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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小型企業職業安全衛生專案輔導成效之探討—以職業衛生輔導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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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主動式及被動式績效指標，探討中小型企業勞工安全衛生專案輔導及其減災成

效。本研究收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輔導專案文獻，分析彙整其採用之輔導績效指標，再選定過

去曾進行完整職業衛生輔導的化學相關行業中選取共21廠次進行現場評核，藉以瞭解各事業單

位受輔導後之安全衛生執行延續情況，作為輔導專案的主動式績效成效。在被動式績效上，則

藉分析勞保職業傷病給付之變化趨勢作為依據。

在主動式輔導績效評估上，各行業中如同時獲得ISO14001及ISO9000認證之事業單位得分

最高，獲得ISO9000認證者次之，無認證者普遍得分較差，顯示各廠技術能力及資源將影響其

安衛執行績效。而在安全衛生績效指標與查核重點8大項中分項執行得分間依然存在顯著之差

異，其中，危害通識計畫、整體換氣/局部排氣效能維持、新進勞工體檢等項目為執行狀況較

差之項次。在輔導成效延續性評估方面，除了工業通風指標外，其餘各指標目前的執行情形皆

比過去接受政府單位輔導前為佳，但與先前輔導完成時之改善情形相比，各指標之執行延續性

皆明顯下降，顯示持續稽核追蹤之重要性。在被動式輔導績效評估上，職災給付事故原因以

「被夾被捲」是本研究4類行業中職災給付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在職業病給付資料分析上，由

於給付件數極少，無法進行有系統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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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小型企業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幹，

2012年臺灣中小型企業家數共有130萬2千家，
占全體企業家數的98%，並有近8成的就業人
口聘僱於此，可知中小型企業在臺灣經濟上的

重要性。然而，勞動部2011年勞動檢查年報指
出[1]，重大職業災害罹災者以29人以下之小型
企業為最多，其因職災罹難者共占總職災死亡

人數85％，罹難者所任職公司未設置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人員者占60％、且罹災勞工未受勞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有71％，顯示中小型企業
缺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觀念與制度，使其潛藏

於較高的職業災害風險。有鑑於此，我國政府

近年來致力於推行中小型企業之勞工安全衛生

輔導工作，期望能有效減少中小企業勞工的傷

亡，雖獲得部份短期之績效（例如：輔導1~2
年之工廠後，其當年度法規符合度甚至高達

95%以上），但中長期之成效則不明。
目前常用評估職業安全衛生執行績效量測

指標可分為主動式與被動式兩類。主動式績效

指標是在安全或健康影響事件發生前，監測特

定目標的達成度；而被動式績效指標主要監督

事故、職業傷病和損失的產出頻率或嚴重度，

作為量測安全衛生執行及風險控制有效性的指

標[2,3]。被動式績效指標以負面事件的頻率及
嚴重程度，作為協助事業單位發覺職安衛管理

系統運作與風險控制的缺失的依據。

我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前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組改後單

位，以下簡稱勞安所）過去曾對國內高危害或

高風險行業，例如：網版及塑膠印刷業等，進

行職業衛生輔導，針對行業危害因子鑑定、安

衛組織建立、危害通識制度、作業環境測定及

暴露濃度降低、健康管理及危害控制技術等內

容，進行專案輔導，希望能協助業者提升法規

之符合度及與避免後續職業疾病之發生。而其

他政府單位，例如經濟部及各地方政府，亦對

各高風險產業進行安衛專案輔導，亦期能有效

降低職災事故之風險。

本研究針對國內相關輔導案之執行模式

進行分析，探討其採用之主動及被動式績效指

標，並選定特定行業之勞工職業衛生輔導後工

廠之減災成效進行評估，作為未來職業衛生輔

導策略參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收集我國近年來中小型企業

勞工安全衛生專案輔導計畫，彙整分析計畫類

型、輔導項目及內容。其次，對事業單位職業

衛生現況進行訪查及輔導成效評估，最後利用

勞保職災給付資料評估中長期績效。

1. 輔導類型及項目調查彙整

本研究分析各專案之輔導內容，包括輔導

對象、績效及內容分析等。 

2.  事業單位職業衛生現況訪查及輔導成效

評估

本研究針對勞安所曾經完整輔導過4種行
業：合成皮業、泡綿業、膠帶業、印刷業為對

象，這些行業經過持續輔導後，安衛執行情

形明顯改善，因此，可作為評估輔導成效的標

的。並於102年6月至12月間藉由現場訪視，瞭
解各廠安衛執行現況，並評估先前輔導工作之

延續性。

評估工具主要是依據過去研究輔導之四

大類行業時所採用之績效指標與查核重點，並

參考勞委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自評

表」新加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變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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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管理及承攬管理做為本研究之評估指標。

查核表之計分方式是以事業單位執行職業

安全衛生事項之正確性計分，評分量表共分為

「執行」3分、「部分執行」2分、「執行但錯
誤」1分及「無執行」0分，若有項目不適用於
該事業單位，則此項不列入計分，其他各題配

分依比例增加。查核表內容共分8大項：危害通
識、作業環境測定、健康檢查、工業通風、自

動檢查、廠場整潔、防護具及教育訓練。各大

項分開計分；在8大項查核項目下又分為多個中
項進行查核，中項下亦有多個細項，並訂有查

核標準進行評分，各中項的計分公式如下所示

（滿分為100）：

該中項總得分

該事業單位於該中項適用之查核標準題目滿分
查核中項計分＝ ×100

而各大項計分是依該大項下中項內之查核

標準題目數比例進行加權並計算出1個總分，滿
分為100，計分公式如下所示：

查核表大項計分=∑（中項得分×加權)

加權比例公式如下所示：

中項下之適用查核標準總題目數

大項下之適用查核標準總題目數
加權=

3. 勞保職災給付資料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勞保給付資料庫，針對特定

行業（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碼），根據

不同之給付特性（例如特定疾病）進行時間趨

勢分析，搭配輔導介入之時程，判定輔導之成

效，並與其他行業進行比較。

結果及討論

1. 輔導案內容分析

(1) 輔導行業對象

本研究收集之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

機構關於90年至102年中小企業勞工安全衛生
輔導專案，由於各專案之目標不同，因此，輔

導內容及關注之焦點亦不同[4-32]。
(2) 輔導績效

A. 主動式指標：OHSAS 18002系統規範及
勞工安全衛生現場輔導常用之安全衛生

管理主動式績效指標收集彙整如表1。本
研究收集及分析各輔導計畫中使用之主

動式績效指標，作為本研究應用時之依

據。

B. 被動式指標：從文獻及事業單位常用之
安全衛生管理被動式績效指標收集彙整

如表2。
表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主動式績效指標

OHSAS 18002系統 現場輔導採用(部分)
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的符合性 安全衛生人員建置人數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建置數

自動檢查項目

物質安全資料表建置及標示

個人防護具設置

消防設備建置數

緊急應變器材建置數

工作場所安全巡視或檢查結果的有效性 臨場輔導場次/缺失發現數
職安衛教育訓練成效 教育訓練辦理場次/參與人數
應用以職安衛行為為基礎的現場觀察 --
使用調查表評估安衛文化及員工滿意度 --
內外部稽核結果的有效性 安全衛生稽核頻率

缺失改善數(率)

法規要求及和其他定期檢查的完成度 法規符合度

管理方案完成度 管理方案執行數(率)
員工參與過程的有效性 提案改善件數

健康管理與審查 健康檢查(含特殊健檢)受檢人數
員工暴露模式及監督 作業環境測定量測數目/頻率
優良職安衛實務指標 TOSHMS或OHSAS18001認證評分
專案工作活動評估 專案工作執行數(率)

表2　安全衛生管理被動式績效指標
 1. 傷害千人率
 2. 失能傷害頻率
 3. 綜合災害指數
 4. 不安全的行為件數
 5. 不安全的狀況件數
 6. 虛驚事故件數
 7. 僅造成財物損失之事故件數
 8. 重大傷害件數
 9. 暴露濃度
10. 職業或非職業病所造成的病假天數
11. 上列指標降低（改善）程度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9月　第25卷第3期　第153-166頁

156

就輔導績效指標而言，主動式指標項目

較易推行，且容易滿足輔導計畫訂定之短期目

標，因此，普遍被各機構採用；而被動式指標

（例如職業疾病發生率），則因職業疾病的潛

伏期長及追蹤的樣本數（實際參與輔導的事業

單位）過少，短期可能不易顯示輔導的成效。

但學理上，有效的危害控制，是可以降低相關

職業疾病的發生。因此，就實務上，針對使用

高危害化學品行業之輔導，如何落實主動式指

標項目之推行與後續之維持，亦應列為主要考

量。

(3) 輔導內容分析
本研究收集30個輔導專案之主動績效指標

彙整如表3所示，由這些輔導計畫專案內容得
知，各單位輔導所使用的主動績效指標有危害

鑑別與風險評估等24項類，但較少使用被動式
指標，僅部分職業衛生改善計畫針對勞工暴露

濃度之降低進行量測及輔導，作為工程改善有

效性之指標。

從資料分析，由經濟部主導之輔導案主要

偏重於環安衛管理系統之建立，而由勞安所推

動之職業衛生輔導案主要係針對使用高危害化

學品之中小型企業（或相關製程），因此，輔

導內容以化學危害防制相關之執行狀況。因此

各輔導案採用之評估指標不同，故不易進行跨

計畫之橫向比較。

2.  事業單位職業衛生現況訪查及輔導成效

評估

本研究共針對21家事業單位進行訪視評

核，包括合成皮業5家、泡綿業5家、印刷業5
家及膠帶業6家，各事業單位基本資料整理如
表4所示。

依據8大項查核指標評核結果發現（表
5），各廠之總得分差異甚大（變異係數介於
30-50%），合成皮及泡綿業以作業環境測定及
健康檢查項目之執行情形較佳，印刷業以健康

檢查、自動檢查及廠場整潔項目為佳，而膠帶

業以廠場整潔及勞工教育訓練較佳。各行業中

如同時獲得ISO14001及ISO9000認證之事業單
位（一般勞工人數多，且營業額也大）得分最

高（平均80.9分），獲得ISO9000認證者次之
（平均59.0分），無認證者普遍得分較差（平
均38.9分），顯示各廠技術能力及行政資源亦
影響其安衛執行績效。由各行業8大項分項執
行得分情形（表6）發現，危害通識計畫（含
危害物質清單及物質安全資料表製備)、整體換
氣/局部排氣效能維持、新進勞工體檢等項目為
執行狀況較差之項次。

在輔導成效延續性評估方面，本研究依據

先前輔導之評分結果與本次現場評核分數之差

異發現（表7），除了工業通風指標外，其餘
各指標目前的執行情形皆比過去接受政府單位

輔導前為佳，但與先前輔導完成時之改善情形

相比，各指標之執行延續性（平均得分）皆明

顯下降，顯示短期輔導雖有一定之成效，但也

凸顯持續稽核追蹤之重要性。各廠之工業通風

設備執行狀況可能因設備老舊或製程變更而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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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國勞工安全衛生專案輔導計畫輔導項目及內容
輔導內容

經濟部(15案) 勞委會(2案) 勞安所(13案) 總計(30案)
輔導內容使用次數(比率)

主動績效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15 2 0 17(56.7%)
環安衛法規符合� 15 1 1 17(56.7%)
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 13 0 0 13(43.3%)
安全作業標準制定 2 0 0 2(6.7%)
採購管理 3 0 0 3(10%)

員工健康促進 3 2 0 5(16.7%)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規劃及文件化 10 0 4 14(46.7%)

內部稽核 12 0 2 14(46.7%)
變更管理 2 0 0 2(6.7%)
承攬管� 10 0 4 14(46.7%)

人因工程改善 2 0 4 6(20%)
消防及逃生設備改善 3 0 0 3(10%)
緊急應變措施 2 0 0 2(6.7%)
作業環境測定 0 2 10 12(40%)
通風工程控制 0 2 10 12(40%)
健康檢查管理 0 1 8 9(30%)
教育訓練實行 13 2 9 24(80%)
防護具管理 9 1 8 18(60%)

危害通識制度推行 4 1 8 13(43.3%)
廠場整潔 2 0 11 13(43.3%)
自主管理 7 1 8 16(53.3%)

工程控制及改善 7 1 5 13(43.3%)
行政管理 0 1 4 5(16.7%)

缺失改善計畫實施情形 0 1 6 7(23.3%)
被動績效 暴露濃度 0 2 5 7(23.3%)

表4　本研究訪評之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編碼 �營業額(百萬元) 國際認證 員工數區間 現場人員

A1 600 ISO9000 100-200 82
A2 250 ISO9000 1-29 25
A3 860 ISO9000&ISO14001 50-99 77
A4 3 N/A 1-29 17
A5 800 ISO9000&ISO14001 >200 150
B1 80 N/A 1-29 18
B2 350 ISO9000&ISO14001 100-200 70
B3 120 ISO9000&ISO14001 1-29 23
B4 90 N/A 1-29 5
B5 10 N/A 1-29 5
C1 75 N/A 30-49 32
C2 650 ISO9000&ISO14001 >200 175
C3 30 ISO9000 1-29 16
C4 600 N/A 50-99 70
C5 300 ISO9000 100-200 　

D1 610 ISO9000 100-200 65
D2 5 N/A 1-29 5
D3 1480 ISO9000 100-200 83
D4 1400 ISO9000&ISO14001 100-200 125
D5 120 N/A 1-29 14
D6 1000 ISO9000 >200 139

註：A：合成皮業；B：泡綿業；C：印刷業；D：膠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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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現場評核八大指標大項得分統計
指標

輔導廠商

危害通識 作業環境測定 健康檢查 工業通風 自動檢查 廠場整潔 防護具 教育訓練 總指標

合成皮

A1 88.91 100.02 100.03 59.44 85.75 85.76 76.27 86.78 85.39

A2 78.9 90.0 91.7 65.2 100.0 85.2 87.5 100.0 87.3
A3 82.5 100.0 100.0 46.4 100.0 96.3 75.0 100.0 87.5
A4 20.4 90.0 66.7 34.8 19.0 23.8 42.9 13.3 38.9
A5 93.8 100.0 100.0 65.2 100.0 100.0 83.3 100.0 92.8

Mean±SD 72.9±29.9 96.0±5.5 91.7±14.4 54.2±13.3 81.0±35.2 78.2±31.1 73.0±17.6 80.0±37.7 78.4±22.3
泡綿

B1 66.7 55.6 58.3 13.0 76.2 28.6 37.5 37.8 46.7
B2 38.9 50.0 91.7 65.2 100.0 100.0 81.0 53.3 72.5
B3 25.9 90.0 66.7 69.6 47.6 66.7 61.9 20.0 56.0
B4 不適用 不適用 25.0 50.0 47.6 44.4 28.6 0.0 32.6
B5 不適用 不適用 83.3 50.0 47.6 20.0 0.0 0.0 33.5

Mean±SD 43.8±20.8 65.2±21.7 65.0±26.0 49.6±22.2 63.8±23.7 51.9±32.2 41.8±31.1 22.2±23.5 48.3±16.7
印刷

C1 18.5 80.0 91.7 20.3 52.4 33.3 28.6 0.0 40.6
C2 77.8 100.0 91.7 78.3 100.0 100.0 85.7 100.0 91.7
C3 93.8 0.0 75.0 73.9 95.2 81.0 100.0 80.0 74.9
C4 14.8 0.0 55.6 34.8 19.0 50.0 38.1 40.0 31.5
C5 18.5 90.0 50.0 60.9 47.6 47.6 0.0 80.0 49.3

Mean±SD 44.7±38.0 54.0±49.8 72.8±19.6 53.6±25.2 62.9±34.2 62.4±27.3 50.5±41.5 60.0±40.0 57.6±25.0
膠帶

D1 16.7 50.0 58.3 52.2 57.1 76.2 47.6 37.8 49.5
D2 7.8 0.0 0.0 34.8 19.0 50.0 38.1 35.6 23.2
D3 73.7 100.0 91.7 65.2 85.7 79.2 85.7 93.3 84.3
D4 78.9 90.0 58.3 73.9 100.0 90.5 85.7 100.0 84.7
D5 55.6 96.7 58.3 52.2 57.1 76.2 37.5 80.0 64.2
D6 37.0 50.0 75.0 43.5 19.0 54.2 50.0 93.3 52.8

Mean±SD 45.0±29.4 64.4±38.8 56.9±30.9 53.6±14.2 56.3±33.3 71.0±15.6 57.4±22.5 73.3±29.1 59.8±23.4
Max 93.8 100.0 100.0 78.3 100.0 100.0 100.0 100.0 92.8
Min 7.8 0.0 0.0 13.0 19.0 20.0 0.0 0.0 23.2

註：1
得分加權=（危害通識計畫×0.22）+（危害物質清單×0.17）+（物質安全資料表×0.39）+（危害標示×0.22）

2
得分加權=（作業環境測定計畫×0.3）+（作業環境測定實施×0.5）+（環測紀錄管理×0.2）

3
得分加權=（新進勞工體檢實施×0.2）+（在職勞工健檢實施×0.2）+（健檢紀錄管理×0.4）+（健康管理措施×0.2）

4
得分加權=（整體換氣裝置×0.1）+（局部排氣裝置型式×0.5）+（局排效能×0.3）+（局排維護與管理×0.1）

5
得分加權=（自動檢查計畫×0.7）+（自動檢查實施×0.3）

6
得分加權=（廠場清潔與管理×0.7）+（廠場危害標示×0.3）

7
得分加權=（個人防護具使用及管理×1.0）

8
得分加權=（教育訓練之實施×0.4）+（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0.6）

9
總指標=8大指標分數加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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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現場評核八大指標分項得分統計

查核項
行業(Mean±SD)

合成皮業 泡綿業 印刷業 膠帶業

危害通識 危害通識計畫 75±43 22±39 40±55 46±51
危害物質清單 80±45 30±51 44±52 43±41
物質安全資料表 69±11 56±3 47±29 39±29
危害標示 72±42 56±27 45±37 57±24

作業環境測定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 100±0 33±58 53±51 50±55
作業環境測定實施 100±0 87±12 60±55 76±38
環測紀錄管理 80±27 50±0 40±42 58±38

健康檢查 新進勞工體檢實施 80±45 40±55 71±44 22±34
在職勞工健檢實施 100±0 93±15 93±15 78±40
健檢紀錄管理 92±11 65±26 66±13 67±37
健康管理措施 100±0 50±58 50±48 50±55

工業通風 整體換氣裝置 50±0 50±0 50±0 50±0
局部排氣裝置型式 66±12 64±40 67±27 71±17
局部排器裝置效能 29±14 24±22 34±27 26±14
局排維護與管理 73±44 56±51 53±51 56±34

自動檢查 自動檢查計畫與自主管理 87±30 57±33 63±30 67±32
自動檢查實施 73±44 73±15 62±42 43±41

廠場整潔 廠場清潔與管理 74±42 44±38 71±28 83±9
廠場危害標示 89±7 73±42 42±34 50±35

防護具 個人防護具使用及管� 73±18 42±31 50±42 57±23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之實施 80±30 36±36 57±37 63±37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80±45 13±18 62±44 80±27

表7　輔導成效延續性評估
輔導項目 輔導行業 輔導前評分 輔導後評分 目前評分1

危害通識

合成皮 49 91 72.9
泡綿 29 95 43.8
印刷 60 95.6 44.7
膠帶 58 93 45.0

Mean±SD 49±14.2 93.7±2.1 51.6±14.2

作業環境測定

合成皮 38 91 96.0
泡綿 10 99 65.2
印刷 48.3 96.7 54.0
膠帶 64 100 64.4

Mean±SD 40.1±22.7 96.7±4.0 69.9±18.1

健康檢查

合成皮 52 96 91.7
泡綿 23 98 65.0
印刷 62.5 92.5 72.8
膠帶 67 100 56.9

Mean±SD 51.1±19.8 96.6±3.2 71.6±14.9

工業通風

合成皮 52 93 54.2
泡綿 50 99 49.6
印刷 51.9 100 53.6
膠帶 72 99 53.6

Mean±SD 56.5±10.4 97.8±3.2 5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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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項目 輔導行業 輔導前評分 輔導後評分 目前評分1

自主管理與自動檢查

合成皮 22 89 81.0
泡綿 7 99 63.8
印刷 53.3 100 62.9
膠帶 60 93 56.3

Mean±SD 35.6±25.2 95.3±5.2 66±10.5

廠場整潔

合成皮 64 87 78.2
泡綿 25 96 51.9
印刷 60 100 62.4
膠帶 56 91 71.0

Mean±SD 51.3±17.8 93.5±5.7 65.9±11.3

防護具使用與管理

合成皮 13 97 73.0
泡綿 87 100 41.8
印刷 12.5 82.5 50.5
膠帶 46 95 57.4

Mean±SD 39.6±35.3 93.6±7.7 55.7±13.2

教育訓練

合成皮 25 98 80.0
泡綿 12 96 22.2
印刷 54.7 94.2 60.0
膠帶 53 98 73.3

Mean±SD 36.2±21.1 96.6±1.8 58.9±25.8

註1：本研究於102年6月至12月間進行現場訪評

3. 勞保職災給付資料分析

本研究藉擷取勞保資料庫關於職業傷害或

疾病之給付資料，檢視不同行業（行業分類代

碼不同）發生之各類職業傷病比率（一種被動

式績效指標），評估輔導之減災績效。這些分

析除可橫向評估其與其他行業發生率之差異，

或縱向評估特定行業發生率之時間變化趨勢。

本研究調查之四大行業事業單位近10年之
職災給付千人率如圖1所示，合成皮業及膠帶業
職災受付平均千人率較低且變動緩慢，而泡綿

業及印刷業之職災受付平均千人率較大且變異

較大。檢視合成皮業、泡綿業及膠帶業自94年 
(虛線A)受輔導後之職災給付情形發現，合成皮
業及膠帶業於輔導後之職災受付人數有下降趨

勢，但泡綿業之職災給付人數反而上升；而印

刷業自95年受輔導後（虛線B）對職災給付的影
響不大，且職災給付千人率每年都有相當大的

變動。

在受訪事業單位近10年之職災給付事故原
因分析上，合成皮業較常發生的事故為「被夾

被捲」（圖2），10年來總共發生18次，其次為
「與高低溫之接觸」及「被撞」，10年來各累
積4次；在泡綿業方面（圖3），「被夾被捲」
亦是較常造成事故的原因，其次為「墜落滾

