勞)。 

    作業障礙會在 1.~2.的階段中即表現出來，所以如果考慮到安全，作業成

效或本人痛苦的話，這個階段的輕度疲勞便成為問題的起點，即使是在無法取

得訊息的狀況下。在 3.以後的各階段中，不正常的影響使休養周期及生活行動

受到影響，並造成回復時間遲緩的問題。 

    生活周期疲勞隨著休養需求的增大，會出現像是大腦賦活作用低下，大腦

皮質訊息處理不全，自律神經體內規律混亂，進而形成身體各部位不適的症

狀。這些就是疲勞自覺症狀的三種成份：「發睏及倦懶」、「注意力集中困

難」及「身體異常感」，除了因腦賦活系統機能低下而影響意識水準指標外，

高次元訊息處理機能或自律機能為始的各種症狀也都是重要的指標。藉由休養

可以輕易檢出回復的快慢，以其症狀來看，因休養不足會造成機能低下，因回

復期間不足會造成各種機能狀態低落及生活時間構造等內容偏差；因反覆作業

則會出現機能低落的蓄積傾向或由體內規律看出機能亢進等不全現象。在以一

勞動日內輕度疲勞為主的狀況中，可以檢出作業程序上的變化及注意力動搖變

化，或是急性疲勞初期徵候反復出現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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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慢性疲勞 

    通常生活周期內，即使藉由每週休養期，也不容易使疲勞得到回復時，這

種疲勞便是所謂的慢性疲勞。在慢性疲勞中．在上述二種情況下的機能形成之

前，容易造成極度疲勞的情形。 

    形成慢性疲勞後，休養效果會減弱，若以容易疲勞為特徵來看，其回復比

較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心理性的症狀便扮演著重要的地位，這種慢性疲勞稱

為「特別過勞」，其顯示出與過敏相反的反應，在不安靜中會感覺厭惡日常負

擔，會無力氣而呈現出不快，及憂鬱的症候。在這種狀態下，個人的欲求無法

滿足而形成欲求不滿的感覺，常因焦急而易使情緒產生變化；在注意力難以集

中下；而且會頻頻出現記憶低下、不安、失眠、頭痛、眩暈等情形。這種狀態

若是再加上壓力加大則會使症狀更形惡化，進而會演變成神經性的症狀或是變

成精神病症。 

    這種慢性疲勞狀態，只觀察機能的低下與回復是無法充分的做驗證工作。

但是基本能力喪失、全身營養狀態低下或慢性睡眠不足的場合中，則可以了解

慢性疲勞狀態。除此之外，一般都藉由作業程序，情緒不安的訴說之分布情形

來進行觀察。在作業速度及密度大且要求高精密度，或擔任組織中責任過大或

過於複雜時，其主要的作業負荷條件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這情形常在管理者

等精神勞動者中顯示出來，因此，即使慢性疲勞也有必要在作業條件或生活行

動樣式方面加以分析。同時，也應該留意所謂“疲勞檢查以前”各種病症或臟

器狀態方面的鑑別。 

 

二、 機能變動的疲勞意義 

    在疲勞調查中，被測定的機能變動除了日常規律中重覆出現的狀況、日

差、季節差、環境等的影響外，一般是個人的差異比較大。由這些機能變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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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疲勞徵候，如果以特意性圖示來說的話，則會看出「是適度或是疲勞」

的情形。加入作業負荷後，由於全身器官隨工作的執行而向上動員，便在身體

內形成新的體制，而與環境產生新的關係。此時，首先在「適應」後形成機能

變化，在作業負荷大的時候，其反應也較大。但是作業不再繼續時，便會產生

代表障礙或適應不全現象之變化，這便是對應於「疲勞」所成的反應。因此，

在觀察同樣機能指標的變化時，是直接對應於作業負荷呢？還是含有疲勞性變

化的深義呢？都是得加以區別討論的。實際上，混合觀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

如果注意隨著作業進行而成之階段區分時，則可以分別對這二者做程度方面的

區分評價。由於反應的不同，在疲勞判定中經常出現的機能變量方面，則可以

做如圖 5-2 的三種區別： 

 

圖 5-2 作業負荷時機能變動之模式圖。 

* 1, 2, 3 表示工作負荷的大小，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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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負荷直接對應的機能變化(圖 I) 

  主要說來，在作業負荷刺激中，這是直接對應於身體內體制反映所形成的

變化，而其中主要是在與身體動作相關的運動系統、呼吸系統、代謝系統等直

接與精神意志集中有關之「疲勞判定機能檢查法」中的單一方向性的變化。例

如，呼吸量、能量代謝量、心跳量、心跳數標準、肌肉活動度、發汗量，不具

膚電氣抵抗之電氣反射，腎上腺素及其他血液，尿的性狀變化等都是。 

(二) 作業負荷直接對應的初期生理機能變化及疲勞性變化(圖 II) 

  加作業負荷後，通常首先多少會表示其相對之變化，但在其後的作業進行

上連帶之疲勞性觀察變化便成為一種消失情形。感覺機能的身體反射，各種程

序指標中，一旦加上作業負荷後，便會引起暫時性的機能促進效果，例如：感

覺意志、反射意志低下、flicker 值之辨別能力上昇、反應時間縮短、計算能力

的增大等都是會發生的情形。作業程序或 flicker 值次高中樞所屬的情形中，

極易受腦賦活的影響，初期亢進持續期間也有各種情形存在。在初期由於習慣

可以看出疲勞症狀的減退，而其後便會轉為增加。 

(三) 作業負荷產生疲勞發生之時點(圖 III) 

  在作業初期中是否顯示恆常的機能值，或是因為疲勞而表現出疲勞性變

化，例如，定常作業動作混亂形態的顯示。在以作業動作軌跡為始之定常軌跡

中，大多可以直接表示出因疲勞而形成之混亂情形。同時，在生理性變化的例

子中，隨著肌肉疲勞而產生之肌電圖周波數，在初期為一定值，當疲勞形成

時，逐漸增加餘波成份，隨著動作控制不完全而表示其激烈的群化活動。在作

業初期中，完全無法看出其現象，隨著疲勞的形成，首先會出現時點或頻率上

的變化。肌肉疲勞在進行階段中，會使拮抗肌力困擾及於全身，同時會出現與

身體搖動或痛苦相關之自覺性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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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能變動判定分析 

在疲勞判定中，很少能以一次機能測定值來做結論，時間性變化的分析在

此時也是不可欠缺的。此時，有必要將其變化以前述的 I,II,III 型模式來加以分

類。例如，在上述 I 型中顯現心跳數或能量代謝等機能指標時，測定值是以相

對於安靜值之變化量來表示，由此可以推定其作業負荷方式，但以疲勞徵侯來

說，卻什麼也無法表示。精神緊張指標也具有同樣狀況。由機能變動來做疲勞

判定時，所應該注意的事項有變動類型，作業類別，日常規律影響等。以下針

對五種常用之疲勞徵候得知方法進行概述： 

(一) 在作業負荷上，直接觀察對應機能變化大小。 

    此方法是以負荷指標來判斷，但其所選擇的變化便是疲勞徵候的表現，如

循環系統反應，肌肉活動，視覺負荷等。 

    在時間過程中，隨著機能變化量的漸增，也可以視察其疲勞徵侯，如   

呼吸循環系統定常狀態的破壞，肌電圖振幅增大，注意力集中度混亂等。在    

比較基準上，可以取得當日作業前的安靜值(立姿)或 大努力時的變化量，  

但除了日差外，也要注意環境、時間、飲食、咖啡、保力達飲料及香菸所形成

的影響。 

(二) 相對機能變化量於作業終了後觀察回復形式。 

    是依疲勞程度所形成之回復狀況決定的，以作業終了後經過一定時間之疲

勞殘留，到回復為止之時間積分值來表示。(心跳數、血流之回復曲線及回復

時之積分數，氧氣負擔等)。 

    在回復基準中，可以選擇安靜值標準。但是，即使經過了長時間，在作業

終了後也不能回復到作業前的標準，或甚至比其標準更低，也常常出現無法視

察安靜值標準本身變化狀況的情形。 

(三) 觀察因負荷刺激所產生之疲勞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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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區別作業初期變化適應性上，可以形成作業後期機能低下量之疲勞徵