落」；在印刷業之事故原因中，「被夾被捲」

佔所有事故原因之第一位（圖4），共有30件案
例，而「被刺割擦傷」的案例有12件；膠帶業
之事故原因（圖5）以「被夾被捲」為職災給付
最常見的事故原因。由於合成皮、印刷及膠帶

業之製程，均常牽涉滾筒連續式作業，因此，

存在著被夾被捲傷害的風險故，建議各行業輔

導時應針對其製程及設備危害性及多寡設計輔

導內容。

這些結果顯示，由於本研究之樣本數小

（每行業5-6家），給付數據能否正確代表該行
業之實際情形，值得探討。另外，欲分析這些

廠商與全行業之差異時發現，即使事業單位被

表7　輔導成效延續性評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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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同一行業，其投保之行業分類細類並不

完全相同（例如本研究訪評之21廠（4行業）
其投保之行業分類細類共有14種），因此，可
能導致給付數據引用錯誤之狀況，值得進行類

似分析時注意。

在職業疾病給付資料分析上，由於受訪

事業單位給付件數極少（僅有合成皮業於91年
發生一件 "職業相關癌症"），因此，無法進行
有系統之統計分析。本研究調查近年來國內外

之職業病發生率（表8）發現，臺灣的職業病
千人率皆遠小於各國之數據，推斷可能為勞工

對於職業病的定義不清楚，或各國認定標準不

同，而致我國職業病發生率較低，這也導致數

據過少，不易進行趨勢分析的情形發生。

圖1　 受訪事業單位近10年職災給付千人率
（不包含交通事故）

圖2　受訪合成皮業近10年職業災害事故原因

圖3　受訪泡綿業近10年職業災害事故原因

圖4　受訪印刷業近10年職業災害事故原因

圖5　受訪膠帶業近10年職業災害事故原因

表8　我國與各國職業病比較
國家 職業病例數 職業病千人率 統計年度

臺灣
1 553 0.06 2010

美國
2 - 20.8 2012

日本
3 8,055 0.2 2003

韓國
3 22,338 - 2004

新加坡
3 541 0.24 2005

註
1
：我國勞委會勞工保險局統計資料，2012。

2
：美國勞工局統計資料，2013。

3
：行政院勞委會勞安所，各國職業傷病補償制�研究，2006。

結論與建議

1. 在輔導類型及項目調查彙整上，各單位輔

導專案所使用的主動績效指標不同，項目

涵蓋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危害鑑別與風

險評估、環安衛法規符合�等24項類，但
較少使用被動式指標，僅部分職業衛生改

善計畫針對勞工暴露濃度之降低進行量測

及輔導，作為工程改善有效性之指標。由

於各輔導案採用之評估指標不同，故不易

進行完整地跨計畫之橫向比較。

2. 在主動式輔導績效評估上，各行業中如同

時獲得ISO14001及ISO9000認證之事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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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得分最高，獲得ISO9000認證者次之，
無認證者普遍得分較差，顯示各廠技術能

力及資源將影響其安衛執行績效。而在安

全衛生績效指標與查核重點8大項中分項
執行得分間依然存在顯著之差異，其中，

危害通識計畫、整體換氣/局部排氣效能
維持、新進勞工體檢等項目為執行狀況較

差之項次。在輔導成效延續性評估方面，

除了工業通風指標外，其餘各指標目前的

執行情形皆比過去接受政府單位輔導前為

佳，但與先前輔導完成時之改善情形相

比，各指標之執行延續性皆明顯下降，顯

示持續稽核追蹤之重要性。

3. 在被動式輔導績效評估上，本研究針對特

定行業及廠商之勞保職災給付資料進行中

期趨勢分析，結果發現，合成皮業及膠帶

業職災平均受付千人率較低且變動緩慢，

而泡綿業及印刷業之職災受付平均千人率

及變異均較大。合成皮業及膠帶業於輔導

後之職災受付人數有下降趨勢，但泡綿業

之職災給付人數反而上升，而印刷業受輔

導後對職災給付的影響不大。在職災給付

事故原因分析上，「被夾被捲」是4類行
業中職災給付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在職

業病給付資料分析上，由於給付件數極

少 (僅有合成皮業發生一件" 職業相關癌症
")，因此，無法進行有系統之統計分析。

4. 在應用績效指標以評定輔導成效上，本研

究檢討發現，主動式指標項目較易推行，

且容易滿足輔導計畫訂定之短期目標，因

此，普遍被各機構採用；而被動式指標則

因職業疾病的潛伏期長及追蹤的事業單位

樣本數過少，短期可能不易顯示輔導的成

效。但有效的危害控制，學理上已被證實

可以降低職業相關疾病的發生。因此，就

實務上，針對高危害行業進行職業衛生輔

導時，應特別強調主動式指標項目之推行

落實度與後續之維持。

5. 由於中小企業資源有限，安衛相關軟硬體

的改善均不易自力完成，政府可藉編列公

務預算及應用相關經費，如就業安定基金

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基金等，持續推動專

業性功能輔導，協助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

境，並增加事業單位工作環境改善意願，

不僅能減少職業災害發生、提昇產業工作

和政府施政效能，同時創造勞工、資方及

政府皆贏的局面。

6. 中長期輔導績效之評估，有賴先期背景資

料之建立與保存。本研究於執行現場安衛

執行現況評核時發現，先前相關輔導案之

評核結果，多以綜合性統計結果呈現，對

於各廠之查核結果及評分方式等，均缺乏

系統性之保存，造成後續比較時的困難，

因此，後續規劃輔導計畫時，應特別考慮

納入各廠執行狀況原始數據之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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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S&H) consultation 

program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 based on leading and passiv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irst, types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dopted by governmental S&H consultation programs were 

reviewed. Field assessment was made on the previously consulted factories to assess the S&H 

performance through examining selected leading indicators. Additionally,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disease reimbursement data from Taiwan Labor Insurance databank was used as the passive indicator 

for the consultation programs. 

On S&H leading indicators, factories that are ISO14001 and ISO9000 certified have overall 

highest scores, followed by those with only ISO 9000 certification and those not certified. Thi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on the S&H performance.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sub-indicators among factories, for example, 

worker right-to- know program, ventilation and pre-placement health examination were items that 

were poorly performed. Analysis on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consultation programs indicates that, 

except in local ventilation, all other indicators show huge improvement right after the consultation 

programs finished, but deteriorate after a few years, implying the needs of long-term follow-up. 

Evaluation of passive indicators for consultation programs based on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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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reimbursement data shows that “caught in or compressed by equipment or objects”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occupational in our studied industries.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perform a 

systemic analysis on the trend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due to an extremely rare of these diseases.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 Safety and Health Consulting Progra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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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奈米材料的危害分級方式乃因受限於現階段奈米材料毒理資訊缺乏，故以推論的

方式將原始粉體增加一級訂定，然而需更多的毒性及危害資料來證實此方法之適用性。目前斑

馬魚被ISO列為建議的奈米材料毒性篩選動物實驗模式，並期待能藉此獲得更充足的生物毒性

資料作為奈米材料毒性效應之危害分級管理之依據。本研究選用在日常生活上已廣泛被應用且

可能具有生物毒性之奈米氧化鋅與一般粉體氧化鋅進行比較，以斑馬魚胚胎及稚魚模式進行體

內毒性試驗，並區分奈米與一般粉體氧化鋅之毒性差別，最後嘗試將我們的研究結果應用在

奈米物質危害分級管理中。結果發現斑馬魚胚胎及稚魚暴露在奈米與一般粉體氧化鋅材料其

LC50(50% lethal concentration)與EC50(50% effective concentration)之值前者大致上較後者低。初

步根據急性水生毒性危害物質分類標準，氧化鋅奈米材料隸屬於“危害級別1＂，而一般粉體

材料為“危害級別2＂，顯示奈米材料在急毒性危害分級較其原始粉體危害級別更高，因此初

步證實奈米氧化鋅在危害等級分級上依其原始粉體提高分級並加以進行管理是合理的推論。

關鍵字： 奈米氧化鋅、物化特性、斑馬魚動物試驗、危害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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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紀奈米科技的興起帶動許多產業的
進步，並生產出許多奈米材料的相關產品。由

於物質在變成奈米尺度之後，會改變原有物化

特性，產生不同於一般粉狀尺寸物質的效應，

因而讓奈米科技的發展更有潛力。目前奈米材

料已被廣泛地使用，其中奈米氧化鋅由於具有

特殊的晶體結構以及優異的紫外線吸收及反射

特性，因此在許多生活用品中會被添加，包括

塑料、陶瓷、玻璃、水泥、橡膠用潤滑油、塗

料、顏料、食品（鋅的營養源）、個人護理產

品等[1]。近年來由於奈米材料相關產品的大量
生產與使用，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奈米物質有潛

在危害的可能性[2-3]，因此對於奈米材料是否
會引起環境以及生物與人體的不良健康效應的

議題受到越來越多的矚目，各國也開始致力於

制定對於奈米材料相關產品暴露風險之規範以

保護民眾與勞工及環境的安全。

目前各國對於勞工在環境暴露風險之規

範會以控制分級（control banding，簡稱CB）
的方式，來防止一般化學品對於勞工在環境

中暴露危害的產生。除此之外，奈米物質暴

露風險管理也適用於上述規範方式。以台灣為

例，對於奈米材料暴露風險評估之危害分級管

理，乃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參考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提出之有關奈米科
技奈米物質風險管理之ISO/TS 2901-1:2012(E)
與ISO/TS 12901-2:2014(E)提出工程奈米物質
控制分級（Nanomaterial Control Banding，簡
稱NanoCB）之指引[4]，以作為奈米技術作業
場所管理者之安全衛生管理參考。而在指引

中提及奈米物體及其聚合體與聚集體（Nano-
Objects and their Aggregates and Agglomerates，

簡稱NOAA）之健康危害分級管理中“若有相
關毒理資料則將其化學組成或相似物質的原危

害等級提升至少一個等級＂作為NOAA之危害
等級。然而此建議是否合理仍需更多的毒性及

危害資訊等科學證據來進一步驗證其適用性。

一般化學品與奈米物質對於生物體之毒

性測試，目前主要利用體內動物試驗與體外

細胞實驗來探討其毒性效應[5-6]並使用其測試
數據作為危害分級管理之依據。在許多測試

方法中斑馬魚由於繁殖力強、胚胎透明性、快

速表現性、成本低、與人體基因相似度高等特

性[7-9]，近年來常被作為毒性測試的體內動物
模式，根據ISO以及OECD相關的測試綱要[10-
11]，斑馬魚亦可作為奈米材料毒性測試的主要
動物測試指標[12]。

奈米物質與其傳統粉狀物質對於生物體

之暴露風險危害性是否會有很大的差別？在危

害分級管理中是否須將奈米物質獨立分級？這

些疑問可以利用適當動物毒理資訊來做科學上

的驗證。本研究以斑馬魚作為體內毒性測試動

物模式來探討奈米氧化鋅與傳統粉狀氧化鋅材

料對斑馬魚在水體中之存活率並透過SPSS統
計軟體來計算其LC50，LC50為水生動物毒性測

試之指標之一。本研究也利用美國俄勒岡州立

大學所提供之“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13-14]，來探討奈
米氧化鋅與傳統粉狀氧化鋅對於斑馬魚在水體

中之EC50(50% effective concentration)，EC50亦

為水生動物毒性測試指標之一。最後將試驗之

結果依影響程度呈現並比較奈米氧化鋅與傳統

粉狀氧化鋅的毒性差異，討論此結果是否能驗

證技術手冊所提供的資訊以及此結果是否能作

為奈米材料獨立危害分級管理的依據。



217

奈米微粒危害分級管理適用性之探討-以奈米氧化鋅為例

研究方法及步驟

1. 蒐集並歸納整理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所提出之奈米物質安全衛生管理

技術手冊分級管理運用指引與「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
國際組織所公佈之魚類毒性測試方法及相

關安全規範與管理策略，並持續追蹤該綱

要之新增事項。

2. 水合粒徑、分散性及表面電荷 ( Z e t a 
potential)
取適量濃度約1 ml的奈米氧化鋅溶液放
置於樣品槽(Cuvette)中，再放入Beckman 
Coulter Delsa Nano(Particle size analyzer)
儀器中，分別根據動態光散射法以及相位

分析光散射法，分析奈米微粒在溶液狀態

（以水作為溶劑）下之粒徑平均值與分佈

以及粒子的表面電荷。

3. 奈米氧化鋅真實粒徑測量與元素分析

取適當濃度及體積之合成後兩種奈米氧

化鋅溶液，將其滴在銅網上，放置在鋪

有乾淨紙張的10cm dish中，再放入烘
箱中使水分揮發。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觀察奈米微粒型態以及真實粒徑大小，再

利用X射線能譜儀(Energy Dispersive X-ray, 
EDX)進行元素分析。

4. 斑馬魚培育與交配[15]
本實驗室使用之斑馬魚為(AB strain)野生
種，購於中央研究院斑馬魚中心。每日給

予兩次商業用豐年蝦餵養，並培育於大約

28.5℃、光與暗14:10小時週期的環境中。
在斑馬魚交配前一晚會以公與母1:1的方式
放入交配箱，以隔板將公母斑馬魚隔開，

之後將黑布蓋上交配箱，隔日將黑布取出

並將光源照在交配箱中，將隔板取出即可

交配。蒐集交配後所產生之魚卵，以甲基

藍溶液清洗兩次以防止菌類產生。

5. 斑馬魚胚胎與稚魚試驗[10-11]
斑馬魚胚胎與稚魚試驗使用OECD綱要236
與203魚類相關毒性測試之方法進行。胚
胎試驗為將受精後4小時的斑馬魚胚胎放
置於每well裝有2 ml奈米氧化鋅或粉狀氧
化鋅水溶液之12-well plate中，每well放置
10顆受精卵，每組共30顆，開始進行暴
露，每24小時更換新鮮之奈米氧化鋅或粉
狀氧化鋅水溶液，將死亡之胚胎取出，並

記錄每組存活之隻數，實驗時間進行至受

精後120小時。
稚魚試驗使用受精後72小時之斑馬魚胚
胎，放置每well裝有2 ml奈米氧化鋅或粉
狀氧化鋅水溶液之12 well容器中，每well
放置10隻稚魚，每組30隻。開始進行暴露
後，每24小時更換新鮮之奈米氧化鋅或粉
狀氧化鋅水溶液，將死亡之稚魚取出，並

記錄每組存活之隻數，實驗時間進行至受

精後144小時。
6. LC50分析[16-19]

以胚胎及稚魚試驗每組時間點之存活隻數

作為原始資料，並使用SPSS統計軟體，選
取程式中probit analysis之選項進行分析，
於分析後之發生機率0.5所對應之數字選項
即為該LC50之濃度。

7. 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13]
Xiong Liu等人提出利用斑馬魚體內動物
模式作為奈米材料暴露風險的生物效應預

測模式，並作為奈米材料毒性資料庫。

本模式利用斑馬魚胚胎模式暴露奈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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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4小時與120小時所產生的死亡隻數
與畸形隻數作為此預測模式之原始資料

(EZ Metric)，再利用各原始資料獲得各畸
形項目之加權數(Weighted EZ)，最後將
各項Weighted EZ進行個別濃度之比較。
Weighted EZ數值越高代表奈米材料對斑馬
魚造成的總體生物效應越高。

8. EC50分析[13-14]
以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作為基礎，將Weighted 
EZ數值依低濃度到高濃度進行排序，假
設高濃度數值呈現顯著意義，則將原始資

料輸入SPSS統計軟體中，並選取程式中
probit analysis之選項進行分析，並於分析
後之發生機率0.5所對應之數字選項即為該
EC50之濃度。反之，如無顯著意義則需將

數值利用內插法做計算，Weighted EZ數值
為0.5對應之該濃度數值為EC50之濃度。

結果與討論

1. 奈米物質安全衛生管理技術手冊分級管理

運用指引與國際組織對於奈米物質的魚類

毒性相關試驗之發展與探討。

奈米科技的進步使得我們日常生活

跟奈米物質有著密切關係，許多產品逐漸

奈米化，然而大量使用奈米相關產品使得

環境與人體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接觸到奈米

物質，其對環境及健康的危害性也越來

越受到重視。因此許多國家及國際上相

關組織也開始研究並制定許多奈米材料

之相關毒性試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在1992年
初步訂定魚類急毒性試驗(OECD TG203-
Fish, Acute toxicity test)，此乃對於一般化

學品的毒性測試，之後在2009年新增修訂
化學品測定之參數，又於2013年新增魚類
胚胎毒性試驗(OECD TG236-Fish Embryo 
Acute toxicity test(FET))，這些準則主要
是利用斑馬魚模式作為一般化學品之毒性

測試。2014年，ISO的一份關於人造奈米
材料的毒性篩選方法之技術報告中(ISO_
TR_16197)提及斑馬魚的胚胎模式可被用
來快速地提供關於暴露奈米材料對全動物

系統的生物影響資訊，此試驗將可對奈米

材料毒性提供整合系統效應的敏感指標。

本研究即以斑馬魚為動物模式進行奈米材

料毒性試驗，所得的試驗數據將可能可以

作為奈米物質危害分級之參考。

由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所頒佈之奈米物質安全衛生管理技術手冊

分級管理運用指引，實際上對台灣在奈米

物質安全管理上有著相當大之幫助。然而

此指引對於奈米物質的危害分級仍受限於

相關毒理資料之缺乏，而採用假設之方式

來做為分級之依據。因此，若相關之毒理

資料越多，即可分辨奈米物質在危害分級

上是否有獨立分級之必要性。本研究即依

ISO的技術手冊之建議及OECD所訂定之
魚類毒性相關試驗為依據，探討奈米微粒

危害分級管理獨立分級之適用性。

2. 奈米微粒物化特性分析

由於奈米物質具有特殊之物化特性，

且其物化特性可能直接影響其毒性作用，

因此在對奈米微粒進行毒性測試時亦需要

分析不同物質之物化特性的差別。因此，

本研究先分析比較本實驗室自行合成之

不同表面修飾之奈米氧化鋅與向廠商購買

之傳統粉體氧化鋅及奈米氧化鋅之物化特

性。項目包含粒徑大小與分佈、外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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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成、表面電位等。

本實驗室所合成之兩種奈米氧化鋅微

粒為不同表面修飾之奈米氧化鋅微粒，分

別為Amine(NH2)及Carboxylic acid(COOH)
兩種不同官能基表面修飾，並分別標記為 
NH2-ZnONPs及COOH-ZnONPs。

利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的圖像
來分析奈米氧化鋅微粒。本實驗室所合

成之兩種奈米氧化鋅微粒外觀均為球形

（圖1）。以TEM圖像分析NH2-ZnONPs
及COOH-ZnONPs之實際顆粒大小，平均
值分別為31.4±7.62 nm及31.02±8.57 nm
（表1），結果顯示兩者原始平均粒徑大
約相同。

(a) (b)

圖1　 以TEM進行奈米氧化鋅微粒觀察
之結果(a)NH2-ZnONPs；(b)COOH-
ZnONPs
使 用 D L S 測 定 之 分 散 指 數

(polydisperisity index, PI)可代表粒子在溶
液中的聚散狀態，其值越小代表分散程

度越佳。結果顯示，兩種奈米氧化鋅微

粒在水中所形成之水合粒徑(Aggregates/
Agglomerates size)大約在40~50 nm之間
（表1），由此可知本實驗室所合成之奈
米氧化鋅微粒在水中仍會發生些微的附

聚現象（agglomeration）。在表面電位
方面，我們發現NH2-ZnONPs及COOH-
ZnONPs的電性不同，分別為正極與負
極。從上述結果可以了解實驗室合成的兩

種奈米氧化鋅微粒大致上物化特性相同，

主要不同的特性為表面修飾之電性相反。

表1　實驗室合成奈米氧化鋅微粒之物化特性
物化特性 分析方法

a
分析條件 分析結果

NH2-ZnONPs COOH-ZnONPs
實際粒徑大小 TEM 乾燥 31.4±7.62 nm 31.02±8.57 nm
外形 TEM 乾燥 近球形 近球形

聚散狀態(分散指數b) DLS 水分散液 0.207±0.016 0.268±0.043
水合粒徑大小 DLS 水分散液 44.7±4.2 nm 50.2±5.1 nm
表面電位(Zata電位c) PALS 水分散液 31.5 -38.1
化學組成與純度 EDX 乾燥 96.99% 98.66%
a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動態光散射分
析（Dynamic light scattering，DLS）；相位分析光散射（Phase analysis of light 
scattering，PALS）；能量分散X光光譜（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b 分散指數（polydispersity index）數值小於0.2為極佳分散性。
c Zeta電位大於30 mV或小於-30 mV之懸浮液粒子進行布朗運動時彼此不易吸附聚
集。

除此之外，為了要了解實驗室自行合

成與市售奈米氧化鋅微粒材料之差異性，

本次研究向國內永X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奈
米氧化鋅水性分散液(CM1)進行試驗，此
公司所提供之商品化奈米氧化鋅水性分散

液物化特性如下所示（表2）。

表2　 購自永X股份有限公司的奈米氧化鋅水性
分散液之物化特性

物化特性 提供資訊

CM1
水合粒徑大小 10~30 nm
物質狀態 液體

外形 近球形

顏色 淡白色

PH值 5~7
熔點 1975℃
密度 5.61g/cm3(20℃)
化學組成與純度(水溶液) ≧10±0.1%

最後由於本研究需要與傳統粉狀氧

化鋅比較，因此我們向台灣默克股份有限

公司購買實驗用粉狀材料氧化鋅粉末(Bulk 
ZnO)，其提供之物化特性資訊如圖所示
（表3）。比較奈米氧化鋅微粒與傳統粉狀
材料後判定兩者主要差別應為尺寸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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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購自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的粉狀材料
氧化鋅粉末之物化特性