侯。同時，這也是在時點測定值中個人分數之問題。作業減少後一定時間，可

以進行回復標準的測定，一般必須要了解單日機能變化的型態(感覺機能，

flicker 值，反應時間，及其他各種程序檢查的測定值等)。 

    在作業前值中，因有日差或時刻差，所以並不能任意選擇基準值。因此，

透過所有的調查時間，以其變動為解析對象．借由基準值的取得方式，應該會

使結果較為正確。在作業中也應儘可能多做幾次測定，借由解析變動經過的時

問因素，變動範圍及分布特性的變化，及應用時間之相關及其他多變量解析方

法，來進行資料詳細構造變化的觀察。 

(四) 在考量疲勞進展的直接變化方面。 

    可以比較作業初期的狀態。這大多代表著作業中持久性低落及機能低下之

意義。同時，也會出現是否產生恆常狀態之混亂。在討論其與作業初期值是否

出現差異時，可以視察在時間經過上，是否因疲勞而出現具有意義之變化，也

可以看出是否由此而可以將其頻率的增加予以區別。 

(五) 變量間的關連分析。 

    借由變量間的相關分析，討論交互作用的有無，檢討與時間變動型態的類

似狀況，分析複相關、因子等，可以得到其變量間的關連分析，由此可以檢討

是否發生機能低下等之平行狀況，在各種變量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代表性的機

能狀態是否產生質性的變化，此項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四、 疲勞調查與職業安全衛生 

    以疲勞判定的應用面來看，可以在綜合性勞動負擔比較，作業方法改善，

勤務制評價，保健對策或安全衛生教育方面予以活用。在產業疲勞中，特別有

必要檢討以疲勞為主因之勞動負擔各要素。在這點上所應該重視的是將疲勞對

策與勞動衛生上其他有害因素予以並列。但是，實際的疲勞判定並不限於以勞

動負擔的全部要素為對象，所以為了要觀察勞動負擔要素，可以將自疲勞判定



123 

 

開始到綜合性調查為止的部份，用幾個階段來加以區別。像過度使用手指或長

時間勞動等過勞事態明顯的場合中，以限定性的詢查來進行，反而比較具有效

用。另一方面，在沒有明顯的疲勞要因下，只有檢討廣泛的疲勞徵候。因此，

在進行疲勞判定時，要在那一個階段中做判定必須在調查的企劃階段中就先明

白說明。 

    在實際判定中 容易迷惑的一點便是─究竟應該掌握多大範圍的疲勞徵

候？換句話說，就是應該選定那些調查項目。在觀察特定的疲勞原因時，非選

擇該過勞事態不可。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其他職種中運用有效的方法，

也不能完全驗證一般疲勞問題的有無。在此比較重要的便是對該集團來說，是

否能有效的檢查出形成疲勞徵候的問題所在，才具有其妥當性。在限定勞動負

擔要素方面，雖然明示過勞事態在調查上可以形成有效的疲勞判定，但仍應該

進行各種側面上的比較，並將勤務制再予以綜合比較，這種多方面慎重的檢討

才行。後續所提出的問題，便是和這種想法有關。 

    與此同樣重要的是所選擇的調查細目，必須要能顯示出某一程度的疲勞狀

態。若只能顯示對於單一作業負荷所對應之變化的話，就不夠充足，而且要能

評價過勞事態的有無才行。同時．即使沒有明示性的過勞狀況，也應該要檢討

相對於過勞事態所引起之變化程度。 

    在工作場所安全衛生中判定疲勞時，得依下述四個順序進行檢討：(1)首先

要明定在那個階段中限定那些勞動負擔要素；(2)決定與負擔要素相關之疲勞徵

候的出現方式之調查項目；(3)觀察所選擇之結果對於過勞事態所產生之對應情

形；(4)檢查是否有被遺漏的疲勞徵候。 

疲勞減輕在職場安全衛生上的意義在於可以直接防止過勞事態；另一方面

也可以借著檢視形成問題的勞動負擔要素，來達成增進健康及提升安全的功

用。因此，在疲勞徵候上，除了經由綜合性的疲勞度判定結果之外，也應該可

以相對於個別事例的勞動負擔要素予以例舉。職場疲勞以安全衛生來看並不只

是重視其綜合對策與休養管理，而是有必要舉出其廣泛的勞動負擔要素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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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問題點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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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 本所自民國 82 年起即對勞動者疲勞進行相關研究，除探討勞動疲勞測定方