物化特性 提供資訊

Bulk Zno
粒徑 >0.5μm
物質狀態 固體

顏色 白色

PH值 7(50g/l, 20℃)
熔點 1975℃
密度 5.61g/cm3(20℃)
溶解度 0.0016 g/l(29℃)

3. 斑馬魚急毒性之存活率與LC50分析

毒性資訊為MSDS眾多項目中的一
項，毒性資訊中的LC50為常見且重要的指

標，此指標也反應了水體與空氣中動物或

植物對於環境中毒性物質濃度之毒性敏感

程度，其中在GHS紫皮書“第四章環境危
害＂內容提及魚類毒性試驗以OECD TG203
及213所使用之急毒性LC50為96小時[10-
11,20]。存活率試驗是分析LC50不可或缺的

資訊，因此在進行LC50計算之前會先進行

存活率之統計。本研究分別測試不同奈米

及粉狀氧化鋅在斑馬魚胚胎與稚魚的存活

率影響。從胚胎急毒性觀察其存活率（圖

2），結果顯示不論是暴露在實驗室合成之
奈米氧化鋅微粒或是商業用奈米氧化鋅水

性分散液(CM1)，其斑馬魚胚胎存活率在各
觀察時間點都比粉狀氧化鋅低，由此初步

可知奈米微粒毒性較傳統粉狀材料高。

將上述斑馬魚胚胎各暴露時間點之

存活率利用統計軟體SPSS進行probit回歸
統計模式進行LC50之分析（表4），從表
4之結果可以發現各暴露時間點不論是實
驗室合成之奈米氧化鋅微粒或是廠商提供

之奈米氧化鋅水性分散液(CM1) LC50之值

都比傳統氧化鋅粉狀材料濃度來較低，其

中以96小時此時間點比較NH2-ZnONPs、 

COOH-ZnONPs、Bulk ZnO、CM1四種材
料LC50分別為1.195、1.936、7.719、1.166 
µg/ml，並由急性水生毒性危害物質分類標
準[20]（表5）進行毒性分類，雖然四種材
料在分類上為“危害級別2＂但在上述數
值表示三種奈米氧化鋅材料比傳統粉狀材

料濃度低許多，而在120小時更為明顯，
三者奈米材料LC50分別為0.719、0.965、
0.466 µg/ml，三者均<1在毒性分類上為
“危害級別1＂，而傳統粉狀材料LC50則為

4.65 µg/ml，則>1在分類上仍然為“危害級
別2＂而由此分析可以觀察到奈米材料與
傳統材料在毒性上分類仍有差別。

稚魚暴露模式之存活率結果如圖3。
結果發現在各時間點，暴露奈米氧化鋅之

稚魚死亡率皆比傳統氧化鋅粉狀材料高，

因此再次驗證氧化鋅在尺寸奈米化後其毒

性會增強。同樣利用斑馬魚稚魚各個暴露

時間點之存活率統計，以統計軟體SPSS
進行probit回歸統計模式進行LC50之分析

（表6），從不同時間點觀察奈米氧化鋅
與傳統氧化鋅粉狀材料LC50之分析結果顯

示，奈米氧化鋅在各暴露時間點之LC50

均較傳統氧化鋅粉狀材料之濃度較低。

其中以標準魚類急毒性96小時比較NH2-
ZnO NPs、COOH-ZnO NPs、Bulk ZnO、
CM1四種材料LC50分別為0.875、1.025、
1.495、0.309 µg/ml，並再次進行毒性分級
可以觀察到大部分奈米氧化鋅材料LC50<1
在毒性分類上為“危害級別1＂而傳統氧
化鋅粉狀材料LC50則仍>1在毒性分類上為
“危害級別2＂，並發現兩者毒性不同且
奈米氧化鋅較傳統氧化鋅材料毒性更為劇

烈，最後從兩種不同暴露模式可以歸納出

奈米氧化鋅微粒之毒性較傳統氧化鋅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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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高。

圖2　 斑馬魚胚胎暴露奈米氧化鋅微粒
之存活率。(a)斑馬魚胚胎暴露
NH2-ZnO NPs之存活率；(b)斑馬
魚胚胎暴露COOH-ZnO NPs之存
活率；(c)斑馬魚胚胎暴露CM1；
(d)斑馬魚胚胎暴露Bulk ZnO之
存活率。每組測試濃度各有30個
胚胎，分別在不同發育時期(0，
24，48，72，96，120 hpf)進行
胚胎存活率的觀察。三重複試
驗。橫軸為斑馬魚胚胎的發育時
間，單位為受精後之小時數(hour 
post-fertilization, hpf)，縱軸為存
活率(survival rate，單位為%)。

表4　 斑馬魚胚胎暴露NH2-ZnO NPs、COOH-
ZnO NPs、Bulk ZnO、CM1奈米氧化鋅溶
液之半致死濃度(LC50)（單位為 µg/ml）

Hours posl
fertilization

(hpf)

LC50(µg/ml)

NH2-ZnO NPs COOH-ZnO 
NPs Bulk ZnO CM1

24hpf 21.989±3.714 22.774±1.879 119.54±15.82 28.458±2.164

48hpf 9.106±1.939 14.032±1.499 57.112±14.82 5.8±1.875

72hpf 3.556±1.314 6.321±2.807 13.767±1.217 1.53±0.673

96hpf 1.195±0.495 1.936±0.589 7.719±3.179 1.166±0.226

120hpf 0.719±0.394 0.965±0.191 4.65±1.014 0.466±0.106

表5　 急性水生毒性危害物質分類標準
危害級別

淡水魚類*急毒性LC50 

(96hr)(單位：mg/l) 危害警示訊息

1 ≤1 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2 1<~≤10 對水生生物有毒

3 10<~≤100 對水生生物有害

圖3　 斑馬魚稚魚暴露奈米氧化鋅微
粒之存活率。(a)斑馬魚稚魚暴
露NH2-ZnO NPs之存活率；(b)
斑馬魚稚魚暴露COOH-ZnO NPs
之存活率；(c)斑馬魚稚魚暴露
CM1；(d)斑馬魚稚魚暴露Bulk 
ZnO之存活率；每組測試濃度各
有30個稚魚，分別在不同暴露
時期(24，48，72，96hpf)進行
稚魚存活率的觀察。三重複試
驗。橫軸為斑馬魚稚魚的發育
時間，單位為受精後之小時數
(hour of exposure)，縱軸為存活
率(survival rate，單位為%)。

表6　 斑馬魚稚魚暴露NH2-ZnO NPs、COOH- 
ZnO NPs、Bulk ZnO、CM1奈米氧化鋅溶
液之半致死濃度(LC50)（單位為 µg/ml）

Hours of 
exposure

LC50(µg/ml)
NH2-ZnO NPs COOH-ZnO NPs Bulk ZnO CM1

24 2.609±0.989 4.911±0.669 218.15±114.43 33.0.13±21.776

48 1.462±0.296 3.343±1.491 4.126±0.289 0.84±0.421

72 1.013±0.123 1.445±0.777 2.816±1.425 0.416±0.212

96 0.876±0.166 1.025±0.266 1.495±0.098 0.309±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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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 測模式與EC50分析

EC50是另外一項重要毒性指標之一，

代表整體生物效應的影響，包含死亡狀

況與畸形狀況之發生率。本研究透過斑

馬魚胚胎存活率與各類不同畸形項目之

統計，進行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之各項畸形及
死亡項目加權（表7）比較以獲得Weighted 
EZ數值，其值越大表示生物效應影響越
大。結果顯示，在各項統計項目中其中以

受精後24小時死亡(24 hpf mortality)、受精
後120小時死亡(120 hpf mortality)、軀幹畸
形(trunk malformation)及卵黃囊腫脹(yolk 
sac edema)項目較顯著（表8），其中在畸
形方面軀幹畸形及卵黃囊腫脹（圖4）雖
然在整體數值百分較其他兩者項目低，而

由NH2-ZnO NPs、COOH-ZnO NPs、Bulk 
ZnO、CM1之軀幹畸形百分比為7.3、5.5、
1.0、5.5%，由值表示奈米氧化鋅在影響
魚體軀幹畸形較粉體氧化鋅來的高，此

外在卵黃囊腫脹百分比為2.0、3.0、0.8、
0.3%，雖然CM1在此項目較不顯著，但其
他兩種奈米氧化鋅材料仍較傳統氧化鋅材

料之數值來的高，這也可以推測奈米材料

較傳統材料較影響卵黃囊腫脹，綜合所有

結果表示奈米氧化鋅在各濃度之Weighted 
E Z數值皆高於傳統氧化鋅粉狀材料之
Weighted EZ數值（表9）。

圖4　 斑馬魚畸形狀況示意圖(a)軀幹畸形
(TM)(b)卵黃囊腫脹(YSE)

表7　  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之斑馬於各項畸形項目
加權分數[14]

EZ Metric Endpoint Weighting factor
24 hpf mortality 1.0
120 hpf mortality 0.95
Heart malformation 0.12
Brain malformation 0.12
Yolk sac cdcma 0.1
Notochord malformation 0.08
Curved axis 0.08
Trunk malformation 0.06
Delayed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0.06
Occluded circulation 0.04
Eye malformation 0.04
Jaw malformation 0.04
Lack of spontaneous movement 0.04
Somite malformation 0.02
Motility 0.02
Lack of touch response 0.02
Snout malformation 0.02
Otic malformation 0.02
Caudal/pectoral fin malformation 0.02
Atypical pigmentation 0.02
Atypical swim bladder inflation 0.02

表8　 NH2-ZnO NPs、COOH-ZnO NPs、Bulk 
ZnO、CM1在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中之各顯著
項目之百分比

NH2-ZnO NPs COOH-ZnO NPs Bulk ZnO CM1
24 hpf

mortality 17.1% 16.1% 11.0% 15.1%

120 hpf
mortality 40.5% 31.1% 19.8% 47.1%

Trunk 
malformation 7.3% 5.5% 1.0% 5.5%

Yolk sac
cdcma 2.0% 3.0% 0.8% 0.3%

表9　 NH2-ZnO NPs、COOH-ZnO NPs、Bulk 
ZnO、CM1在nanomaterial exposure effects 
in biological systems預測模式中之各濃度
Weighted EZ值

Dosage 
concentration

(µg/ml)

Weighted EZ metric score

NH2-ZnO NPs COOH-ZnO NPs Bulk ZnO CM1

0 0.054 0.064 0.022 0.022
0.05 0.137 0.121 0.097 0.098
0.1 0.178 0.157 0.107 0.114
0.5 0.265 0.133 0.167 0.198
1 0.451 0.218 0.191 0.874
5 0.953 0.752 0.354 0.954

10 0.956 0.956 0.327 0.954
100 1 1 0.977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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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斑馬魚稚魚暴露 NH2-ZnO NPs、COOH- 
ZnO NPs、Bulk ZnO、CM1奈米氧化鋅
溶液之EC50（單位為µg/ml)）

EC50(µg/ml)
NH2-ZnO NPs COOH-ZnO NPs Bulk ZnO CM1

1.390 3.112 33.954 0.563

再將上述數值利用統計軟體SPSS進
行probit回歸統計模式進行EC50之分析（表

10）並進行整體生物效應比較，所得結果
為奈米氧化鋅對斑馬魚造成的影響較傳

統氧化鋅粉狀材料高。由於在相同重量之

下，不同粒徑大小的氧化鋅材料會有不同

的顆粒數，而粒徑愈小顆粒數愈多的情況

下，氧化鋅的溶解度可能提高且增加反應

的表面積，有研究指出塊材氧化鋅的粒子

在水中會因為凝聚而且粒徑變大的關係，

幾個小時內就會快速沉降，因此對水中生

物的毒性低於小粒徑的奈米氧化鋅暴露

[21]，此研究的結果論點與我們相同。
5. 奈米物質在急毒性分類與危害分級管理之

必要性

上述斑馬魚不同種暴露模式所得結果

皆顯示，奈米物質造成之毒性影響較傳統

粉狀材料高出許多，根據水生動物毒性分

級表，並依照胚胎96、120小時與稚魚96小
時LC50比較奈米材料與粉體材料之急毒性

分類，可以發現奈米氧化鋅之值大致上都

屬於“危害級別1＂級別而粉體材料屬於
“危害級別2＂，並顯示奈米物質與粉體
材料在急毒性分級不相同，這也表示奈米

物質在危害分級管理中分級需增加一級是

必須的，雖然根據勞動部在奈米物質安全

衛生管理技術手冊分級管理運用指引所提

出之奈米物質分級管理需要以一般化學品

的方式並加以修訂來進行管理，但是並無

相關毒理資訊之實證來進行探討，且大多

數的安全資料表內皆無充分的危害資訊提

供，因此目前對於新興化學物質（主要針

對奈米化物質）的管理，應該是可以初步

利用與原始粉體的危害數據進行比較後，

依據數據結果來提出是否提高危害等級。

透過上述研究結果可以證實奈米物質在危

害分級管理需要增加一級進行管理。

目前而言，水生生物的毒性效應要直

接推估到人體的反應是可以從基因的表現

以及細胞生物效應指標等的現象來加以評

估，然而若要確切訂定危害劑量的限值，

仍須建立毒性測試平台，並將所得資料蒐

集彙整，透過統計運算的方式尋求影響因

素權重比，加入安全係數後才可能直接推

估人類的危害風險。

結論與建議

奈米材料的大量使用直接關係到環境及生

物體是否會受到可能的危害影響？由於新興奈

米材料不斷推陳出新，相關的毒理資訊非常缺

乏，使得難以對奈米材料進行適當分級。然而

為了進行奈米物質的安全管理，勞動部奈米物

質安全衛生管理技術手冊分級管理運用指引提

出“若有相關毒理資料則將其化學組成或相似

物質的原危害等級提升至少一個等級＂進行初

步的危害分級，本研究根據GHS紫皮書建議的
急性水生毒性分類標準，將奈米物質材料與粉

狀材料測試之LC50數據做為比較依據進行兩者

急毒性危害級別的分類，而整體流程可參考以

下建議之流程圖（圖5）。由本研究所做出的結
果顯示奈米物質材料與粉狀材料的危害級別確

實有所差異，奈米材料的毒性較高，因此符合

勞動部奈米物質安全衛生管理技術手冊分級管

理運用指引所提出的建議概念，也 就是奈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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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危害分級的管理上需較原危害物等級增加

一級進行管理，而上述的實驗結果亦可應用於

奈米物質SDS的危害資訊。

圖5　 奈米材料危害分級管理建議圖，斑馬
魚毒性測試作為奈米材料與傳統材

料毒性分級。途徑1為奈米材料以假
設的方式來作為危害分級管理增加

一級，途徑2為利用斑馬魚毒性測試
來比較奈米材料與傳統材料之毒性大

小，並由結果證實奈米材料在危害分

級上需增加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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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nanomaterial toxicology is currently inadequate, we’ve used to 

perform hazard ranking of the selected nanomaterials (NMs) in the recent years by extrapolating i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orm their bulk counterparts, and formulated it by considering the hazard 

levels of these nanomaterials as being one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bulk counterparts. 

However, it’s still necessary to provide more toxicology and chemical hazard information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such strategy. Currently, zebrafish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ISO as the NMs toxicity 

screening animal model, and hopefully we may obtain more toxicology data to sufficiently serve as 

the basis of NMs-specific hazard banding. In our studies, we chose nano zinc oxide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daily life and display toxic potential, as the model nanomaterial, and compared its 

toxicity with that of the counterpart bulk powers by using zebrafish embryos and larvae respectively. 

We attempted to make our results applicable for NMs-specific hazard ranking and control banding.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C50 (50% lethal concentration) and EC50 (50%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values 

of nano zinc oxides are comparatively lower than those of bulk zinc oxides. According to the acute 

aquatic toxicity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we recommended nano zinc oxides as "hazard ranking o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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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 zinc oxides as " hazard ranking two". In this regard, this suggest that the NMs have to be assigned 

to a higher hazard band, in terms of acute toxicity, as compared to the bulk powder counterparts. We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oxicology information of bulk zinc oxides to carry out 

hazard banding of nano zinc oxides and ranking them by considering them as at least one magnitude 

higher. As a result, nano zinc oxides must be subjected to the management plan.

Keywords:   Nano Zinc Oxides,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Zebrafish Animal Model, Hazard 
B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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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特定行業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台實用化研究

林國照
1
　沈育霖

2
　蘇世強

2

1　
中華民國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我國製造業為職業傷害發生比率最高行業，由於廠區機械設備眾多，人機互動頻繁，如

何落實自主安全檢查，防止機具故障與人為疏失，為工廠常須面對的問題。目前製造廠多以人

工及紙本查對、檢核、登錄方式，對機械設備進行自主安全檢查，不但耗時、耗力，且效果有

限。為了整合製造業廠區巡檢、安全管理及資訊技術，及加強安全巡檢及危害預知之效率， 

本研究針對現有自主檢查制度進行符合法令與工程實務經驗之修訂，進行妥適性評估及分

析。特定行業以印刷電路板業與金屬表面處理業為選定行業，建置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台，經

由實際展示與試用進行比較研判。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之實施基本達成協助廠商能有完整法規

符合性以外，透過風險管理系統，就協助產業降低風險，鑑認機械設備潛在風險，避免突發事

件衝擊公司。可強化結合公司既有自主檢查表，避免公司因人員異動，造成設備安全檢核經驗

無法承接，建立公司系統化安全檢核系統，除建置安全檢核資訊平台完善管理系統，並可藉由

手機或平板電腦硬體的融入結合系統，異常事件之發掘與防範措施的平行展開，可獲致管理系

統的落實。

關鍵字： 印刷電路板業、金屬表面處理業、手持裝置、安全檢核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 月 26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4 月 19 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國照，中華民國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30072新竹市關新路27號4F-3， 
電子郵件信箱：kclin@set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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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作場所常因產業型態、生產製程、機械

設備與從業員工專業養成之差異，同時廠區內

機械設備變化與人機互動頻繁，在人員動態作

業中，稍有疏失就會發生職業傷害。安全查核

是為了查核潛在危害因子，進而予以消除，以

建立良好生產環境和秩序的重要手段。大多數

傳統生產工廠，對機械設備進行安全查核時，

皆以人工方式進行巡檢與紙本登錄方式為主，

不但耗時、耗力，且於事後進行資料整理、統

計、分析，不但耗費人力，且書面資訊防災效

果易受限制。資訊與電子科技快速進步，在安

全與衛生的領域中，對於機械設備所存在的危

害因素降低消除與防止人為疏失所造成傷害，

藉由電子化與資訊化的技術，有效落實自主安

全檢核，是不能夠缺席的。

資訊與電子科技結合網路雲端平台的應用

研究，國內外使用智慧型手持式機構[1]與網路
及雲端技術已逐步蓬勃發展[2,3]。採用手持式
裝置結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元件取得地理位置資訊，配合資
料庫管理系統，已然趨勢化發展。資訊與電子

科技在安全與衛生應用研究，在工廠廠內運用

外，對工業區內各個公司工廠之安全衛生促進

的功能，透過網際網路的資源整合及高宣傳效

益特性，亦可發揮強大功能，建構工業區安全

伙伴促進計畫網路平台。就單項功能而言，在

火災預警監控，使用煙霧辨識參數[4]，在安全
管理制度上，有不同應用模式，諸如對於安全

資訊管理分析採用雲端計算[5]，在安全衛生管
理作業的流程模式及資料行為模式，分析系統

中的相關資訊轉換行為，並提出相關運用的概

念設計，作為強化系統的管理功能、效率、友

善度及整合參考[6]。對於安全衛生資訊平台之

整合應用，持續不斷的開發，諸如以雲端運算

為架構，設計一個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的服務模

式[7]。
針對目前製造業所面臨設備自主檢查所面

臨的困境，亦即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工作僅能被

動地達到法令規定的標準，即使事業單位或是

檢查機構考慮增加檢查週期的密度或是提高人

力認證素質，往往結果也只能被動地將職業災

害控制在有限範圍內，無法再進一步精進。對

於各種職業災害，諸如感電[8]、跌到[9]、人因
[10]等，國內雖有研究分析與提出預防對策，
但是尚未完整實現，將分析結果利用電子與資

訊技術，進行防災之巡檢。

為協助整合特定製程行業的廠區安全檢核

與安全管理，使用電子化與資訊化方法，查核

本身廠內使用之機械器具風險，預先消除危害

之根源。本研究開發廠區智慧型安全檢核資訊

平台，此平台建置之前處理工作，分成機械設

備危害預防資料蒐集與法規標準符合性兩個項

目。智慧型安全檢核資訊平台之軟硬體分成前

台與後台，前台是藉由手持式裝置、筆電或電

腦，掃描標示進行巡檢。後台負責彙整、追蹤

與管理，進而統計分析維修管理、維修成本與

機械設備故障之資訊，以利後續機械設備之平

行展開管理。期望藉由本系統開發完成，能夠

進行有效的設備安全檢核工作，並發現潛在問

題，預先消除危險因子，達到預防災害發生之

目的。

研究方法流程

為了透過機械設備安全查核，以確保機械

設備運作正常，不致危害勞工工作安全及工廠

財產損失。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台是以瀑布式

資訊系統開發模式，進行系統需求分析、介面

設計、功能需求設計，驗證測試流程，研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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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方法流程圖

本資訊平台所能提供之安全查核範圍係以

目前業者常用檢查為基礎資訊之作業內容，依

循各階段進行資訊系統設計與驗證。資訊平台

之前處理工作，機械設備危害預防資料蒐集，

包含特定行業之重大職災資料、產業特性與安

全衛生常見缺失，從上述資料彙整分析放置於

機械設備之巡檢表單項目之中；法規與標準符

合性方面，是將法律、命令與標準之需求項

目，依機械設備種類分別建置於安全檢核表單

項目之中。

安全檢核資訊平台之軟硬體分成前台與後

台，前台是藉由手持式裝置，掃描快速反應編

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或近場通訊
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進行巡檢，
對應各機械設備有不同的QR Code，掃描後手
持式裝置會出現機械設備的巡檢項目，各個項

目中如果是異常的資訊，經由照相功能與文字

說明功能，將異常項目網路傳送至後台。後台

負責各機械設備之巡檢週期、巡檢項目、巡檢

追蹤等之權限區分管理，發生異常項目時，後

台負責維修管理、維修成本與機械設備故障統

計分析，以利後續機械設備之平行展開管理。

建構設備安全檢核內容

1. 機械設備危害預防資料蒐集

(1) 重大職災資料訂定檢核表單
由過去職災發生原因之案例，進行彙

整分析，作為安全檢核之表單參考項目，

將發生之事件據以提出可能改善之防範措

施。以勞保局職災資料為例，包含重大職

災流水號、發生地縣市別、發生地縣市別

分類碼、發生時序、發生年份…等87個欄
位。在災害類型方面包含有被夾、被捲、

物體飛落、人員墜落、與高低溫接觸、

感電、與有害物等之接觸、衝撞、溺斃、

火災與爆炸等。結合勞保局職災資料與勞

動部相關檢查單位網站資料，彙整分析91
年~101年重大職業災害狀況[11]，印刷電
路板業重大職災，如表1所示；金屬表面
處理業重大職災，如表2所示，可以發現
職災原因不安全行為，未實施系統化安全

管理，確有改善空間。另印刷電路板業超

過三成未實施自動檢查，金屬表面處理業

有七成五未實施自動檢查。

就勞保局職災資料之災害發生經過、

直接原因與間接原因，這些欄位所包含與

透漏之信息資料，加入比對有無實施自動

檢查及受害嚴重程度之關係，去擷取對自

主檢查表單有用之資料。除了各欄位可作

為管理制度改善參考外，災害發生經過與

發生原因是可以深入分析，所擷取之關鍵

詞句，作為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台之表單

項目，從過去發生職災之真實案例，做為

未來巡檢時災害防範之項目。處理情形舉

例，如表3與表4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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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印刷電路板業重大職災彙整

表2　金屬表面處理業重大職災彙整

表3　災害發生經過資訊擷取分析表（例）
段落 內容 可擷取資訊

1

二次銅電鍍槽作業區溫度異常，前往檢修只穿
著安全鞋未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檢修電鍍槽冰
水電磁閥時，發生仰倒於地上狀似休克。

安全連鎖
安全隔離

（絕緣防護具）
安全防護

（漏電斷路器）

2

A君於安裝新電磁閥，只穿著安全鞋未戴用絕
緣用防護具，且未將分路開關關閉而採活線作
業，將220伏特電源線與電磁閥之電線進行續接
作業，因工作空間狹小而蹲於地面工作，並將
身體倚靠鐵架，誤觸電源線。

220V電纜線
電磁接觸器

身體衣褲接觸水
依靠鐵架導電

表4　災害發生原因資訊擷取分析表（例）
項次 類別 內容 可擷取資訊

1 直接原因 被升降平台之滾輪及升降結構體之角鋼夾
住頭臚及身體，導致罹災。

被夾
安全距離

2 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罹災者搭乘簡易提升機。 簡易提升機
自動檢查

3 基本原因 未訂定提升機安全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未落實提升機物料運送之教育訓練。
機械維修制度不良。
工作場所通道設計不良。

工作守則
物料運輸
維修管理
作業環境

(2) 產業特性訂定檢核表單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於生產過程中，

雖然使用大量自動化生產機具，例如：蝕

刻設備、電鍍設備、印刷設備、壓合設備

等，連帶會產生墜落、感電、高溫、噪

音、火災、爆炸等潛在危害。另因製程生

產需要使用大量之腐蝕性物質、易燃性液

體及毒性化學物質等，不乏有強酸、強鹼

之腐蝕物、氧化性物質與易燃性物質等，

均會造成衛生與健康之問題。如果考量人

員操作不當或設備故障因素，致使化學物

質外洩，遇到火源則會發生火災或爆炸之

災害。

金屬表面處理業包含熱軋熱浸鍍鋅

鋼捲片、冷軋熱浸鍍鋅鋼捲片、彩色鋼捲

片、其他鍍塗面鋼捲片與其他金屬及金屬

製品表面處理等類。基本設備包括電鍍

槽、清淨溶液貯存槽及洗淨槽。被鍍件由

一槽轉移至另一槽時可以手操作、半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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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自動方式。金屬表面處理業中之主要

製程流程，包含前處理、電鍍與後處理。

為使溶液保持在操作溫度，有的設置加熱

管；有時又為排放電鍍槽內的熱量須裝置

冷卻管。電鍍處理依產品功能要求，分別

鍍上所需要的金屬鍍層，如鍍銅、鎳、

鉻、鋅、銀、金等金屬。

各行各業有不同的機械設備，各項機

械設備目前使用的自動檢查表單，經過蒐

集與各個檢查項目的彙整，再採用工程實

務累積經驗之修訂，衍生出我們設備安全

查核表單之安全檢核項目之另一個來源。

(3) 產業安全衛生缺失訂定檢核表單
印刷電路板業之製程危害因子，包

括化學性危害與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

包含有機溶劑、酸鹼藥液使用與錫加熱作

業之危害。物理性危害包含電氣設備、噪

音、振動、高溫危害造成之危害。

就電鍍作業本身，常見之危害狀態，

在化學性方面是接觸多種有害氣體和溶

液。除化學性危害以外，電鍍廠對於機械

設備或作業環境之危害因素，可能會導致

災害因素包含有機械設備被切、被割、被

夾、被捲與壓傷。電力設備之感電、物體

倒崩塌傷害、燙傷、飛落、墜落或人因傷

害等。

就平時常見安全衛生缺失或從稽核

管理缺失，不論是內部稽核或外部稽核，

涉及機械設備有可能危害項目的蒐集與彙

整，亦納入安全檢核項目。

2. 法令符合性

任何機械設備之安全檢核項目，先決條件

須符合當地國家所訂的法律與命令。法令與標

準是屬於兩個不同體系，但常常相輔相成，法

令屬於強制遵守，標準除非被法令引用，大多

數是屬於自願遵守。在法令方面首要條件即符

合國內法令，此係強制性之要求。相關的法律

諸如職業安全衛生法、電業法、勞動檢查法、

工廠法等。在命令方面，包含有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彙整

之自動檢查類別，如圖2所示。

圖2　法定之自動檢查類別

除了法令之基本規範的檢查項目，確定

放入安全檢核之表單外，尋求更深入之檢核項

目，各式標準是考慮之選擇。在標準方面，世

界上標準發展單位有登錄可查詢者超過460個
單位，所發展訂定之標準數量，不是可以百萬

計算的，一般對於標準自不同於法規，標準除

了法規所指定之外，其餘皆屬自願性遵守，非

屬強制性之要求，標準類別一般分成國際標

準、團體標準、區域標準、國家標準與公司標

準等五類。在國內行政命令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1030701)第20條中，雇主設置之安全衛生
設備及措施，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團體

標準之全部或部分內容規定辦理，將標準分成

三類。

在 國 際 標 準 中 早 期 是 以 美 國 主

導，現在較不儘然，如 I S O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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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規IEC(International Electromechanical 
Commission)、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等。在團體標準中較
常見者，如SEMI(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 ia l s  Ins t i tu te )、API(Amer ican 
Petroleum Institute)、ASME(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等。在區域標準方
面，以地理關係整合之團體，所發展訂定之

標準，與設備安全非常相關與健全者，應屬

歐洲共同體，如歐洲共同體之CEN(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訂定各項標準，
EC(European Council/Commission)屬性歸屬
於區域性標準類別，可區分成法律(Laws)、
法規(Regulations)、指令(Directives)、決定
(Decisions)、通告(Communications)與意見
(Opinions)。在國家標準中，較常使用到的標準
單位有美國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英國BSI(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e)、
德國DIN(Deutsche Institute Fur Norman)、日本
JIS(Japanese Standards Association)與國內CNS
等。在公司標準與其他方面，各公司均有制訂

公司之各項規範，諸如安全工作手則、動火作

業許可規則、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等。

3. 設備安全檢核表單內容之建立

機械設備安全查核表單之分類，一般情形

可分成廠務（公用系統）與製程生產系統。廠

務系統包含儀電、氣體化學品、水處理、空調

系統等。電力系統是供應穩定的全公司電源，

儀控系統是保持電力穩定供應的監控功能，空

調系統是提供全公司穩定的空調環境，純水系

統是供應給清洗生產相關製程需要，廢水系統

是處理使用過生產相關製程廢水，氣體供應系

統是提供生產時所需求氣體，化學品供應系統

是提供生產時所需求化學用品。

設備維護保養與安全管理之整合系統，

在製程工業之檢查維護保養亦由故障保養進

展至預防保養，藉由自主檢查或是預知保養檢

查等各模式進行[12,13]。依產業製程使用之設
備建立安全檢核表、檢查資料庫及安全檢核應

用軟體。檢核項目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檢查效

果。設計安全檢核表單的內容，參考製程調查

與分析、國內外法令與標準及工程實務經驗的

內容。檢核表為事業單位欲了解公司內設施與

設備，對國際規範、國內法令與實務經驗之符

合達成程度之差異，其設計涵蓋到改善傳統形

象，提升就業環境，促進產業發展及製程升級

改善等基本面。

建置安全檢核資訊平台系統

根據前述各項檢核表單之彙整分析後，完

成資訊系統分析文件，例如:系統架構圖、使
用者案例圖、系統環境圖、類別圖、循序圖、

資料庫關聯圖等文件，提供後續系統設計、修

正、維護參考依據。在介面設計方面，具體進

行主要選單介面設計工作，包含登入系統之權

限管理、基本資料管理、機械設備管理、安全

檢核工作管理。設計安全檢核表系統功能包含

查核表查詢、修改、瀏覽。

登入系統之權限管理，需鍵入帳號、密碼

才能進行登入。軟體帳號預設有管理者與一般

使用者不同角色，管理者權限預設給部門主管

或其他更高階主管使用，一個管理者帳號可新

增其他多個管理者或一般使用者帳戶；一般使

用者預設為填寫安全檢核表或檢查人員使用。

基本資料管理在功能項目有檢查者的資

料、項目、日期可以進行瀏覽，同時可以顯示各

次的查核結果，並可以長條圖或折線圖等方式，

顯示合格與否的比率或次數，完成統計。特定行

業機械設備管理，包含作業日點檢表、定期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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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表、定期年點檢表，下層分類為製程與廠務，

選擇完後再點選設備之安全檢核表。檢查人員須

逐項核對檢查項目，符合、不符合、不適用選項

擇一勾選，依照實際現場狀況勾選後，若不符合

或不適用可在查核結果欄位作註記。安全檢核工

作管理可依設備項目、月份進行統計，檢查週期

可自動排程與自動通知。

就維修保養與安全管理系統之整合，在某

些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整合效益，在硬體改

善部分，使用無線傳輸作為監控或檢查用途，

可以達到設備檢查成效[14]。本研究對硬體之
結合，採行手機或平板電腦直接到現場掃描，

出現檢核表單後，進行查核工作執行，遇有異

常狀況，則以拍相片回傳管理系統，進行風險

控管功能。此方式應比使用個人數位助理器

(PDA)，針對環境安全進行自主檢查之作業改善
[15]，更具有效使用與方便性，雲端平台傳輸，
對於異常事項之風險管理，更利於平行展開。

安全檢核資訊平台實作結果說明

安全檢核資訊平台之登入系統，依帳號、

密碼之權限進行管理，如圖3。軟體帳號預設
有管理者與一般查核人員，一般查核人員登入

後，畫面功能具有定期檢查、測試診斷與維修

填報三個部分的功能區塊，如圖4；管理者登
入後，除一般查核人員第三個功能區塊外，增

加定期保養、工單審核與維修審核三個功能區

塊，共有六個功能區塊，如圖5。

圖3　登入系統之權限管理

圖4　一般查核人員三個功能區塊

圖5　管理者六個功能區塊

設備清單可由分類檢索來區分機械設備

的種類，如圖6。定期檢查之功能方塊，分成
操作檢查、重點檢查與檢查歷史等，如圖7。
機械設備的檢核週期，包含作業日檢表、月檢

表、年檢表，下層分類為製程與廠務，選擇完

後再點選設備之安全檢核表。操作檢查再細分

成操作前、操作中與操作後檢查項目。各機械

設備檢查管理，以月曆方式來呈現，不同顏色

來區分檢查狀況，綠色表示尚未檢查、灰色表

示檢查結果正常、橙色表示檢查結果不正常，

如圖8。

圖6　由分類檢索來區分設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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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操作檢查

圖8　操作月曆表

使用手機巡檢時，先將手機與系統連線，

一般查核人員登入後，畫面功能具有三個功能

區塊，即手機畫面螢幕與系統螢幕是一致的，

可以進行瀏覽，如圖9。選擇操作檢查，手機
使用相機功能模組，針對欲檢查之機台機械設

備所設定條碼，進行掃描，如圖10。

圖9　手機畫面與系統畫面的螢幕一致性

圖10　前台手機掃描

手機出現該機械設備之檢查內容時，針對

每一個項目進行檢核，如果有異常時，即需針

對異常點拍照與註解說明，如圖11，異常紀錄
同步會出現在系統中，如圖12同時進入維修審
核階段。

圖11　檢核異常項目

圖12　異常項目之歷史清單



211

特定行業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台實用化研究

除檢查歷史、檢查填報、維修提醒、維修

審核、維修歷史外，人員與物料管理可以顯示

各次的查核結果，並可以長條圖或折線圖等方

式，顯示合格與否的比率或次數，完成統計與

趨勢管理，如圖13。

圖13　人員與物料經費管理

實際試用測試結果

蒐集建置之印刷電路板業與金屬表面處

理業自動檢核資訊平台，需拜訪廠商試用尋求

意見。為求安全檢核資訊平台之完整性，除尋

找電子業廠商，提供自主檢查系統性資訊，作

為我們建置該兩行業之基礎。本研究之試用廠

商有金屬表面處理業依勞工規模人數分為大型

企業（勞工人數50人以上）、以及中小型企業
（勞工人數50人以下），另印刷電路板業皆
為大型企業。以分布縣市來看桃園2家、新竹1
家、台中1家、彰化1家。廠商相關資訊，如表
5所示。

試用問卷分成使用意見、增加功能項目與

改善建議事項，經由試用之初步回饋意見，訪

談試用過程有各種意見，包含檢查表單結合其

他檢查表單、多人可操作手機巡檢、圖片加註

事件說明、設備維修管理資訊與成本、電氣與

節能巡檢、電鍍槽溫度監控系統、多介面輸入

前台、ERP整合系統、ISO45001系統結合、管
理階層輔助系統、QR code複製問題、每日巡

檢不用提醒非檢查人員、評估危害風險、依檢

查及風險評估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及實際

完成日期、定期檢討改善措施之合宜性等，但

是用問卷填寫並未完全出現。試用問卷結果，

在5個項目皆填非常滿意或滿意，5個項目主題
分別為

 ■ 使用手機從事設備安全巡檢，可以增進管

理制度落實。

 ■ 異常狀況使用手機拍照後傳電腦主機，能

掌握異常狀況維修改善進度與事件追蹤。

 ■ 自動巡檢表單電子資訊化，可減少紙張浪

費，巡檢工作更落實。

 ■ 巡檢表單電子資訊化，後台資料庫趨勢管

理與統計分析，可以協助巡檢制度管控。

 ■ 在手機巡檢系統應用上，應該可以增進工

作效率。

表5　本研究試用測試廠商名單
廠商代號 地址 製程類型

A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 電鍍、電鍍前加工、電鍍後加工

B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 電鍍

C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半導體

D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 印刷電路板

E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 印刷電路板

結論

本研究針對現有自主檢查制度進行符合

法令與工程實務經驗之修訂，進行妥適性評估

及分析。特定行業以印刷電路板業與金屬表面

處理業為選定行業，建置設備安全檢核資訊平

台，經由實際展示與試用進行比較研判。研究

結果顯示本研究之實施基本達成協助廠商能有

完整法規符合性以外，透過風險管理系統，就

協助產業降低風險，鑑認機械設備潛在風險，

避免突發事件衝擊公司。可強化結合公司既有

自主檢查表，避免公司因人員異動，造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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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核經驗無法承接，建立公司系統化安全

檢核系統，除建置安全檢核資訊平台完善管理

系統，並可藉由手機或平板電腦硬體的融入結

合系統，異常事件之發掘與防範措施的平行展

開，可獲致管理系統的落實。

建議

本研究之成果依實用性、擴充性與前瞻性

作為未來努力的目標，在實用性方面，電腦安

全檢核表單製作，能滿足現場作業人員之簡易

操作功能需求的前提下，適應各製程與設備檢

查的工作特點，做到操作簡單、人性化。推動

安全檢核電腦化，提高安全、效率與品質。在

擴充性方面，電腦安全檢核表單製作，雖以機

械設備及作業環境為出發點，未來有水平與垂

直擴充之寬廣空間。在水平擴充方面，可加入

製程參數、環境保護與管理制度。在垂直擴充

方面，可小範圍擴充至前處理加工與後處理加

工，亦可大範圍擴充至上游生產與下游生產。

系統設計方面，朝向未來系統擴展和集成留有

擴充餘量。在前瞻性方面，電腦安全檢核表單

製作，未來可搭配建置完善的物聯網路環境，

能享受便捷快速與有效率及品質的網路環境，

提昇效率與品質。運用資訊科技，突破傳統方

式，結合各行業資訊與網路的發展，以打破時

空的限制，建置多樣化安全衛生大數據的應用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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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 Cloud-based Self-inspection System of 
Equipment Safety in Specific Industry

Kuo-Chao Lin1
　Yu-Lin Shen2

　Shi-Qiang Su2

1　 National Union of Profess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ngineers Association
2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the highest occupational hazard rate in our country. Due to 

employees’ interaction with excessive machinery equipment in factories, there is a question of 

how to implement self-safety examinations and prevent machines from breaking down or artificial 

errors. Actually, most factories nowadays run the self-safety examinations artificially by using check 

verifying, inspection, and logging in. This approach consumes time and inefficienc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guide PCB and metal finishing industry that establish inspection database system 

of the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health of the operation environment. The system can reach the 

goal of reducing occupational disaster through propagandize efforts of related associations of such 

industry. The inspection item in the checklist for each equipment include laws and regulation,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occupational hazard, literatures, and engineering experience etc. In addition, this 

work us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handheld intelligent devices to develop information 

system assisting district safety inspection. Furthermore, there are already 5 factories on trial to this 

system. The result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can improv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automatic inspection in 

industry and elevate manag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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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將地方特有資源產業化，使之成為特色產品或服務，以活絡地方經濟、創造就業機會與擴

展勞動市場，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外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資訊科技技術與工具的發

展與應用，對於當前各地方的經濟及產業升級、轉型，更有關鍵性影響，因而造成各國各城市

積極推動智慧城市，以促使地方特色發展進入科技化階段。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擁有特色資源的

地方發展經驗，挑選具國際知名度的美國濱江市智慧城市、臺北市智慧城市、日本德島縣及香

川縣的地方創生、澎湖生態島等成功實例，探索其運用科技以擴展勞動市場、發展地方特色產

業的策略，以發掘地方特色發展的要素，以為本研究參酌之處。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探究

國內外地方特色發展的經驗，歸納出成功個案的四個特色，分別是：領導整合、彈性創新、外

部支援與人力培育。未來地方特色資源的發揮，可更著重於該四項因素的發展。

關鍵字： 個案研究、特色資源、地方經濟發展、智慧城市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 月 26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4 月 19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亭伊，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7號5樓， 
電子郵件信箱：ippi104r1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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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由於各區域在自然、人文與社會等資源的

先天及後天條件，以及發展演進的歷史、制度

環境與呈現的樣貌上，不盡相同，導致各區域

特色資源的差異。一直以來，各地如何將特色

資源產業化，使之成為地方特色產品或服務，

為地方經濟的活絡、就業機會的創造帶來貢

獻，以擴展區域勞動市場，成為地方經濟發展

的重要課題。尤其現今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與普遍應用，促使以科技產業或技術見長的城

市積極透過智慧城市的推動，將智慧科技結合

在地特色資源，運用於農業、加工業、文化產

業、觀光業等各領域，促使地方經濟發展進入

科技化階段。在地方特色產業化、科技化的過

程中，帶動新就業機會的發展、勞動市場的擴

大，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

由於不同地域存在著就業、產業、都市

化程度、社會結構、消費習慣、文化及民情上

的差異，因此，地方勞動市場的開發與特色資

源產業化、科技化方式可能不盡相同，無法有

一致性作法。如2012年評選為全球智慧城市首
獎的美國加州濱江市，整合各方資源及數位科

技，投資中低階、高階人力資源的培育，鼓勵

創新創業，拓展勞動市場；2006年榮獲全球智
慧城市首獎的臺北智慧城，以數位科技融入學

校、職場、社會、藝術、文化教育，形成更高

品質的人力資源，推動各行業的發展；2011年
經國際知名旅遊雜誌推薦為全球10大世外桃源
島嶼之一、獲准成為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一員

的澎湖生態島，積極培育人文特色產業、自然

資源保育的人才，發揚地方海洋文化，及推動

文化產業及海洋經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日

本地方創生典範、2010年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
化景觀的德島縣上勝町，將當地季節性、美麗