法技術外，亦陸續針對各種行業之作業人員進行疲勞程度及生理狀況評估

與調查，因此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本土性勞工疲勞之現況技術資料。 

2. 本研究蒐集本國近十年來容易發生疲勞產業之研究報告，加以分析，結果

發現郵政、醫療、仲介及保全等容易發生疲勞產業之從業人員，多屬輪班

制及長工時工作。 

3. 測定工作疲勞的方法可以使用自覺症狀調查法、閃爍融合測定法、手部相

關施力計測法、血漿兒茶酚胺、尿中 17-OHCS(皮質激素代謝物)測定等作

為疲勞評估方法，其中以自覺症狀調查法、閃爍融合測定法及尿中 17-

OHCS 等為重點建議測定項目。 

4. 各國的受雇者或勞工的疲勞問題隨著 20 世紀中葉，即 1960 年代後，化

學、機械工業及電子等工業、商業與文化知識的國際化，而日漸受到世界

各國勞工及衛生管理單位的關注，進而開始制定各種不同工作疲勞的法

規、政令宣導或指導方針。然而在此之前，各先進國家均已針對勞工基本

權益的保障進行公平工作法案(Fair Work Act)之制定，相當於我國的勞動

基準法。此後，為保障勞工之工作安全及衛生，亦皆陸續修訂職業(工作)

安全及衛生法規(Occupational/Work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

在此兩種重要勞工法規中，多多少少已有防止勞工過度疲勞的相關規定分

散於其中，有部分國家更進一步針對易引起工作疲勞之行業別或作業類別

進行規範，特別提出該行業或作業類別之工作條件與作息標準，以防止工

作過度疲勞的發生，或發展疲勞調適(adaptation)及恢復之法。 

5. 我國勞工相關法規多達五十餘種，與疲勞管理有關的法規，除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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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實行細則所衍生之法規有：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

間標準、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措施標值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

標準、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六部，並

於 2010 年第二度修訂「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

定參考指引」，與世界各國比較，算是在勞工疲勞相關法規制定上，相當

先進的國家之一。 

6. 世界先進各國之工時政策大部分每周均小於 40 小時，每日工作時間 多均

規量應小於 10 小時，每周超時工作限定於 8小時之內。其中以澳洲政府規

定 短，勞工每週工時 多不得超過 38 小時，歐盟有一些國家明訂每周工

時為 36 小時。 

7. 歐美各國把工作疲勞之管理以法規呈現的情形並不多見，而常以雇主與工

會協商制定於勞動契約中較多(但台灣有一些規模很大的公司，卻沒有工會

組織)。 

8. 有關工作疲勞的測量，大致上可分為生理與心理層面，生理的疲勞包括肌

肉的乳酸堆積、活動力降低等「勞動疲勞」，此類疲勞的測量多以化學與

物理測量為主；精神或心理上的疲勞則多以主觀感知為主。到目前為止，

疲勞並沒有單一的測量工具，就職場環境的工作疲勞評估而言，必須依工

作疲勞的特性而選擇數種測量工具組合，以完整呈現團體工作疲勞的特

徵；但近年來的測量方法朝向勞工個人疲勞或過勞事態的量化性量測方

法，疲勞的程度亦使用以連續數字加以表示，包括問卷測量法亦同。 

9. 有關疲勞的測量重點，先進各國之發展趨勢已朝向心理、協調能力、注意

力、時間反應能力改變或低下之測量，以因應事務電腦化之控制工作，尤

其在路上公共運輸工具及飛航工作人員之疲勞測定儀器為主要。 

10. 慢性疲勞的偵測方法之發展，主要以(1)睡眠失調 (2)臨床症狀(包括生化

值) (3)精神健康為主要的臨床診斷法。 

11. 總而言之，由於工商業之競爭，全球化之趨勢，工作及管理之電腦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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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工作效率不得不提昇，從業人員的工作疲勞日益增加，在台灣除較少

數之特殊作業(如重體力、精密作業)外，大部分作業員勞工(除公務人員、

國營企業較有工作保障)常會遭遇工作保障不穩定之壓力、長工時、輪班、

每日事情繁重之壓力，工人疲勞事態有增無減。 

第二節  建議 

1. 持續發掘業界之疲勞事態，雖不能立即解決勞工之健康潛在危險，但政府

如能即時發出勞工作業危險(risk)之警訊，增進雇主、相關政府單位、勞工

及社會大眾意識(awareness)，是有非常必要進行勞工疲勞的持續性研究調

查。 

2. 本研究已完成「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第二版)，內

容詳述近十年來各項疲勞調查及測定技術之演進與應用，作為各學術及事

業單位管理者與勞工，在勞動疲勞議題、測定技術及預防管理之相關策略

之工具書，建議製作相關易產生疲勞行業之疲勞宣導手冊，增進事業單位

的應用與推廣。 

3. 我國勞基法有責任制工作之法律授權，及因未落實執行該法律之限制規

定，及必要報准程序，造成台灣一大部分勞工「超長工時」，以及「變形

輪班」普遍存在業界，對於我國年輕勞工的身體健康及未來一生的健康是

一大隱憂，如何減緩因「超長工時」，及「變形輪班」對身體健康危害之

影響，建議後續持續追蹤及進行我國與其他國家，工時的現況及法令政策

下之健康管理的配套措施相關性研究。 

4.  我國服務業勞工已占全部產業 70%左右，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之重心，已移至  

工作負荷、工時、管理產生的工作壓力及工作疲勞，建議責任制的法令範

圍侷限於中層級以上之主管，不需應用於其他非管理階層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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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嚴格執行超過每日 8 小時工作及例、休假日之加班費增給之查核及申

訴管道，以經濟誘因適當抑制雇主與勞工之不平等問題，即員工超時加班，

應給增額之加班費，及不休假加班費(如：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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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FI 及 RI 試算 

    HSE 的網頁有 Excel 的試算表(spreadsheet)可供下載，以下將介紹使用方

法： 

1. 設定 

    利用試算表以巨集(macros)的數據，計算 FI 和 RI，其程式開始運作時，

會出現安全警示，說明這些巨集在試算表呈現。由於 Excel 在電腦是將安全

警示設定在「中位(medium)」，因此需選「Enable Macros」開始運作。 

    在第一次打開試算表時，螢幕會顯示如下圖的畫面，在執行危險或疲勞

評估之前，必須先於試算表輸入適當預設數值。一旦執行設定選好之後，選

OK。所選用的預設組即會列入“摘要(summary)”的作業表(worksheet)。 

 

圖 FI 及 RI 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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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預設值，需進入“Schedule”作業表，按「Default」鍵(見銀幕上

端)，以正確數值取代，再按 OK。 

若要改個人的作業安排，以滑鼠找到該欄位，按下即會顯示

「Fatigue/Risk Assessment」的視窗。改正了數值之後，按 OK。一旦資料在預

設值改好，即會有「個人(Individual)」在正確的欄位顯示。 

2. 資料輸入 

    資料需在白色或藍色背景的欄位輸入或修改，例如在“day”,“on duty”,

“off duty”,“job type/breaks”和“commuting time”等。使用時，只需將滑

鼠移到適當欄位，此 5 項欄位即會跳上來。 

    背景為灰色的欄位，使用者不宜直接修改。這些欄位用以說明和 FI 相關

的資訊，提供 FI 相關的資訊，例如執勤時程和休息時程。 

(1) 日程(Day) 