的樹葉變身為高級料亭的必備材料，增加了高

齡人力工作機會；另一日本地方創生典範的香

川縣，擁有「世界寶石」美譽的瀨戶內海，每

年舉辦全球藝術家朝聖的國際藝術祭，打造國

際知名的文化村，為地方觀光及文化產業的勞

動市場擴展貢獻良多。

本文採用個案研究、文獻分析、焦點團體

座談等方法，透過國內外區域特色發展實例，

蒐集整理國內外區域勞動力市場開發、特色發

展經驗，歸納成功發展區域勞動市場及特色必

須具備的共同要素，包含領導整合、彈性創

新、外部支援、人才培育，方能達成區域永續

經營與開發當地特色資源與人力資源。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焦點

團體座談法與個案研究法，說明如後。

1. 文獻分析法

為瞭解國外地方特色發展案例之經驗，主

要透過蒐集政府文書、研究報告、期刊與研討

會論文、學位論文、書籍、新聞、雜誌、網路

資訊等次級資料，綜整與分析國內外擁有特色

資源的區域勞動市場擴展經驗、智慧城市或區

域發展的實例資料，歸納國內外實例之地方特

色成功發展要素，以作為焦點團體座談的討論

資料基礎。

2. 焦點團體座談法

透過地方特色發展成功案例的探討文獻

分析結果，輔以專家學者的經驗與知識，共

同討論以歸納出地方特色發展的成功要素。運

用焦點團體座談法，辦理區域智慧勞動力加

值論壇、專家學者討論會等，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企業、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等對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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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蒐集對其區域特色發展成功要素之看法。

3. 個案研究法

如研究背景及目的所述，考量國際知名的

美國濱江市、臺北市智慧城市、日本德島縣、

香川縣「地方創生」實例、澎湖生態島，常被

國內外研究引為地方經濟振興與發展之經典案

例，故挑選此些區域作為研究個案。

智慧城市個案與文獻探討

智慧城市概念的崛起，讓城市發展有了新

方向。開發智慧科技改變了原有人力資源型態

的需求，對勞動力的技術技能要求更高，在人

力的聘用與評估訓練上亦有別於以往。茲就美

國濱江市智慧城市、臺北智慧城的案例，觀察

其勞動力市場如何獲得發展。

1. 美國加州濱江市智慧城市發展實例

美國加州的濱江市(Riverside, California)
於2012年經智慧城市論壇(ICF)評選為全球7大
智慧城市首獎(2012 The most Intelligent City in 
the World)。其獲得成功的關鍵要素包括：高
科技(high technology)、勞動力發展(workforce 
development)、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藝術 ( a r t s )、創新 ( i nnova t ion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從
該市智慧化經驗來看，其在勞動力的發展上，

有以下3個要點：
(1)  運用既有的高階人力資源

在2004年濱江市市長決心領導濱江市走
入智慧化城市，首先是利用當地的高階人力

資源作為施政管理顧問，籌組社區學院經濟

發展學院，並召開高科技工作小組會議(High 
Technology Taskforce)，與當地科技總經理進行
論壇，導引參與者一起討論與制定行動計畫，

建立智慧社區發展路徑圖，創建技術推動小

組，以提出及實踐濱江市未來發展科技產業所

需的資訊基礎建設的藍圖[1,2]。
落實到實際操作上，則有兩個重點，一

為留住當地產業，二是鼓勵在當地創業。在留

住當地產業方面，特意聘請當地科技龍頭作為

高科技產業對話的窗口，以便留住當地智慧化

需求的高科技產業，同時，創建第一位專職資

訊長以統籌智慧化計畫；在鼓勵創業方面，則

並行三種方式，一、藉當地企業資源設立育成

機制(incubators)，結合當地教育研究資源培育
高知識人才，利用濱江市中48,000位大學或社
區學院畢業的現成創業人才，鼓勵企業提供辦

公室空間與生產設施給創業者，或是提供創新

育成的輔導與協助；二、配合學校合作，如加

州大學河濱分校的奈米技術和太陽能技術研究

中心，與聯邦政府研究單位、國外研究機構或

廠商合作，及高科技公司設立創新中心及培育

所，共同研發創新性的產品；三、透過創業活

動，如濱江CEO論壇和當地大學一起舉辦名為
Big Idea的年度企業創造競賽，不僅頒發獎金給
參加的學生或剛成立的公司，也媒合他們與投

資者見面討論以協助其創業[1]。
(2)  整合並運用各方資源

為促進智慧城市發展，該市聘請了城市

管理專家來協助城市規劃，並藉由美國政府小

型企業管理局和當地企業贊助的資金，在有近

20,000名學生的河濱社區學院設置Tritech商業
發展中心，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網路及工作坊

給當地高科技領域成功的創業者，更透過技術

海岸天使投資集團(Tech Coast Angels Investor 
Group)的資助，訓練270位具潛力的創業者，成
功輔導 20 間新創科技公司[1]。
(3)  協助中低階勞動力轉型

為協助中低勞動階層參與職場，透過企業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9月　第25卷第3期　第191-202頁

194

提供技術培訓，以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計畫為數位落差者提供科技技術培訓的機會，

成立SmartRiverside 的數位包容中心，由蒐集
廢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品(e-waste)的資訊服務
公司僱用和培訓曾是幫派成員的青年，訓練他

們組裝、修理電腦，再透過eBay拍賣維修好的
電腦，或將無法維修的電腦賣給二手回收商，

再將所得挹注於協助這些青年的計畫中。此

外，透過智慧河濱市計畫的推動，也提供整修

好的電腦予當地電腦教室、低收入戶家庭、老

人，亦開設免費或低收費的電腦認證課程、技

術培訓等，協助數位弱勢的家庭降低數位落差

[1,2]。

2. 臺北智慧城市

臺北智慧城市發展計畫可分為硬體資源、

人力資源、政府資源與整合資源等面向。臺北

市政府不僅積極打造一個智慧化環境，也致力

於培養智慧化人才，提倡每一個人都享有接觸

數位世界的公平機會與權利[3]。
針對人力資源方面，臺北市政府善用其政

府資源，結合當地電腦公會團體與資訊產業，

持續推動縮短勞動力數位落差，比如提供市民

3小時免費上網訓練、親子免費電腦研習、個
人電腦基礎班等課程，政商跨域合作，協助特

定族群接觸數位世界，培養中低階層智慧勞動

潛力。尚設有其他專業高階進修課程，如影像

進階班、影像處理應用班、無線網路應用班等

[4]。
臺北市應用當地科技產業資源，規劃將各

校之專科教室配備電腦設備，提升為資訊化專

科教室，並充實學校圖書館設備，轉型為教學

資源中心(Instructional Material Center)。走出校
園之後，有「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提供多
元學習平台、數位學習課、論壇社群等，並不

定期舉辦行銷推展活動，鼓勵學習交流，更推

動市立圖書館創新計畫，包括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主機移轉、系統版本更新提升執行效能、完

成市立圖書館借閱證結合悠遊卡功能等[4]。藉
由智慧學習養成智慧勞動力，其人力資源又反

饋到智慧化技術上，如此增益效果達成智慧勞

動加值的良性循環。

此外，臺北市政府為鼓勵區域特色藝文

發展，推動數位藝文中心，以提供國內數位藝

術創作、學術界與科技產業界間之跨界整合的

交流平臺，結合產、官、學界的資源，加以

有效運用作為培育數位藝術人才的育成中心，

匯集數位藝術能量，形成創意聚落(Creative 
Cluster)，成為數位內容新興產業與文化之基地
[3,4]。

培養智慧勞動力是臺北市政府智慧城市

計畫中的一環，一系列措施如臺北市各級學校

與科技企業進行資訊科技教育與培訓、鼓勵非

營利組織建立社區大學、廣泛設立物聯網服務

站、打造臺北城市圖書館、打造數位化未來教

室、建立社區學習網、推動行動學習實驗計

畫，讓各階層勞動力能夠找到合適自己的學習

資源，便利地取得線上服務與學習科技課程，

這些措施對於智慧勞動力的養成以促進智慧城

市的發展，能帶來正面加值效果。

區域特色發展個案與文獻探討

社會變遷與產業轉型造成人力資源重置，

一旦勞動力趕不上變遷與轉型的腳步，便會造

成人力資源閒置，為改善產業、就業與地方發

展結構重整導致的失業問題，在日本，有地方

創生以擴展在地、社區勞動市場的作法；在澎

湖，以海洋文化生態島為發展定位，培養在地

海洋及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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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地方特色資源的勞動市場擴展經驗

在日本，鄉村地區面臨的人口老化與外

流問題更為嚴重，日本政府於2014年提出「地
方創生」，盼有效利用特色資源，活化當地社

區的經濟發展，以吸引人力資源回流。首先是

協助設立地方創生單位，以農業、觀光、科技

創新為目標，整合產、官、學、住民代表，並

促進民間企業與地方行政單位跨域合作，以便

從配合周遭資源整合在地資源，形成廣域經濟

圈。

根據2008年日本內閣府調查，有4成東京
市民願意考慮移住到偏鄉地方[5]，顯示偏鄉
足具吸引移居的潛能，並應進行勞動市場的發

展。德島縣便是以地方特色擴展區域勞動市

場，吸引人力資源回流的知名案例。

德島縣上勝町原本是個人口老化的凋零農

村，直到德島農業大學園藝系畢業的橫石知二

於1979年進入德島農會工作，被派駐上勝町，
以輔導當地居民發展農業，原本老一輩的人無

心學習新的農業技術，農產成效不彰，直到橫

石知二發現當地的特色資源-樹葉，從帶領村里
的老人採集、包裝各式葉子，然後賣給高級餐

廳開始，逐漸發展起彩葉事業，創立德島縣企

業「彩(IRODORI)」[6]，他不僅整合周遭三個
縣市與當地資源來進行研修生培訓，也吸引了

年輕人返鄉工作，協助當地老人使用電腦、平

板、數位科技和設立臉書等採取「半農半IT」
或「半農半設計」的行銷模式[7]。有效利用高
階人力資源，協助當地中低勞動力走向智慧化

農業模式，為地方經濟帶來新的機會。

另一個成功擴展地方就業市場的案例是

香川縣的直島。直島位於四國的瀨戶內海，本

為工業小島，但卻因銅汙染而逐漸沒落。當地

書店創辦人福武哲彥與町長三宅親連以人文為

賣點，將小島轉型為無煙囪產業，他們導入外

來藝術資源，展開一連串藝術開發計畫，以

文化村的構想建設裝置藝術、美術館、露營場

地、公共澡堂等，如今已成為知名的藝術集散

地，且當地居民對外來者友善，吸引了更多藝

術創作者的進駐[8,9]。為增加國際知名度與能
見度，縣長、町長結合民間力量，舉辦3年1次
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瀨戶內海各島嶼為中

心，以藝術為橋樑，融合當地地景、環境及產

業等不同領域事物，展示各種藝術作品及傳統

技藝活動，並且讓外來的藝術家花更多時間與

島民溝通，試著讓島民體驗、共創藝術，並參

與藝術的創作、解說[10]。香川縣的成功可歸
功於在地企業、NPO 組織、政府成員、當地居
民、國內外藝術家、學術單位等共同合作，利

用在地既有建築物、活化廢棄老舊建築，以及

沿著在地特殊地景進行地景藝術之呈現[11]。
透過文化村、藝術祭的行銷，區域觀光業勞動

市場得以成功拓展，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活

絡地方經濟。

2. 澎湖生態島

澎湖有豐富的海洋文化、富饒的自然資源

與強烈的區域特色，澎湖生態島著重文化亮點

勞動力的培育，且根據人文與自然特色，分別

針對當地人文特色產業實施人才培育計畫，並

為區域自然資源的保育、復育，推動人才培育

計畫[12]。
(1)  人文特色產業人才的培育

包括以英語村配合當地人力資源，包括

在地學校英語教室主任幹事、替代役男、科

大建教合作支援人員與外來人力（如外籍師

資），提升外語能力與對地方特色的了解，有

助培育未來觀光人才；冬夏令營活動，規劃當

地學校赴台參訪行程，透過島嶼間及本島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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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交流，推展區域特色，分享、觀摩、交流傳

統藝術推展的經驗；生活博物館整合地方文化

資源，達到文化保存及推廣之目標，藉由文化

產業創造經濟價值，具有培養地方人才的功

能，開啟多元學習場域，協助教育推廣與宣傳

活動；體驗學堂包含薪傳、展演與交流，聘請

鄉內或縣內的耆老師傅來傳授學生或社區民眾

各式技巧及技術，以達保存及傳承之實；文學

創作人才培育有效建立民眾閱讀基礎，建構屬

於澎湖海洋文化的主體思想，深化區域文化，

並逐步完成澎湖文學創作人才資料庫之建立，

又透過文學獎的競賽活動，不僅吸引人力資源

也是一種對外宣傳區域文化的方式[12]；以系
統性的作法，結合民間耆老、文化界與教育人

士，共同強化相關史料的蒐集、整理與出版，

並實質鼓勵各界建構相關敘事，使澎湖的歷史

記憶成為鮮活的魅力故事，以及觀光與文創產

業的資產[13]。
(2)  自然資源保育人才的培育

利用當地海洋與人力資源推動海洋文化，

設立海洋活動運動園區，吸引國內、外愛好海

域活動的遊客參訪，豐富旅遊活動內涵，並培

育海域活動人才，運用在地學校具游泳專長教

師以及當地消防局救生員，配合放學及潮汐時

間，於漁港邊海域實施游泳教學。研擬雙心石

滬、吉貝石滬群等自然景觀長期保存維護計

畫，建立澎湖石滬群保存維護管理原則，包括

石滬疊砌師傅之認證機制並提供技術保存者之

基本資料、保滬隊之組織章程與運作機制、石

滬疊砌工法人才培育機制、石滬文化推廣之組

織與分工機制等，並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參與及

石滬文化資產研習推廣[12]。此外，積極與臺
灣本島各縣市中小學教育單位合作，推展島嶼

生態教育、海洋文學活動、海洋運動競技，使

澎湖成為臺灣海洋基礎教育的重鎮，也厚植觀

光市場的潛在人口[13]。
除了這些重點計畫外，尚有新建鄉立圖

書館計畫、更新澎湖圖書館設備強化環境設施

等，以提供學習場域予人才進修。澎湖生態島

以地方區域特色為出發點，儲備具有豐富人文

自然內涵的人才，以因應未來文化產業、觀光

產業、自然資源保育的勞動市場發展。

研究結果

根據國內外區域特色發展經驗與案例，從

城市到鄉鎮都會面臨區域產業結構轉型、人口

組成改變、勞動品質僵化等問題，導致人力供

給無法因應日新月異的產業需求，資源認知僵

化導致區域無法開發創新價值，此時若有領導

者具備創新能力，便能活化區域資源，彈性機

動性能力便能因應新趨勢而開發新的特色資源

價值，整合能力則可帶領區域運用外部資源，

進行跨域整合，藉外來人力帶動區域勞動力，

應用共享經濟學中激活閒置資源的原理，突破

區域發展帶來的挑戰。

智慧城市成功發展，其關鍵要素即是領

導者有別於一般人的洞察力，擁有致力於改善

社會經濟、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精神，面臨挑

戰能找出創新突破的政策、設立願景，並且在

有限的時間內來實現它，同時，需要政府、企

業、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密切合作，結合各

界資源和公眾的支持推動全社會的改造，透過

合作發揮加乘效果，讓智慧城市發展更加快速

[2]。同理，區域特色發展需要一個先鋒引導進
行區域資源整合，指揮帶領該區朝目標發展

1
，

如美國濱江市市長整合高階人力資源，帶領區

1
　如受訪者03曾言：「區域發展之關鍵為地方領袖，其領
導力與溝通能力相當重要，此亦為智慧勞動力所需之職
能。」如受訪者06曾言：「在時間管理的技巧下，區域特
色發展要發揮更多可能性，第一、需先結合資源，使資源
有效利用，第二、走向多元之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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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勞動朝智慧城市目標發展，或如臺北市政

府整合業界科技資源，帶領區域勞動朝智慧臺

北城前進；澎湖目前是由縣長統籌帶領政府機

關，整合當地自然人文資源。這些領導者不僅

具備指揮引導的能力，同時對區域可利用資源

瞭若指掌，並予以整合運用。故本研究提出區

域特色發展的成功要素之一為「領導整合」。

另一個區域特色發展成功的因素在於人才

的彈性、創新，區域的領導者或人才必須能夠

妥善因應社會、經濟、環境及科技的發展趨勢

或變動，提出創新的策略或模式
2
，這些特質

多集中在高階勞動力身上，創新彈性勞動力養

成多仰賴教育資源。如美國濱江市藉由媒合業

界、研究機構、學術單位等，搭配創業活動、

研發合作、育成機制，刺激高階勞動力養成。

或如，日本德島縣開發樹葉新產品，吸引年輕

人返鄉，創新商業模式；香川縣利用藝術開發

計畫，引入藝術家，打造文化村。

此外，外部支援也能有效協助智慧勞動力

發展，從地方、鄉鎮、縣市擴大至國家資源引

入區域，運用產官學研的人力、物力、財力，

以帶動區域發展
3
，其中高階勞動力與專業人才

引入的一個重點在於擴展當地勞動市場。在美

2
　如受訪者01曾言：「中國大陸說現在要新的發展，最重要
的只有兩件事情，一個是創新，一個是創業。」如受訪者
06曾言：「除了智慧人力發展上需面臨挑戰，更要有遠
大的想法，開創新模式，以及付諸實踐，開拓新道路。」
「經濟主導上，創新的模式為當前趨勢。」如受訪者08曾
言：「智慧科技和物聯網跟大數據等，串在一起，我們怎
麼好好應用，提出一個比較創新的策略，進行勞動力開發
提升應用，我想是非常重要。」

3
　如受訪者01曾言：「區域特色發展應建立一個平台，召集
各個產業窗口對話，引入產業的資源，去產生一些正面提
升的能量。」如受訪者05曾言：「區域優勢的能力必須
要跟國際去做比較，由產業需求推動，社區是很重要的部
分，不只在一個學校，也可以在科技大學或學院，才能創
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提高區域競爭力。」如受訪者07曾
言：「產官學合作是相當重要的環節。安平商圈之所以能
持續深耕，是因有公部門的協助，特別是鄉鎮區公所責無
旁貸，使地方產業的發展與行銷才得以永續發揚。」

國濱江市的實例中，外部企業協助當地訓練創

業勞動力，澎湖生態島則是運用台灣本島資源

與外來專業人才，培訓當地發展特色勞動力，

由以上案例可知，外部支援的重點在於技術勞

動力的傳承，以協助的方式開發當地勞動潛

能。

有了領導者、創新彈性的人力資源與外

部支援，具發展潛力的優勢資源
4
便是智慧城

市發展的標的。相較於創造、領導與彈性的高

階勞動需求，區域資源的調查、學習與實踐操

作
5
便是中低階勞動培養的要務。在智慧都市的

實例中，教育較普及的鄉鎮居民所受的平均教

育程度也較高，中低階勞動占總人口的比例也

相對較低，美國濱江市採企業技術培訓方式，

協助中低勞動階層進入職場，臺北智慧城則是

採用智慧教育方式，提供一個普遍性的智慧技

術課程給中低勞動力，並設有智慧學習平台，

以人才刺激人才的方式達到交流學習目的。對

於鄉鎮地區，訓練中低勞動階層投入區域特色

資源發展的比例較高，如澎湖生態島採取一連

串在地人文與自然的培育計畫，或如日本四國

德島縣運用「樹葉變黃金」的理念，培訓銀髮

人力，使之重新投入勞動市場，開創出地方生

機
6
。

4
　如受訪者03曾言：「區域特色、智慧勞動力發展之願景，
能與資源盤點結果的現況進行落差、限制條件分析，進
而尋找出特色發展的可能性與潛力、跨域加值的產業條
件。」或如受訪者04曾言：「資源盤點後，需了解既有的
區域產業，並從中辨別具有最大潛力的優勢項目，尋找當
地獨特的產業之發展可能性。」

5
　如受訪者02曾言：「區域發展應該盤點資源，重點應該著
重在社區營造、地方發展特色、青銀共創。」如受訪者06
曾言：「瑞士相當著重人力資本，強調實踐操作的能力，
而在理論和實踐的方面，會較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6
　如受訪者04曾言：「如日本四國德島中部的上勝町運用樹
葉變黃金的理念，俾利銀髮人力再利用，以開創出地方生
機。」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9月　第25卷第3期　第191-202頁

198

表1　 國內外區域特色發展經驗之智慧勞動力
研析

項
目
／
內
涵

美國濱江市 臺北智慧城
日本德島縣與 
香川縣

澎湖生態島

領
導
整
合

市長整合高階人
力資源、科技產
業、學校、研究
機構等

臺北市政府整合
人力資源、科技
資源

地方企業家、企
業成員領導整合
居民、周邊縣
市、政府、企業
等資源

縣長引領政府單
位，整合當地自
然人文資源

彈
性
創
新

政府媒合業界、
學校、研究機
構，辦理創業育
成中心、新商品
或服務研發合作
及企業投資創新
創業活動

政府增設校園、
圖書館的智慧科
技設備、自動化
服務，及推動數
位藝術創意聚
落，以刺激人才
創新創意的養成

德島縣開發樹葉
新產品，吸引年
輕人返鄉，創新
商業模式；香川
縣利用藝術開發
計畫，引入藝術
家，打造文化村

以創新作法培育
人才，如推動英
語村，在地學
校、外來師資培
育當地學生，及
推動石滬師傅認
證機制

外
部
支
援

國際企業投入當
地科技業、商業
發展

政府結合科技工
會團體、資訊產
業投入科技教
育，與非營利組
織合作建立社區
大學

德島縣引入周邊
三縣市資源進行
研修生培訓，吸
引年輕人回流；
香川縣，導入外
來藝術人才，營
造景點

運用台灣本島資
源與外來專業人
才，培訓當地發
展特色的勞動力

人
力
培
育

企業訓練電腦應
用、維修人才，
及產官學研合作
輔導創業者

採用智慧教育資
源，提供智慧學
習平台，以人才
刺激人才的方式
達到交流學習目
的

德島縣強化當地
老人對區域特色
的認同，配合研
修生培訓課程，
訓練老人使用科
技產品，投入樹
葉產品的生產；
香川縣，藝術家
培養居民藝術創
作及解說能力，
參與藝術季

以英語村、冬夏
令營、體驗學
堂、石滬師傅認
證等方法，培育
人文特色產業與
自然資源保育方
面的人才

結論與建議

透過上述國內外區域特色發展實例，可

觀察到促進跨領域合作與資源整合為成功關鍵

要素。如美國加州濱江市，獲得成功的關鍵性

要素包括協力合作(collaboration)，從市長、大
學院校、科技企業等共同參與高科技工作小組

會議，討論與制定行動計畫，並整合在地產官

學研各界資源，共同落實執行；臺北市則聯合

ICT業者、中小型企業、各級學校、國際企業
（如Microsoft、Cisco等）、非營利組織、手機
業者、健康照護業者，共同打造智慧生活與智

慧政府；日本德島縣的彩公司整合了外縣市培

育課程、當地人力資源與企業資源，香川縣則

是整合外來的藝術人才與當地居民，合力發展

觀光；澎湖縣政府運用台灣本島既有資源，結

合政府、居民、外地專家推動智慧島。基於前

述研究分析與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區域特色

發展成功要素之應用作法建議，以供未來各地

方政府欲推動區域發展之參酌。

1.  宜建構夥伴互動網絡平台及協力之運作

機制

一個地方的發展，通常需要政府、各行各

業的企業、社會企業、大專院校、研究機構、

非政府組織、地方社區之間的密切合作，甚至

建立跨國的或與國際企業的合作機制，充分運

用合作夥伴的資源、政治資本或公眾支援來推

動全面性的轉變。因此，跨領域資源的協力與

整合實為根基，地方應建立社會資源網絡及夥

伴關係，並應瞭解自身發展目標的利益夥伴，

使用智慧科技創造夥伴互動平台，制定透明與

具有共識之遊戲規則，以便共同討論、制訂與

實現區域發展願景及目標。

2.  整合各界科技技術與工具資源，以提供

資訊爆炸時代之決策協助

地方發展過程中勢必遭遇諸多挑戰，若能

集合各界資源，將資訊與通訊科技(ICT)（如寬
頻服務、智慧系統、物聯網、雲端運算等）運

用在區域發展目標上，及當作宣傳行銷或地方

發展的工具，都有助於促成社會創新，快速有

效地了解民眾需求與達成高效管理，如此將更

能克服區域發展所面臨的各方面困境。

3.  區域特色資源的發展前提有賴於以全方

位途徑建構人才養成機制

現今跨域人力需求增加、團隊合作重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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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新興領域及商業模式出現等趨勢下，「跨

域人才」(Trans-Disciplinarity Talent，TDT)的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培養勞動力具備「領導

力」、「整合力」、「彈性」、「創新力」、

「跨域力」、「資訊力」，如何找到各地方的

特色並依其開展相關產業，創造一定的就業機

會，對於國家整體發展而言是比較健全的發展

方向。故地方特色的發展勢必要有一系列智

慧勞動力開發與加值的完善機制，透過職業訓

練、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途徑，善用地方大

專院校資源，政府或企業與其合作發展出專門

課程，以彌補新勞動力需求與既有勞動力資源

之間的落差，進而增進人才與創新的育成，以

提高勞動力的專業職能、擴展勞動力市場。

4.  翻轉傳統之課堂教育與訓練方式，以創

新、多元方式培育人才

技術高度發展導致社會快速變遷與產業

轉型，舊有產業勞動政策與市場需求的差距越

來越大，因此跨越現行產業政策，建立創新經

濟，創造未來價值便顯得十分重要，創新經濟

所需的智慧勞動力培養也必須翻轉過去的教育

方式，除了傳統的學校教育外，尚需有開創式

作法，如跨領域、跨校的交流活動、學校創新

課程、產官學合作、創業競賽活動、企業實

習、進入地方、場域實踐等方式，導入智慧科

技的運用，推動多軌培育機制，解決產學落差

之問題，培養青年成為具有跨域、創新的智慧

勞動力。

5.  資源集中於優先發展項目後，再擴散至

其他關聯領域

集中發展永續產業的優先項目，將之擴大

應用至各領域，能創造更多智慧勞動工作。本

研究發現地方可透過資源盤點、耆老訪談、社

區居民共同討論等方式，找出具有特色或潛力

的永續產業項目，優先集中資源投資其發展，

並將之擴大應用至食衣住行育樂、企業或政府

服務等各領域，不僅能擴大產業市場，亦能創

造更多智慧勞動工作機會。如美國濱江市，致

力於發展如光纖、網路等科技產業，將之擴大

應用至數位培訓、青年幫派防治等領域，提供

許多就業機會；日本德島縣與香川縣運用當地

特色發展社區副業，令失業居民再就業，開拓

勞動力第二春，這些進而擴大當地勞動市場的

成果，皆為智慧勞動工作開發與加值之實例。

致謝

感謝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委

託「智慧勞動力試行相關國內外連結及整合工

作」案之經費補助及其他協助此案相關人士。

參考文獻

[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城市導入
參考手冊。臺灣省臺北市，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2012.12。 
[2] 周天穎、賴玉真、杜雅齡：國際智慧城市

發展指標與評比機制。國土及公共治理季

刊2015；3(2)：8-18。
[3]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推動智慧城市

建設（續階）綱要計畫執行方案架構

（100－103年）。臺灣省臺北市，臺北市
政府；2012。

[4] 臺北市政府：2007-2010年臺北市推動「智
慧城市」成果紀實。臺灣省臺北市，臺北

市政府；2010。
[5] 呂慧敏：日本透過官民合作推動「地方創

生」。經濟部全球台商e焦點電子報2015；
271。

[6] 范榮靖：日本四國中小企業 彩株式會社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9月　第25卷第3期　第191-202頁

200

「彩」集葉子，摘下億圓商機。臺灣省臺

北市，遠見雜誌；2007。
[7] 楊明珠：日德島縣阿婆上網賣葉子 人生變

彩色。中央通訊社；2015.12.21。
[8] 香川拚「地方創生」 用藝術味引來移居

者。TVBS 2016.05.24。
[9] 徐重仁：地方創生　村落的百萬商機。臺

灣省臺北市，天下雜誌；2016。
[10] 蕭瑞麟：地方創生：政治是一種設計。中

時電子報2016.4.12。

[11] 于慧慧等：日本特色文化及觀光產業發展
作法考察報告。臺灣省臺北市，國家發展

委員會等；2015。
[12] 澎湖縣政府：澎湖縣第三期（100-103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修訂版）。

臺灣省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12。
[13] 澎湖縣政府：澎湖縣第四期（104-107年）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臺灣省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2015。



201

國內外地方特色發展策略之個案研究

附錄－受訪者名冊

編號 性別 職業 受訪日期
01 男 現任勞動主管機關主管 104年11月16日
02 男 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104年11月16日
03 男 財團法人負責人 105年6月6日
04 男 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教授 105年6月6日
05 男 財團法人負責人 105年11月29日
06 女 財團法人負責人 104年11月23日
07 男 前地方行政機關民選公職人員 104年11月23日
08 男 現任勞動主管機關主管 104年11月23日



Journal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25: 191-202 (2017)

202

Research Articles

The Case Studies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ocal 
Speci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ing-Yi Chen1
　Hsing-Hui Hsieh1

　Chun-Chang Huang2 
Shu-Fang Zheng2

　Zheng-Ting Lin2

1　 Insitute for Physical Planning & Information
2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Recently, every region is committed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pecial resources, and makes 

them as local specialty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booming of local economy, crea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xpansion of regional labor marke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critical impact on the 

currently loc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us many regions actively promote smart city. It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o new era of technicaliz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successful examples such as the smart city of Riverside City, Taipei City, Tokushima ken and Kagawa 

ken, and the ecological island of Penghu, which have a high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hese cases develop the local speciality via high tech to find out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categorizes four essential elements 

which are leadership and integration, flexible innovation, external supports and human development.

Keywords:   Case Study, Speciality Resources,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mart City

Accepted 19 April, 2017 
Correspondence to: Ting-Yi Chen, Insitute for Physical Planning & Information, 5F., No. 277 Sec.3, Roosevelt Rd, Taipei, 
Taiwan(R.O.C.), Email address: ippi104r133@gmail.com



167

視障按摩人員肌肉骨骼不適之人因調查研究

論文

視障按摩人員肌肉骨骼不適之人因調查研究

李正隆
1
　宋鵬程

1
　潘儀聰

2
　吳岱螢

1
　陳志勇

2

1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按摩人員作業時，經常會有較大的體力付出，因而增加職業性肌肉骨骼傷病的盛行率。本

研究利用北歐肌肉骨骼問卷(NMQ,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及人因基準線風險認定

檢核表(BRIEF, Baselin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Ergonomic Factors)，針對視障按摩人員進行調查，

以瞭解其肌肉骨骼危害情況。問卷受訪視障按摩人員200位，BRIEF受檢核人員12位。問卷結

果發現，89.5%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12個月中有一處以上身體部位的肌肉骨骼不適症狀，其中

以下背(65.9%)、肩膀(64.8%)、及手或手腕(62.6%)為反映不適的受訪者人數最多的前三位。

BRIEF結果顯示，於按摩床進行全身按摩時，手/手腕及背部的高風險人數百分比均為100.0%，

於按摩椅進行上半身按摩時，手/手腕及背部所佔比例分別為100.0%及83.3%，二項作業中頸部

均為33.3%。研究顯示，視障人員的下背、手或手腕及肩頸為按摩作業高風險的身體部位，建

議應積極進行改善，避免視障按摩人員肌肉骨骼傷害。

關鍵字： 視覺障礙者、按摩、問卷調查、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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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肌肉骨骼不適好發於軟組織（如肌肉、

肌腱、韌帶、關節、軟骨等）、及神經等構

造上。工業化社會中，職業性肌肉骨骼不適

的問題普遍存在。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3年資料顯示，職業性肌肉
骨骼傷病/不適造成的損失工作天案件數，占
總職業傷病案件數的34%[1]。英國健康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指出，2011
年肌肉骨骼傷病案件數佔所有職業傷病案件數

的40.9%[2]，造成肌肉骨骼傷病的主要作業活
動包括人工物料搬運、不正確及疲勞工作姿

勢、及按鍵作業。依我國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

統計[3]顯示，自民國99年至102年，職業性肌
肉骨骼傷病分別佔勞保職業病給付的84.6%、
87.4%、84.7%、及86.8%，其中手臂頸肩疾
病居首位（分別為60.2%、63.5%、63.7%、
及67.0%），其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
次為職業性下背痛（分別為24.4%、23.9%、
21.0%、及19.8%），顯示近年來勞工職業性肌
肉骨骼傷病的嚴重性。

按摩(massage)又稱為推拿[4,5]，乃是循
著人體的肌腱、關節、結締組織、經絡經穴、

以及循環與淋巴等系統，運用特定手法在這些

部位施以輕重不同的刺激，以達到促進血液

循環、舒緩肌肉關節痠痛為目的[4]。按摩療
法目前已廣泛應用於疲勞恢復、降低疼痛、傷

害預防、健康促進、運動醫療等臨床治療領域

[6,7]。按摩與一般採用抬舉及向上出力等動態
型動作不同，按摩作業人員必須在某些特定或

不適當姿勢下，不斷使用手指、手腕、整隻手

臂、肩頸部、背部及下肢等肌肉群，同時需持

續性及向下施力[4,8,9]，部分按摩需按摩人員

以接近靜止、持續性下壓進行深層按摩[8]。
因此，過度施力、不良姿勢、重複或持續性動

作、及長時間暴露等危險因子，均可能導致較

高的肌肉負荷，造成職業肌肉骨骼不適[8,9]。
過去針對按摩人員肌肉骨骼傷病及其成

因之調查較少[4]。呂淑貞與黃曼聰(1998)[10]
針對台北市從事按摩之視障者的調查發現，

50%受訪者（25人）的身體曾有不舒服或疼痛
感覺，疼痛部位以手腕(84%)最多，其次為背
部(80%)、頸部(36%)、肩部(32%)，下肢(8%)
最低，與按摩作業相關之危險因子未予探討。

張彧(2007)[4]針對台北市161位視障按摩師進
行肌肉骨骼疾病盛行率調查，結果發現88.2%
受訪者於12個月內至少發生一件與工作相關的
肌肉骨骼傷病，身體各部位傷病盛行率如下：

手指(70.8%)、拇指(72.0%)、手腕(34.8%)、肩
部(47.2%)、頸部(38.5%)、下背(31.7%)、上臂
或手肘(28.0%)、及前臂(24.2%)。王振宇等人
(2010)[5]針對9家醫療業推拿從業人員調查肌
肉骨骼傷害，共69份問卷（暴露組35人、對
照組34人）。結果發現，推拿師自述身體有
不適症狀者佔64.2%，身體部位以以手/手腕
最高(89.4%)，其次為下背/腰部(86.3%)、頸
部(78.6%)、上背(76.6%)、肩膀(75.8%)、手肘
(75.4%)、臀/大腿(45.6%)、腳/腳踝(26.4%)和膝
蓋(23.5%)。

近年來，勞工因工作導致的職業肌肉骨

骼不適日益增加，加上人們養生風潮日盛，利

用按摩藉以協助身體放鬆、紓解身心的需求增

多，按摩產業逐漸成長。基於按摩作業特性，

按摩人員因工作導致的肌肉骨骼傷病問題，將

日趨嚴重。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視障按

摩人員肌肉骨骼不適及其成因，並提出改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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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肌肉骨骼問卷調查

(1) 受訪者
依勞動部民國103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

調查，視覺障礙就業者9,040人，其中按摩人員
約1,799人(19.9%)[11]，本研究受訪的視障按摩
勞工200位（樣本數為母體之11.1%），於施測
前告知受訪者可獲得適當酬勞。問卷受訪者主

要透過按摩業職業工會的協助提供店家資料，

研究人員先以電話聯繫，若店家無接受問卷調

查意願，則予以尊重及放棄。當研究人員至店

家進行問卷調查時，若按摩人員個人無填答意

願，本研究亦予尊重。

(2) 問卷調查
本研究利用北歐肌肉骨骼問卷調查表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 NMQ問
卷）[12]，探討視障按摩人員的肌肉骨骼不適
情況。NMQ問卷將工作場所中勞工肌肉骨骼症
狀與傷害情形作一標準化之調查，可用於不同

工作症狀差異之比較。NMQ問卷信度約在77％
至100％，效度約在80％至100％之間[13]。

調查問卷的第一部份為個人基本資料，主

要包括性別、年齡、身高、體重、教育程度、

身心障礙等級、視障狀況、運動習慣等。第二

部份為工作狀況，主要包括工作性質、按摩受

訓機構、技術士證照、職前訓練、工作年資、

按摩姿勢、身體施力較大部位、暖身運動等，

並詢問受訪者在最近一年內，身體9個部位是
否有疼痛、酸痛、發麻、刺痛或任何不舒服的

感覺出現；若有，則進一步回答第三至第十一

部份的問題，以瞭解該部位症狀及與工作的關

聯。身體9個部位包括頸部、肩膀、上背、下
背/腰部、手肘、手/手腕、臀/大腿、膝蓋、腳

踝/腳。問卷調查表如附錄所示。
問卷施測前，會向受訪者說明問卷調查目

的，經同意後才進行。問卷調查係採取一對一

面訪，由研究人員提問，受訪者口語回答，再

由研究人員在問卷上填寫。每份問卷作答時間

平均約30分鐘，實際時間與問卷第二部分之最
後一題回答不適身體部位的數量有關；若回答

身體部位數量較多時，受訪時間會較長。

2. 按摩作業人因工程檢核

(1) 受測者
本研究於台中市某視障按摩中心實施按摩

作業檢核，基於地緣關係及受測人員交通安全

考量，接受檢核對象為台中市從事按摩的視障

人員12位，並於施測前告知提供適當酬勞。
(2) 人因工程檢核

本研究利用人因基準線風險認定檢核

表(Baselin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Ergonomic 
Factors, BRIEF)[14]，針對按摩作業進行危害
檢核，此一方法能簡易且迅速檢核作業中人因

工程危害因子是否存在。BRIEF檢核表主要檢
核的項目包括姿勢、力量、期間、及頻率等

四項，檢核的身體部位包括手與手腕（左右

手）、手肘（左右手）、肩膀（左右手）、頸

部、背部、及腿部等9個部位。當某身體部位
的評比分數≧2分，即表示該身體部位屬於高
風險情況，應避免或加以修正該動作。本研究

將手與手腕、手肘及肩膀部位之左右側合併檢

核，因此共計檢核手與手腕、手肘、肩膀、頸

部、背部、及腿部等6個部位。檢核的按摩作
業型態包括：(a)全身按摩（主要設備為按摩
床）；(b)上半身按摩（主要設備為按摩椅）。

本研究有關視障按摩人員問卷調查及按摩

作業人因工程檢核之執行，經朝陽科技大學人

因工程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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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rgonomics Experiment)審核通過。

3. 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資料及B R I E F結果，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0進行資料建檔。問卷結果
以SPSS 18.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再利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性別、
教育程度、身心障礙手冊之障礙等級、及運動

習慣等各變項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Pearson相
關分析找出影響各部位工作相關肌肉骨骼傷病

的危險因子的相關程度，並以邏輯斯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探討基本資料與工作狀況對
身體部位不適造成的影響程度。

結果

1. 肌肉骨骼問卷調查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有效問卷200份，受訪者包括男

性129人(64.5%)、女性71人(35.5%)。受訪
者平均年齡為42.0(SD=11.7)歲，平均身高
163.4(SD=9.1)公分，平均體重67.7(SD=15.0)
公斤，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MI, body mass 
index)25.2(SD=4.5)kg/m2

（如表1所示）。年齡
方面，除了小於30歲者(19.0%)略少外，其餘年
齡層的受訪人數相近，包括31-40歲者27.5%、
41-50歲26.5%、大於50歲27.0%。教育程度方
面，以高中/職學歷者最多（134人，67.0%）、
其次為大專以上25人(12.5%)、國/初中24人
(12.0%)、小學（含）以下17人(8.5%)。身體質
量指數BMI值大於24 kg/m2

者有114人(57.0%)
最多，屬於正常範圍(18.5-24 kg/m2)者80人
(40.0%)，而小於18.5 kg/m2

者6人(3.0%)。

表1　 問卷受訪者及 BRIEF 受測按摩人員個人
基本資料表

變項 問卷受訪者（n=200） 受測按摩人員（n=12）

平均值(標準差) 範圍 平均值(標準差) 範圍

年齡(yr) 42.0(11.7) 19~72 48.8(7.4) 34~60

身高(cm) 163.4(9.1) 140~182 165.2(7.6) 155~178

體重(kg) 67.7(15.0) 37~135 70.2(10.7) 60~93

BMI(kg/m2) 25.2(4.5) 16~40 25.7(3.3) 20.2~31.4

(2) 受訪者運動狀況及工作狀況
A. 運動狀況

受訪者運動習慣方面，有運動習慣

者110人(55.0%)，運動方式（可複選）
主要為健走/散步72人次(65.5%)，其次
為俯地挺身9.1%、仰臥起坐7.3%、瑜
珈5.5%、游泳5.5%，其他運動方式佔
36.7%，包括體操16.4%、爬山7.3%、健
身5.5%、打球2.7%、太極拳1.8%、氣功
0.9%、打爵士鼓0.9%、田徑0.9%等。

B. 工作狀況
受訪者中，195位(97.5%)取得技能

檢定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受訪者覺得

證照對實際從業有幫助及非常有幫助者

分別為41.5%及36.9%，認為稍有幫助
者14.9%，而認為沒有幫助者6.7%。職
前訓練方面，4個月以上訓練者190人
(95.0%)，其次為2-3個月者佔3.0%、1個
月（含）以下者2.0%。工作年資方面，
小於10年者88人(44.0%)，其次為11-20
年者佔28.5%、20年以上者27.5%。作
業中包含的姿勢（可複選）最多者為

站姿(99.0%)，其次為坐姿(78.0%)、跪
姿(38.0%)、蹲姿(24.0%)、及其他0.5%
（趴姿），而最常採用的姿勢（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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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以站姿最多(92.5%)，其次為跪姿
(4.0%)、坐姿(2.5%)、及蹲姿(1.0%)。
200位受訪者中，工作前未做暖身運動
者有100人(50.0%)。

(3) 自覺作業時施力狀況及肌肉骨骼不適的
身體部位

受訪者中自覺作業時身體部位施力較大

者195人(97.5%)，都不會覺得身體部位施力大
者5人。反映身體各部位施力較大的人數百分
比如圖1所示，其中手或手腕(73.9%)、下背或
腰(52.8%)、及肩膀(49.2%)為自覺施力較大的
前三個部位。179受訪者(89.5%)反映最近一年
內，身體有一個部位或以上出現疼痛、酸痛、

發麻、刺痛或任何不舒服的感覺，僅21人自
訴無前述不適症狀發生。受訪者反映一年內自

覺肌肉骨骼不適的身體部位如圖1所示，其中
下背或腰(65.9%)、肩膀(64.8%)、及手或手腕
(62.6%)為身體部位不適的受訪者人數最多的前
三位。受訪者身體不適部位數量及其人數百分

比，如圖2所示，其中認為身體有2個部位有不
適者43人（24.0%，居首位），而全身9個部位
均有肌肉骨骼不適者2人(1.1%)。

圖1　 受訪者自覺作業時施力較大及肌肉骨骼
不適的身體部位之人數百分比

圖2　 受訪者身體不適部位數量及其人數百分
比(n=179)

(4) 身體不適症狀及與工作的關聯
身體部位不適症狀對於工作的影響如表2

所示，受訪者認為身體各部位不適症狀的出現

會「稍微降低工作能力」均佔最高比例（總平

均值為49.1%），其次為「完全不影響生活與
工作」(33.3%)，而認為「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居第三位(11.1%)，其餘包括曾因此休養、連生
活都受到影響、及完全不能動作者佔6.5%。受
訪者自覺不適症狀與工作的關係如表3所示，
頸部的不適認為係「一部分與工作有關」所佔

比例最高(51.2%)，其他身體部位的不適，均認
為「全因工作造成」的比例最高。整體而言，

以「全因工作造成」比例最高(59.6%)，其次為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31.0%)。
(5) 變項統計分析