有關執勤日數可用 1、2、3 輸入,或以「日期」輸入，即以 ddmmyy 或

ddmmyyy 或 dd/mm/yy 或 dd/mm/yyy 方式輸入。要注意不得以日數和程式

交互使用，只選一方式。 

(2) 上班和下班(On Duty and Off Duty) 

    上班和下班指的是表列開始上班和結束的時間。資料的輸入是否使用

冒號(colon)皆可，例如 0800 或 08：00 皆可。但時間務必以 24 小時的時

間表為之。 

    如果每天有一個以上的作業時段，每一時段需輸入個別一行，其 FI

或 RI 分別計算。 

(3) 工作方式和休息(Job Type/Breaks) 

    由於預設資料可自動輸入工作方式和休息的安排。如果使用者沒有更

改預設資料，相同工作的分數會一樣。如果要改每項工作的預設值，只需

在藍區的工作方式和休息欄按滑鼠右鍵，「評估該工作的疲勞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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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Risk Assessment for a duty)」的視窗即可顯示出來，以便修改。修

改後，按 OK，預設旗號即變成個人的(individual)。 

    如果要將個人的設定變回預設狀況，以滑鼠右鍵按「Individual」欄

位，FR 視窗即復出，以便修改後續預設選項。 

(4) 通勤時間(Commuting Time 或 Travelling Time) 

往返工作場所每天所需花費交通的時間，在預設資料中已經先輸入

好。要改變它，則以滑鼠右鍵在藍區按“Commuting Time”欄位，即可見

到視窗，在顯示「Individual」的預設欄位修改。 

    同樣，要改回原設定，以滑鼠右鍵按有「Individual」的欄位「可」，

“Commuting Time”視窗即呈現，以便後續修改。     

(5) 清除資料(Deleting Data) 

    從試算表消除資料，是一永久性不能再回復原狀的動作。如果要清除

輸入的日程、上下班時間，即選「Reset Index」鍵，即可除去試算表中的

資料。 

    從試算表除去個人工作時段，要確認選對了行列，才以滑鼠右鍵消除

資料，其後需選「Calculate Index」重算指標。或者，選取要消除的資

料，以電腦鍵盤上的「Edit」鍵消除，並選「Calculate Index」重算指標。 

(6) 插入資料(Inserting Data) 

    在已存在的時間表中，要插入新的作業日期，只需在第一列的空白鍵

入「數字」或日期即可。一旦上、下班欄位已填有數值，則選「Calculate 

Index」，資料即依序記錄。 

(7) 傳遞資料(Importing Data) 

    資料可複製或貼到試算表，但必須以相同形式依序根據「Fatigue 

Index Calculator Spreadsheet」處理。在傳遞資料之前， 好先將所有既存

資料從試算表移出，可選「Reset Index」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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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資料是從先前的舊 FI 版本則以“R”or“r”表示修改日(reset 

day)，則選日期、上下班資料複製之，將舊版關閉，複製到新版 FI (若不

關閉，運作過程會減緩 )。新版的 Index 即自動取代“R”欄位。選

Calculate Index 和其程式可加速檢視預設資料。一旦預設數值安頓了，選

OK，再選 Calculate Index，所有的空白列即自動移除。 

(8) 指標計算(Calculate Index) 

    一旦所有工作資料輸入了，即選 Calculate Index 鍵，對指標和 後指

標有關的成分即會顯示出來。“休息時間長度(Rest Length)”小於 12 小

時，即以粗體字標示出來。“值班”超過 12 小時亦會以粗體字顯示。 

如果值班資料修改或消除掉了，這些數值會在灰色欄位除去，可重選

「Calculate Index」填其欄位。 

3. 互換 FI 和 RI (Switching between FI and RI) 

    要互換 FI 和 RI，可自工作日誌表(Schedule worksheet) Mode 旁執行。 

4. 結果闡釋 

(1) 工作日誌表(Schedule Worksheet) 

    此視窗呈現灰影，前二行是工作(duty)和休息長度，下一行則標示為

“每天平均作業 Average duty per day”，是每天當時的累積平均工作量，

是依據每天到午夜結束的特定工作計算，但不包括後續工作。接著一行詳

述 FI 或 RI，依選項而定，包括： 

A. 累積資料(component) 

B. 值班時間資料 

C. 工作方式/休息資料 

     後一行是依上述三項指標記算(危險或疲勞)，但非簡單相加(simple 

sum)。 

 