由單因子 A N O VA分析結果顯示，
受訪者性別對於肩膀不適具有顯著差異

(F(1,198)=4.279, p=.040)，其不適程度女性受訪
者高於男性，而對於其他8個身體部位不適未
具顯著差異性。受訪者教育程度僅對於下背或

腰部具有顯著差異(F(3, 196)=3.038, p=.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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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事後檢定
顯示，高中/職受測者身體不適程度高於小學
（含）以下程度之受測者(α=.05)。其餘變項
如身心障礙手冊之障礙等級、及運動習慣，

對於9個身體部位不適均不具顯著差異。由
Pearson分析得知，受訪者年齡與頸部(r=0.161, 
p<.05)、手或手腕(r=0.142, p<.05)之部位不適
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與下背或腰則呈現顯著負

相關(r=-0.185, p<.01)。受訪者工作年資及BMI
值對於9個身體部位不適均不具顯著相關性。
由邏輯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發現(p<.05)，年齡(OR=1.036, 95% CI=1.003-
1.071)、年資(OR=1.029, 95% CI=1.001-1.057)、
及站姿(OR=0.182, 95% CI=0.034-0.974)對
頸部發生肌肉骨骼不適的風險，有顯著影

響。年齡(OR=0.959, 95% CI=0.926-0.992)、
身高(OR=44.752, 95% CI=4.277-468.209)、
體重(OR=0.913, 95% CI=0.845-0.986)、及 
BMI(OR=1.263, 95% CI=1.018-1.567)對下背或
腰發生肌肉骨骼不適的風險，有顯著影響。站

姿對臀或大腿(OR=0.029,95% CI=0.002-0.391)
及腳踝或腳(OR=0.075, 95% CI=0.006-0.957)發
生肌肉骨骼不適的風險，有顯著影響。

表2　身體部位不適症狀對於工作的影響

部位/人數
完全不影

響生活與

工作

稍微降低

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

明顯降低

曾因此休

養

連生活都

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

動作

頸部(86) 32(37.2%) 47(54.7%) 4(4.7%) 1(1.2%) 1(1.2%) 1(1.2%)

肩膀(116) 44(37.9%) 54(46.6%) 13(11.2%) 1(0.9%) 4(3.4%) 0(0.0%)

上背(68) 26(38.2%) 32(47.1%) 8(11.8%) 1(1.5%) 1(1.5%) 0(0.0%)

下背或腰

(118)
49(41.5%) 55(46.6%) 10(8.5%) 2(1.7%) 2(1.7%) 0(0.0%)

手肘(62) 18(29.0%) 30(48.4%) 10(16.1%) 0(0.0%) 4(6.5%) 0(0.0%)

手或手腕

(112)
23(20.5%) 53(47.3%) 21(18.8%) 4(3.6%) 8(7.1%) 3(2.7%)

臀或大腿

(23)
5(21.7%) 11(47.8%) 4(17.4%) 3(13.0%) 0(0.0%) 0(0.0%)

膝蓋(34) 12(35.3%) 14(41.2%) 4(11.8%) 3(8.8%) 1(2.9%) 0(0.0%)

腳踝或腳

(21)
8(38.1%) 13(61.9%) 0(0.0%) 0(0.0%) 0(0.0%) 0(0.0%)

平均 (%) 33.3 49.1 11.1 3.4 2.7 0.4

表3　受訪人員自覺症狀與工作關聯
部位/人數 全因工作造成

一部份與工作有

關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

頸部(86) 34(39.5%) 44(51.2%) 1(1.2%) 7(8.1%)

肩膀(116) 68(58.6%) 42(36.2%) 1(0.9%) 5(4.3%)

上背(68) 42(61.8%) 23(33.8%) 0(0.0%) 3(4.4%)

下背或腰(118) 57(48.3%) 53(44.9%) 2(1.7%) 6(5.1%)

手肘(62) 50(80.6%) 10(16.1%) 0(0.0%) 2(3.2%)

手或手腕(112) 85(75.9%) 18(16.1%) 4(3.6%) 5(4.5%)

臀或大腿(23) 13(56.5%) 7(30.4%) 1(4.3%) 2(8.7%)

膝蓋(34) 18(52.9%) 9(26.5%) 0(0.0%) 7(20.6%)

腳踝或腳(21) 13(61.9%) 5 (23.8%) 0(0.0%) 3(14.3%)

平均 (%) 59.6 31.0 1.3 8.1

2. BRIEF 檢核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按摩作業人因工程檢核受測者1 2位，

平均年齡為 4 8 . 8 ( S D = 7 . 4 )歲，平均身高
165.2(SD=7.6)公分，平均體重70.2(SD=10.7)公
斤，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MI)25.7(SD=3.3)kg/
m2
，如表1所示。

(2) BRIEF 檢核結果

圖3　身體6個部位具高風險的BRIEF檢核結果

BRIEF檢核身體各部位高風險的結果如圖
3所示，可發現全身按摩及上半身按摩作業的
主要高風險部位，均在於手/手腕及背部。進行
全身按摩作業時，手/手腕及背部之高風險人數
比例均為100.0%（12人）；進行上半身按摩作
業時，手/手腕及背部之高風險人數比例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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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人）及83.3%（10人）。二項按摩
作業中，頸部之高風險人數比例均為33.3%（4
人），而手肘、肩膀、及腿部則無高風險。

討論

本研究問卷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認

為按摩時身體部位會施出較大力量(97.5%)，
89.5%受訪者反映最近一年內，身體有一個部
位或以上出現不適的感覺。無論自覺施力較大

或過去一年中反映身體不適的人數比例佔前3
位者，均包括下背或腰、肩膀、手或手腕（僅

順序不同）等，而BRIEF檢核結果顯示，手或
手腕、下背或腰、頸部為高風險比例最高之前

3位。由主觀性問卷調查及客觀性檢核結果均
顯示，下背或腰、手或手腕及肩頸為視障按摩

人員高風險的身體部位。

本研究顯示，受訪者年齡與頸部、手或手

腕之部位不適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與下背或腰

則呈現顯著負相關；亦即隨著年齡增加，受訪

者頸部及手或手腕不適程度將增高，但下背或

腰的不適程度會降低。此一結果或與受訪者隨

著年齡增長，危害認知及預防意識提高，且自

我調整工作姿勢，因此下背不適減低。然而，

按摩時作業人員經常採取站姿及用力向下施加

壓力，手部必須持續且重複動作，頸部亦因此

易形成不自然姿勢所致。按摩時，年齡及工作

年資的增加，按摩作業人員身體部位如頸部、

臀或大腿、腳踝或腳等肌肉骨骼不適的情況會

加重。

本研究66.7%受訪者認為身體各部位不適
症狀的出現會降低工作能力，其中包括工作能

力明顯降低、曾因此休養、連生活都受到影

響、及完全不能動作者達受訪者六分之一比例

(17.6%)。訪談過程中，部分受訪者認為按摩工
作本身即存在肌肉骨骼不適的危害因子，回答

此一問題時，態度顯得較保守，建議勾選「稍

微降低工作能力」。受訪者自覺身體部位的不

適，以「全因工作造成」比例最高(59.6%)，其
次為一部份與工作有關(31.0%)，亦即認為身體
部位不適與工作有關者達九成。本研究建議針

對部份反映身體不適較為嚴重個案，應進一步

瞭解及評估其實際情形，以謀求改善對策。

由邏輯斯迴歸分析發現，BMI對下背或腰
(OR=1.263, p<.05)發生肌肉骨骼不適的風險有
顯著影響，此現象與過去之文獻結果相似。黃

淑倫等人(2012)[15]針對餐飲業廚師進行肌肉骨
骼不適與肥胖之相關性探討，結果發現在BMI
超過正常值時，餐飲業廚師肌肉骨骼不適與肥

胖具有相關性（男性腳踝/腳：OR=1.93；女性
肩膀：OR=2.1、下背/腰：OR=1.74、及腳踝/
腳：OR=1.93, p<.05）。Kortt and Baldry(2002)
[16]針對20至64歲澳洲人進行肥胖與肌肉骨骼
不適之間關係探討結果顯示，肥胖(BMI)與肌
肉骨骼不適具有顯著正相關(OR=1.05, p<.01)。
王振宇等人[5]針對推拿從業人員肌肉骨骼不
適進行探討，亦發現BMI超過標準值者，容易
有肌肉骨骼不適的問題(OR=3.9, p<.05)。本研
究視障按摩人員肌肉骨骼不適與肥胖具有相關

性，可能原因與按摩時作業人員經常採取站姿

且因按摩床高度過低，導致下背或腰部過度

彎曲有關，且肥胖會提高系統性代謝異常的

發生，因而容易產生骨關節病等下背痛及關

節痛前兆疾病有關[14]；亦有可能由於視力關
係及或肌肉骨骼不適等因素，因而限制運動

型態或頻率，導致肥胖或BMI增加。再者，本
研究調查發現，45.0%受訪者平時未有運動，
有運動之受訪者以採健走/散步方式運動最多
(65.5%)，而工作前未做暖身運動者有50.0%。
平時未從事運動或運動量過少，易導致身體肥

胖。本研究建議設計平時及工作前的簡易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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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提供視障按摩人員使用。

視障生在學期間及後天視障者（中途失

明者）意欲從事按摩者，通常先在校學習或

透過教育訓練（主要為後天視障者），再參加

政府舉辦之按摩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考試，

包括丙級及乙級證照。本研究受訪者證照取得

率97.5%，可獲驗證，而未有證照者亦告知準
備考試中。按摩授課內容多以證照考試內容為

主，包括7個按摩手法以及8個局部按摩。授課
期間方面，在校生通常在一年以上，視障相關

機構受訓者通常在4個月以上。本研究顯示，
接受4個月以上訓練者達95.0%。受訪者自覺證
照對於實際從業有幫助者佔93.3%，顯示依習
得之按摩手法及技巧，應可或足以從事按摩作

業。然而，通常視障按摩授課內容及證照考試

試題未包括肌肉骨骼傷害議題，因此按摩人員

缺乏肌肉骨骼危害認知及預防知識，因而易導

致作業中危害產生。為避免視障按摩人員作業

危害，本研究建議學校及視障相關機構授課內

容，應增加肌肉骨骼傷害預防課程，除了瞭解

引發肌肉骨骼傷病的成因及其影響外，按摩人

員應接受正確的按摩方法（工作技巧）指導，

包括正確的按摩姿勢及適當施力的訓練，避免

因不良姿勢及施力過度導致的肌肉骨骼傷病。

按摩方法的危害檢核及改善，建議可透過人因

工程評估，進而撰擬正確按摩方法，提供教育

訓練教材。透過教育訓練的實施，個人不良的

按摩方法亦可藉以修正。

張彧[4]結果顯示，88.2%視障按摩受訪者
反映最近一年內，身體有一個部位或以上出現

不適的感覺，此結果與本研究(89.5%)相近。張
彧[4]研究將原NMQ問卷調查的9個身體部位，
擴增為14個部位，其中將手或手腕區分為手
指、大拇指、及手腕等三部位，並增加前臂、

中背、及小腿等三部位。張彧[4]結果顯示，

手指年盛行率為70.8%、大拇指為72.0%、手腕
34.8%。再者，肩膀(47.2%)及頸部(38.5%)等部
位年盛行率亦較高，下背則較低(31.7%)。王振
宇等人[5]發現，自述身體有不適症狀的推拿師
佔64.2%，其身體不適比例較本研究為低。該
研究顯示，身體部位以手/手腕(89.4%)、背/腰
部(86.3%)、及頸部(78.6%)居前三位。由前述
文獻及本研究可發現，作業人員手部/手腕及頸
部的不適均呈現高比例，在下背或腰部方面，

王振宇等人[5]結果較本研究偏高，而張彧[4]結
果則較低；其較低結果或與該研究中增加「中

背」，而原NMQ問卷中無此一部位，致影響受
測者對於中背及下背不適部位的回答有關。張

彧[4]及王振宇等人[5]研究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本研究與其他研究有關作業人員身體部

位不適比例之比較

變項
本研究

(n=200)

全產業受

僱者[17] 
(n=18840)

按摩業人員

[4]*(n=161)
推拿師[5]

(n=35)

飯店業房

務人員

[18](n=96)

電梯安裝

人員[19]
(n=151)

不適率 89.5% 60.8% 88.2% 64.2% 86.% 85.6%

頸部 48.0% 57.0% 38.5% 78.6% 18.1% 47.7%

肩膀 64.8% 69.6% 47.2% 75.8% 25.3% 47.7%

上背 38.0% 39.8% 24.8% 76.6% 7.2% 17.4%

下背或腰 65.9% 53.0% 31.7% 86.3% 57.8% 49.2%

手肘 34.6% 37.5% 28.0% 75.4% 7.2% 18.2%

手或手腕 62.6% 47.1% 34.8%** 89.4% 11.5% 32.6%

臀或大腿 12.8% 24.1% 9.9% 45.6% 4.8% 6.1%

膝蓋 19.0% 30.9% 24.2% 23.5% 28.3% 40.2%

腳踝或腳 11.7% 27.4% 9.9% 26.4% 14.5% 24.2%

* 採用研究結果中的年盛行率；**將原 NMQ 問卷中的手或手腕區
分為手腕、手指與大拇指等三部位，在此僅呈現單指手腕的結

果，而手指年盛行率為 70.8%、大拇指則為 72.0%。

在客觀性人因評估方面，本研究利用

BRIEF檢核表，張彧[4]利用簡易按摩姿勢檢
核表(Working Posture Questionnaire, WPQ)。
BRIEF主要檢核項目包括姿勢、力量、期間、
及頻率等四項，檢核身體9個部位，張彧[4]主
要在於檢核作業姿勢，但未區分身體部位進行

檢核。本研究BRIEF結果發現，手/手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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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頸部為按摩作業的主要高風險部位，張

彧[4]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按摩人員均採用正
確姿勢作業，此結果之差異或與二研究採用的

檢核項目及其檢核基準不同有關。

本研究與全產業及其他職業作業人員身

體9個部位不適之比較，如表4所示。本研究
問卷結果，按摩作業人員肌肉骨骼不適率為

89.5%，高於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於2013年台灣地區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
知調查[17]之全產業60.8%。與其他職業人員身
體不適比例相比較，按摩人員亦屬作業負荷較

重的作業族群。本研究在下背/腰及手/手腕不
適結果，均高於全產業及其他作業人員（如飯

店業房務人員[18]、及電梯安裝人員[19]）。
在肩膀不適方面，本研究結果(64.8%)較全產業
比例為低，但高於飯店業房務人員及電梯安裝

人員。而在其餘身體6個部位，本研究結果均
低於全產業比例，而僅部份結果高於其他職業

作業人員。前述結果的差異，應與按摩人員於

作業中，必須經常性彎腰及手/手腕持續用力有
關。

本研究利用NMQ問卷及BRIEF檢核表，
進行視障按摩人員肌肉骨骼不適之人因調查研

究。NMQ問卷屬於受測者主觀性自覺症狀的回
答，BRIEF檢核表係由研究人員檢核受測者作
業中的危害因子。針對作業人員肌肉骨骼傷害

而言，NMQ問卷所獲得資料為結果，而BRIEF
係在於檢核形成肌肉骨骼傷害的可能原因。本

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呈現NMQ問卷肌肉骨骼傷害
結果、以及BRIEF檢核出的可能危害，並進行
整體比較；受檢核個案與其NMQ問卷結果之間
關聯性探討，未列入本研究範圍內。

本研究利用問卷及BRIEF檢核進行視障
按摩人員之肌肉骨骼不適及風險之探討，

BRIEF屬於一簡易之客觀評估方法，未來研究

上建議考慮增加其他客觀性人因工程評估方

法，例如快速上肢評估方法(Rapid Upper Limb 
Assessment, RULA)姿勢分析[20]、肌電訊號量
測(electromyography, EMG)等方法，以深入探
討及確認按摩作業存在的人因危害及其風險情

況。例如本研究在頸部方面的結果，過去一年

中反映頸部不適者達48.0%（佔第4位），但自
覺作業時頸部施力不大(96.0%)且BRIEF肩膀檢
核結果為未具高風險性，建議透過前述評估方

法可進一步確認其危害情況。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式進行，研究對象

因地緣關係僅限於中部地區（台中、苗栗、彰

化、及雲林等）從業人員，因此結果較無法推

論至其他區域的視障按摩從業人員。建議未

來可進行追蹤研究並輔以流行病學人因工程研

究，將有助於視障按摩作業人員肌肉骨骼危害

情況的確認。

結論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及BRIEF檢核發現，
視障按摩人員存在肌肉骨骼不適情況，且部份

身體部位如下背/腰及手/手腕不適結果，均高
於全產業及其他作業人員。66.7%受訪者認為
身體各部位不適症狀的出現會降低工作能力，

且九成受訪者認為身體部位肌肉骨骼不適與工

作有關。本研究顯示，受訪者年齡與年資、作

業姿勢、及BMI等因素，對於按摩作業人員肌
肉骨骼不適有顯著影響。建議應增加按摩作業

人員肌肉骨骼危害預防教育訓練，強化肌肉骨

骼危害認知及預防知識，以有效降低其肌肉骨

骼傷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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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視障按摩作業人員肌肉骨骼問卷調查表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1. 填表日期：民國103年　　月　　日　　　訪問者：　　　　　　　　
2. 服務機構所在縣市：　　　　　　　　　  機構名稱：　　　　　　　　 
姓名：　　　　　　　　（本欄位僅作為與檢核表比對之用）

3. 性別：□男 □女
4.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5.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6. 教育程度：
□小學(含)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以上

7. 身心障礙手冊之障礙等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8. 全盲/弱視及先天/後天：
□先天全盲　□先天弱視　□後天全盲　□後天弱視

9. 您平時是否有運動的習慣？
□沒有（請跳至第10題）
□有： 運動種類（可複選）：
□俯地挺身　□仰臥起坐　□瑜珈　□健走/跑步　□游泳　□其他：　　　　　　　　
運動頻率（請單選：）

□幾乎每天　□每週約3~4次　□每週1~2次　□每月1~3次
每次至少持續十五分鐘，且有流汗、會喘：

□每次運動都會　□每次運動都不會　□有時會，有時不會

10. 您平常做事習慣使用哪一手（請單選）？
□左手　□右手　□雙手

11. 您目前的吸菸狀況（請單選）？
□未曾吸菸

□已戒菸半年以上

□吸菸：每天約吸：□少於5根　□5~10根　□11~20根　□超過20根
12. 您覺得目前您的個人健康狀況如何（請單選）？
□很差　□差　□普通　□好　□很好

13. 您的睡眠時間平均一天約為多少時間（請單選）？
□少於4小時　□4-6小時　□7-8小時　□8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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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工作狀況

1. 您目前的工作性質（請單選）？
□全職　□兼職　□臨時工/零工　□學生　□其他：　　　　　　　　

2. 您在什麼地方接受按摩訓練（可複選）？
□勞委會職訓局　　□任職院所　　□台中啟明學校　　　□台北啟明學校

□台灣盲人重建院　□愛盲基金會　□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其他：　　　　　　　　

3. 您是否具有按摩技術士證照？
□沒有（請跳至第5題）
□有：□丙級按摩證照　□乙級按摩證照　□其他：　　　　　　　　

4. 取得按摩師證照所受的訓練，您認為對你實際從事按摩作業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稍有幫助　□沒有幫助　□其他：　　　　　　　　

5. 您從事按摩的職前訓練時間有多久（請單選）？
□1個月(含)以下　□2~3個月　□4個月(含)以上

6. 您從事與按摩有關的工作年資共有多久？　　　年　　　月
7. 您目前的工作場所包括（可複選）：
□店面　□駐點　□企業或到府　□其他：　　　　　　　　 
您主要的工作場所（請單選）：

□店面　□駐點　□企業或到府　□其他：　　　　　　　　

8. 您目前從事按摩形式可包括（可複選）：
□全身性按摩　□局部按摩　□半身按摩　□腳底按摩　□其他：　　　　　　　　

9. 顧客要求的療程時間最常見的是下列哪一種（請單選）？
□60 分鐘　□90 分鐘　□120 分鐘　□180 分鐘　□其他：　　　　　　　　

10. 您每日上班時間為（請單選）
□5小時以下　□6-7小時　□8-9小時　□10小時以上

11. 您目前平日平均每日實際從事療程的時間大約是（請單選）（週一至週四）
□1~2小時　□3~4小時　□5~6小時　□7-8小時　□8小時以上
您目前旺日平均每日實際從事療程的時間大約是（請單選）（週五、週六及週日）

□1~2小時　□3~4小時　□5~6小時　□7-8小時　□8小時以上
12. 您從事按摩工作時，會用的姿勢有哪些（可複選）？
□站姿　□坐姿　□跪姿　□蹲姿　□其他：　　　　　　　　

最常用的姿勢是（請單選）：

□站姿　□坐姿　□跪姿　□蹲姿　□其他：　　　　　　　　

13. 您在按摩時，何種姿勢會覺得較為酸痛不舒適（可複選）？
□任何姿勢都不會感到不舒適

□站姿　□坐姿　□跪姿　□蹲姿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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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您在按摩中，身體哪些部位會覺得施力較大（可複選）？
□頸部　□肩膀　□上背部　□腰部或下背　□手肘

□手或手腕　□臀或大腿　□膝蓋　□腳踝或腳

□身體部位都不會覺得施力較大

15. 每天工作前，您是否會做一些自我保護的運動（可複選）？
□不做任何運動　□熱身運動　□雙手運動

□深呼吸（放鬆運動）　□自我/同事按摩　□其他（說明：　　　　　　　　）
16. 您平均一個月休息的天數（請單選）：
□沒有休息　□1~3天　□4~6天　□7天以上

17. 您在療程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工具有哪些呢（可複選）：
□毛巾　□拔罐器　□刮痧板　□熱敷電毯　□藥膏/精油　□其他：　　　　　　　　

18. 您覺得您的工作需要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嗎（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9. 您覺得您的工作需要消耗很多體力嗎（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0. 您覺得您常可依自己步調控制按摩的速度（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1. 您覺得您的工作表現常讓顧客覺得滿意（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2. 您覺得您常盡最大努力為顧客服務（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3. 您覺得您的工作壓力常讓您感到挫折或不安全（請單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4.  您在最近一年內，身體有沒有酸痛、疼痛、發麻、刺痛或任何不舒服的感覺出現？（可重複選
擇）