140 

 

(2) 作業表摘要(Summary Worksheet) 

    這個摘要總覽工作時序包括上班日數和下班日數。 

5. 注意事項 

    HSE 是應用 FI 和 RI 輪班工作的危險評估方法。不固定的工作時段和值

班(on call)也可用此方法評估。但不宜只有用於日班，亦不適用於夜間作業。

如需評估固定的夜班，則需另行諮詢。 

    這份工具可用以評估 重的疲勞危險，因此需用於危險可適當控制之

處，例如改變工作模式以降低危險，另行設計作業方式，或增加休息和督導

等。也需考慮個別差異，例如上班時間、睡眠方式。同時以 FI/RI 用於調整心

理疲勞是 有效的。 

HSE 也可用以比較工作方式(例如要改變輪班方式)，或發覺疲勞較高的

作業。過去曾用以檢視意外事件發生是否因為輪班疲勞所造成。此外，此工

具可用以挑選超時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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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式儀器圖片 

一、 各式疲勞測定相關儀器 

 

 

 

 

 

 

 

 

 

 

 

 

圖1. 生理多功能描記器(physiological polygraph) 

 

 

 

 

 

 

 

 

 

 

 

圖2. 近點視覺調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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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凝視追蹤系統 

 

 

 

 

 

 

 

 

 

 

圖4. 閃爍融合活動值測定器(flicker, 一) 

 

 

 

 

 

 

 

 

 

  

圖5. 閃爍融合活動值測定器(flicker,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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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自動屈光計 

 

 

 

 

 

 

 

 

 

 

圖7. 背筋力計 

 

 

 

 

 

 

 

 

 

 

圖8. 握力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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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握力計(二) 

圖10. 兩點觸覺測定器 

 

 

 

 

 

 

 

 

 

 

圖11. 雙手調節器(動作協調能力測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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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抓取反應測試棒 

 

 

 

 

 

 

 

 

 

 

圖13. 膝蓋腱反射活動值測定法 

 

 

 

 

 

 

 

 

 

圖 14. 動搖檢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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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全身反應測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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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期 新疲勞方法測定儀器圖 

 

 

圖1. 慧眼系統 

 

圖2. SOMNO Watch 

 

 

 

 

 

 

 

 

圖3. 鏡描儀(Automatic mirror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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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Traffic Psychology Test Battery- Professional Edition 

 

 

 

 

 

 

 

 

 

 

圖5. Traffic Psychology Test Battery- Advanced Edition 

 

 

圖6. Schuhfried心理評估系統 

 



 

 

 

 

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修正研究  

著（編、譯）者：毛義方、徐雅媛 

 
出版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22143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 407 巷 99 號 

電話：02-26607600    http://www.iosh.gov.tw/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版（刷）次：1 版 1 刷 

定價：250 元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本書同時登載於本所網站之「出版中心」，網址為 

    http://www.iosh.gov.tw/Book/Report_Publish.aspx 
 本所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同意或書面授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03-6718-8 

GPN: 1010200836 
 


	摘 要
	中文
	英文

	本研究各國法規中常用名詞之中英文對照
	目錄
	表目錄
	圖目錄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各國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疲勞管理之規定
	第二節 不同行業疲勞測定評估技術
	第三節 疲勞定義與收集近期最新疲勞方法測定種類
	第四節 疲勞判定與應用(含疲勞調查與職業衛生、疲勞徵候表現、機能變動分析)
	第五節 「勞動疲勞測定方法技術與職場疲勞管理指引」(第二版)技術叢書

	第三章 研究成果
	第一節 勞動疲勞定義與測定方法彙整
	第二節 各國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疲勞管理之規定(文獻)
	第三節 不同行業疲勞測定評估技術
	第四節 近期最新疲勞方法測定種類
	第五節 疲勞的判定與應用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誌 謝
	參考文獻
	附件一 FI 及RI 試算
	附件二 各式儀器圖片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