(1)頸部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三部份）
(2)肩膀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四部份）
(3)上背部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五部份）
(4)腰部或下背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六部份）
(5)手肘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七部份）
(6)手或手腕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八部份）
(7)臀或大腿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九部份）
(8)膝蓋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十部份）
(9)腳踝或腳　　　□沒有　□有（請繼續回答第十一部份）
□以上部位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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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頸部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1. 您的頸部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為？（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頸部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請單選）
□1個月　□3個月　□6個月　□1年
□3年　　□3年以上

3. 您的頸部症狀為(可重複選擇)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頸部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 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其他　　　　　　　　（請說明）

5. 您的頸部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頸部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頸部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頸部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頸部症狀的因素為（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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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肩膀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　肩 右　肩

1. 您左肩膀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肩膀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肩膀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肩膀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肩膀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肩膀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肩膀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肩膀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肩膀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肩膀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肩膀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肩膀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肩膀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肩膀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肩膀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肩膀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肩膀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肩膀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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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上背部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1. 您的上背部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為（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上背部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 個月-1 年 □2-3 年 □3 年以上
3. 您的上背部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4. 您的上背部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 個月出現一次
　□4~5 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上背部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上背部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上背部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上背部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您認為造成上背部症狀的因素為（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9月　第25卷第3期　第167-190頁

184

第六部份　腰部或下背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1. 您的腰部或下背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為（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腰部或下背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 個月-1 年 □2-3 年 □3 年以上
3. 您的腰部或下背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4. 您的腰部或下背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 個月出現一次
　□4~5 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腰部或下背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腰部或下背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腰部或下背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腰部或下背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您認為造成腰部或下背症狀的因素為（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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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手肘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手肘 右手肘

1. 您左手肘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手肘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手肘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手肘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手肘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手肘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手肘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手肘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手肘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手肘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手肘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手肘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手肘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手肘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手肘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手肘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手肘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手肘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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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份　手或手腕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手或手腕 右手或手腕

1. 您左手或手腕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手或手腕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手或手腕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手或手腕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手或手腕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手或手腕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手或手腕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手或手腕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手或手腕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手或手腕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手或手腕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手或手腕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手或手腕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手或手腕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手或手腕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手或手腕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手或手腕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手或手腕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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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份　臀或大腿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臀或大腿 右臀或大腿

1. 您左臀或大腿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臀或大腿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臀或大腿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臀或大腿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臀或大腿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臀或大腿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臀或大腿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臀或大腿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臀或大腿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臀或大腿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臀或大腿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臀或大腿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臀或大腿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臀或大腿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臀或大腿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臀或大腿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臀或大腿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臀或大腿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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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份　膝蓋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膝蓋 右膝蓋

1. 您左膝蓋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膝蓋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膝蓋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膝蓋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膝蓋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膝蓋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膝蓋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膝蓋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膝蓋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膝蓋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膝蓋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膝蓋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膝蓋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膝蓋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膝蓋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膝蓋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膝蓋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作有
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膝蓋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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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份　腳踝或腳

若您在身體的這一部份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時，請您務必詳填下列問題。

左腳踝或腳 右腳踝或腳

1. 您左腳踝或腳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左腳踝或腳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左腳踝或腳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左腳踝或腳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左腳踝或腳症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左腳踝或腳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左腳踝或腳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左腳踝或腳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左腳踝或腳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1. 您右腳踝或腳症狀最近出現的時間（請單選）
　□現在　□過去一個月
　□過去半年中　□過去一年中
2. 您從一開始有右腳踝或腳症狀到現在有多久時
間 （請單選）？

　□1個月(含)內　□2-3個月　□4-6 個月
　□7個月-1年　□2-3年　□3年以上
3. 您的右腳踝或腳症狀為（可複選）
　□酸痛　□紅腫　□發麻　□刺痛
　□半夜痛醒　□肌肉萎縮
　□其他　　　　　　　　（請說明）
4. 您的右腳踝或腳症狀出現頻率為（請單選）？
　□幾乎每天出現　□每星期會出現
　□每個月會出現　□2~3個月出現一次
　□4~5個月出現一次　□約半年出現一次
　□半年以上才出現一次
5. 您的右腳踝或腳狀對您的影響為（請單選）
　□完全不影響生活與工作
　□稍微降低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明顯降低
　□曾因此請假休養
　□連生活都受到影響
　□完全不能動作
　□其他　　　　　　　　（請說明）
6. 您是否曾尋求右腳踝或腳治療（請單選）？
　□未予理會（請跳至第 8 題）
　□自行處理　□中醫　□西醫　□中西醫
7. 治療右腳踝或腳方法為（可複選）
　□曾動手術　□曾復健　□按摩(推拿)
　□冷熱敷　　□吃藥　　□敷藥　□針灸
　□其他　　　　　　　　（請說明）
8. 您認為造成右腳踝或腳症狀的原因與目前的工
作有關嗎（請單選）？

　□全因工作造成的
　□一部份與工作有關，其他原因是　　　　　
　□不清楚
　□與工作無關，原因是　　　　　（請說明）
9. 您認為造成右腳踝或腳症狀的因素（可複選）
　□施力不當　□姿勢不良　□長時間工作
　□疲勞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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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ly demanding nature of massage therapy has revealed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s) among masseurs. A survey using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and BRIEF (Baselin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Ergonomic 

Factors) checklist was executed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masseurs to explore the WMSDs risk 

factors. Two hundred subjects and twelve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as paid volunteers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BRIEF assessmen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89.5% subjects had musculoskeletal complaints with at least one body part in the past 12 months. 

Lower back (65.9%), shoulder (64.8%), and hand/wrist (62.6%) obtained the largest musculoskeletal 

complaint rates. BRIEF results showed that hand/wrist and back had 100.0% of high risk scores for 

whole body massage and 100.0% and 83.3% for upper body massage, respectively. Neck obtained 

33.3% of high risk scores for both whole body and upper body massage.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er back, hand/wrist, shoulder, and neck were the body parts at high risk for masseurs. 

Improvement measures should be made to prevent the WMSDs in massag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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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機械故障之結合Hilbert-Huang轉換及階次跟蹤方法

論文

診斷機械故障之結合Hilbert-Huang轉換 
及階次跟蹤方法

沈育霖
1
　林忠賢

2
　康淵

2

1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　
中原大學機械研究所

摘要

本文針對非穩態運轉的機械探討其故障分析之方法，例如升降速階段因為非等速是一種

非平穩過程，無法符合頻譜分析方法對信號平穩性的要求，因此，不能用傅立葉轉換進行分

析處理，於是本文使用基於HHT(Hilbert-Huang Transform)的階次跟蹤方法來對非平穩信號進行

分析。首先對振動信號進行經驗模態分解得到信號的固有模態函數，再求各個固有模態函數 

Hilbert 轉換，得到信號的瞬時頻率及瞬時振幅並對應時間即可得HHT(Hilbert-Huang Transform)

時頻譜，從時頻譜中取兩個時間點之頻譜，觀察其轉速頻率及共振頻率。將各個瞬時頻率進而

求得脈衝信號對應到振動信號之再採樣時間，根據此再採樣時間對原始信號進行等角度重採

樣，最後對重採樣信號進行階次跟蹤分析可得到時間階次譜，同樣從時間階次譜中取兩個時間

點之階次譜，觀察其階次之幅值變化辨識是否故障。

關鍵字： Hilbert-Huang轉換、經驗模態分解、瞬時頻率、階次跟蹤、故障診斷

民國 101 年 7 月 5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6 月 1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6 月 1 日接受。 
通訊作者：康淵，中原大學機械研究所，32023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電子郵件信箱：yk@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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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早期的機器故障診斷方式是由專家或現

場維修人員透過量測儀器，從機器設備中提取

信號，結合專家判斷是否正常或故障成因，因

此過於耗費人力與時間，且判斷結果也因人而

異，非經長期培訓，難以為繼，導致成為維修

工作上最困難的一環，因此，近幾年運用監測

與診斷技術，若能在故障徵兆出現而未發生損

害之前，提早發現故障原因，在保養或維修期

間更換零組件，即能降低不必要的損失，也能

提高機器設備的可靠性。

Huang[1]於1998年發表Hilbert-Huang轉
換，使用信號本身為基底做信號分析，對於分

析非穩態及非線性信號相當適用，而對於HHT
可視化，則使用Hilbert轉換表示時間-頻率能量
圖。Weidong等人[2]對轉子-軸承-基座模型之
振動信號進行Hilbert-Huang轉換後的時間-頻率
能量圖，以檢視其故障特障。Zhidong等人[3]
利用Hilbert-Huang轉換之經驗模態分解，應用
於非穩態信號並有效估算瞬時頻率。Ruqiang等
人[4]說明Hilbert-Huang轉換於滾珠軸承振動信
號，能明顯地擷取出結構缺陷之暫態信號，而

監測滾珠軸承之運作狀態。Yuping[5]對滾珠軸
承，使用Hilbert-Huang轉換並計算邊際能量圖
以進行故障診斷。

Kang等人[6]使用頻譜分析方法對振動系
統進行旋轉機械故障診斷，在實際中得到廣泛

而成功的應用，傳統的頻譜分析方法是基於系

統信號的傅立葉轉換，對平穩隨機信號的分析

十分有效，因此對於頻率可變的非平穩信號就

顯得力不從心，因此Sokolov等人[7]提出的基
於再採樣之階次分析，是藉由轉軸的前一圈內

之平均轉速，以調整下一圈採樣頻率，達到再

採樣的目的。Hui[8]將待測信號以固定的採樣

頻率對非穩態升速的齒輪箱，利用階次跟踪進

行監測診斷。本文探討使用階次跟踪法，對非

穩態升、降的非穩態信號進行Hilbert-Huang轉
換分析。將待測信號以固定的採樣頻率利用階

次跟蹤進行監測診斷。其可對複雜之運轉件進

行階次信號分析。

Hilbert-Huang轉換分析

時域信號的Hilbert-Huang轉換流程，如
圖1所示，先以經驗模態分解，收斂到數個固
有模態函數，再將各固有模態函數經Hilbert轉
換，得到Hilbert頻譜，最後將Hilbert頻譜以時
間積分得到邊際頻譜(Marginal Spectrum)，邊際
頻譜表現了原始信號的瞬時振幅及瞬時頻率。

圖1　Hilbert-Huang轉換流程

經驗模態分解 ( E m p i r i c a l  M o d e 
Decomposition, EMD)將時域信號分解成固有
模態函數(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由於
EMD的基底是由構成原時域信號的時間函數
推導而來，所以具可適應性(adaptive)，而且
由於須將信號的特徵時間尺度定義成信號兩

個極值時間之差值，因此，信號須至少有兩

個極值(extrema)，其中一個極大值和一個極小
值，若無極值只有反曲點，可將信號微分一次

或多次，而使用信號微分函數的極值作為特

徵時間尺度。利用EMD解析出IMF的計算稱
為轉移過程(shifting process)，將解析出的IMF
再經過Hilbert轉換得到瞬時振幅(Instantaneous 
A m p l i t u d e )及瞬時頻率 ( I n s t a n t a n e o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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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用來處理非線性及非穩態信號。
原始量測信號即為第1個IMF的第0個分

量 ，針對 的局部極大值與局部極小

值使用三次樣條(cubic spline)得到極大值包絡

線 及極小值包絡線 ，再由極大值

包絡線與極小值包絡線得到均值包絡線(mean 
envelope) ，即

 ……………… (1)

其中 為極大值包絡線， 為極小

值包絡線。第1個IMF的第1個分量 則為

 ………………… (2)

進一步由 之極大值及極小值包絡線

求得 ，依此類推，第1個IMF的第k個分量
即為

 ……………… (3)

其中 為第1個IMF的第k個分量之均
值包絡線。如依次求至第1個IMF的第N1個分

收斂為止，收斂條件為柯西類型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SD)小於及等於0.3[1]，則
得到第1個IMF並定義為

 …………………………… (4)

如同前述第一個IMF的分解步驟，繼續求

第二個IMF的 、 直到 收斂為

止，得到第二個IMF之 ，以及如同前述步

驟依次求得 、 、… 、 至收

斂為止，其中 為第n個IMF，其收斂條件之
一為第n個IMF第0個分量 的均值包絡線平

均值 與第 個IMF初始信號 的均

值包絡線平均值 之差小於設定的收斂精

度。另一個收斂條件是當 形成為單調

遞增函數(Monotonic Functions)時，即

(單調遞增函數) ……… (5a)

(單調遞減函數) ……… (5b)

當達收斂精度或 成為單調函數

時，則停止經驗模態分解EMD，而得到n個
IMF如下：

 ………………… (6a)

 ………………… (6b)

…

………………… (6)

將式(6)全部加在一起來，得到原始時域信
號h10為

n

 ……………… (7)

因為 為實數的時間函數，取為 的

Hilbert轉換，得到

 ………………………… (8)

令複變解析函數 被定義為

 ………… (9)

其中 及 為 之瞬時振幅及瞬時

相位， 表示取實數部，即

 ……………… (10a)

 ……………… (10b)

因此瞬時頻率 由 之微分得到，

即：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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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式(7)的餘數 省略，又將原始時

域信號 表示指數函數型式如下：

 … (12)

其中 及 為時間t之第j個IMF之瞬

時振幅及瞬時相角 為時間t第j個IMF之瞬
時頻率，得到原始測量時間內量測的信號近似

函數之Hilbert頻譜(Hilbert Spectrum)，如下所示

 …………… (13)

若用Fourier將原始信號 展開，得到

 ……………………… (14)

比較式(13)和式(14)，可得知IMF是一個
廣義的Fourier展開式。同理，使用振幅的平方

使用振幅的平方 來代替振幅值，得到

Hilbert能量頻譜(Hilbert Energy Spectrum)。
將式(13)的Hilbert頻譜對時間積分，得到

原始量測信號之邊際頻譜

 ………………… (15a)

其中T為總時間。使用計算機運算，將式
(15a)表示為離散型式：

 …………………… (15b)

其中N為總採樣點數。運算時，原始信號
經EMD得到的數個IMF經Hilbert轉換而得瞬時
頻率及瞬時振幅，以頻率及時間分別為縱座標

及橫座標，將所有對應於瞬時頻 率及瞬時振幅
以灰度或色彩區別其大小，以時頻圖表現了頻

率與振幅關係的邊際頻譜 。

HHT與階次跟蹤之結合

1. 基於HHT計算瞬時頻率之再採樣時間
傳統階次跟蹤技術是將時域的非平穩

信號通過等角增量採樣轉變為角域的穩定

信號，需要在測試系統中安裝脈衝採樣裝

置，由轉速脈衝提供對原始信號實現等角

增量採樣的脈衝信號對應到振動信號之再

採樣時間 ，如式(8)所示，在此提出了由
Hilbert轉換求得每個固有模態函數的瞬時
頻率令為f(t)，並求得脈衝信號對應到振動
信號之再採樣時間 ，則

 ……………… (16)

其中N為等角度再採樣點數， 為等

角度間隔，k為0~N之間第k個採樣點。
對於旋轉機械升、降速階段，若f(t) 

滿足光滑連續條件，在局部範圍內用最小

二乘法以提高瞬時頻率f(t)計算之精度，即

 ……………………………………… (17)

振動信號由 至 的再採樣總數為

k，等角度再採樣共取信號k次，每次頻率
為 ，相隔兩次角度為 ，其

中 為原始取樣開始時間， 為等角度再

採樣第k個採樣時間，因此N個等角度時間
分別由下所示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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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為等角度再採樣點數，
2. 階次角域再採樣方法 

如上所述，根據所求出的脈衝信號對

應到振動信號之再採樣時間 ，利用線性插

值算法對振動信號進行插值，即可求出振

動信號在角域裡對應於採樣時間的幅值。

振動信號採樣值 之採樣時間 及

其原始採樣值 、 ，

及 為振動信號的原始採樣兩個相鄰時

間，以等角度間隔再採樣時， 為位於

及 之間的再採樣時間

；因為 基本上不會恰好對應某一個 ，

因此介於 及 之間的 ，使用線性插

值算法，即可求得等角度再採樣之振幅

如下所示

 ………………………… (19)

對角等角度再採樣之振幅 進行

傅立葉轉換，即可得到振動信號之階次

譜。階次跟蹤分析中，需要得知最大分析

階次範圍 ，方能解出等角度之間隔

，一圈等角度再採樣點數之ㄧ半，即

最大分析階次範圍，計算如下：

 …… (20)

以上所述之HHT結合階次跟蹤分析之流程
如圖2所示。

圖2　HHT結合階次跟蹤分析之流程

行星齒輪減速機之振動實驗

本實驗之目的為了模擬風力發電機組的

變速齒輪組故障情況以進行振動信號分析及故

障診斷。風力發電機組的風車葉片風力輸入，

經由增速齒輪箱將葉片轉速增大百倍，以傳動

發電機來發電，但發電機之運作產生電力造成

實驗危險，因此本實驗以反向類比風力發電機

組，由馬達傳動行星齒輪減速機，將馬達輸入

之轉速降低以帶動風扇，達到模擬風力發電機

組之目的。本實驗將模擬齒輪組正常運轉及轉

子偏心振動信號，使用Hilbert-Huang轉換、階
次跟蹤、細化譜等信號分析方法，以實驗探討

信號特徵與故障類型之關係。

實驗設備由行星齒輪減速機、DC無刷馬
達及其驅動器、馬達轉速控制器、脈衝光感轉

速計、加速規、頻譜分析儀、筆記型電腦、軸

套、風扇所組成。加速規以蜜蠟黏著於減速機

機殼上，量測垂直方向加速度，轉速計之感測

器設置於減速機輸出軸之反光貼紙，感測器與

軸面間隙在1mm至1.3mm之間。
以馬達控制器變轉速模擬風力機之隨風速

變速及運轉情形，得到非平穩振動信號。行星

齒輪減速機由DC無刷馬達傳動，行星齒輪減速
機之輸入為太陽齒輪，輸出為行星支架，在輸

出軸上銜接一軸套及風扇。加速規及轉速計量

測的信號由頻譜分析儀低通濾波、A/D轉換、
時間採樣及暫存後由電腦記錄存取數位信號。

行星齒輪減速機之運行狀態為正常、葉片輪質

量偏心(unbalance)，2種運行狀態各採樣3組振
動信號，2組振動信號之馬達轉速變化並不相
同，最後分別分析此2種運行狀態之振動信號。

減速機正常之測試信號1，如圖3所示，根
據其脈衝信號得到測試信號1之轉速隨時間的
變化如圖4所示。故障型態為在風扇一葉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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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一質量14g之黏土塊，其位置與風扇轉軸中
心距離15cm，使其發生葉片輪質量偏心，減速
機故障之測試信號2如圖5所示，同業根據其脈
衝信號得到測試信號2之轉速隨時間的變化如
圖6所示。

圖3　 測試信號1 之原始時域振動信號及
脈衝信號

圖4　測試信號1 之轉速隨時間的變化

圖5　 測試信號2 之原始時域振動信號及
脈衝信號

圖6　測試信號1 之轉速隨時間的變化

將原始時域信號進行經驗模態分解

(EMD)，信號分解成七個固有模態函數(IMF)，
其中第七個IMF為殘餘量，將七個IMF分別進
行Hilbert轉換以求得七個瞬時頻率及瞬時振幅
並對應時間0到8秒即可得測試信號1（正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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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0到8秒之HHT時頻譜，可看出如轉速曲線
型狀之各個轉速頻率及各個，經Hilbert-Huang 
分析法得到測試信號1之時頻圖如圖7所示。其
第2.55秒及第2.95秒瞬時的頻譜及瞬時階次譜
分別如圖8及9所示。

圖7　測試信號1 之HHT 時頻譜

(a)第2.55 秒

(b)第2.95秒

圖8　測試信號1 之瞬時頻譜

(a)第2.55秒

(b)第2.95秒

圖9　測試信號1 之瞬時階次譜

同理，經Hilbert-Huang分析法得到測試信號
2之時頻圖如圖10所示。其第3.95秒及第4.95 秒
瞬時的頻譜及瞬時階次譜分別如圖11及12所示。

圖10　測試信號2之HHT時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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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3.95秒

(b)第4.95秒

圖11　測試信號2 之瞬時頻譜

(a)第3.95秒

(b)第4.95秒

圖12　測試信號2 之瞬時階次譜

實驗分析結果討論

如圖7中取測試信號1兩個時間點2.55秒及
2.95秒觀察其頻譜，如圖8所示，可以發現共振
頻率約為12(Hz)、72(Hz)、136(Hz)、210(Hz)、
246(Hz)、320(Hz)、450(Hz)、666(Hz)、
758(Hz)、790(Hz)、820(Hz)、900(Hz)。再將
此七個瞬時頻率進行階次跟蹤分析求得其角域

再採樣信號，將此七個角域再採樣信號進行疊

加，對此疊加後之角域再採樣信號進行傅立葉

轉換即可得到測試信號1之0秒到8秒時間階次
譜，如圖9所示，從圖中同樣取兩個時間點2.55
秒及2.95秒觀察其階次譜，可以明顯看出太陽
齒輪齒數27 order及其二倍階次54 order。

偏心故障狀態之測試信號，同樣將此段振

動信號進行經驗模態分解(EMD)，信號分解成
七個固有模態函數(IMF)，其中第七個IMF為
殘餘量，將七個IMF分別進行Hilbert轉換以求
得七個瞬時頻率及瞬時振幅並對應時間0到8秒
即可得測試信號2（偏心狀態）0到8秒之HHT
時頻譜，從圖10中取兩個時間點3.95秒及4.35
秒觀察其頻譜，如圖11所示，可以發現共振頻
率約為14(Hz)、140(Hz)、196(Hz)、310(Hz)、
322(Hz)、440(Hz)、460(Hz)、482(Hz)、
666(Hz)、762(Hz)、900(Hz)。再將此七個瞬時
頻率進行階次跟蹤分析求得其角域再採樣信

號，將此七個角域再採樣信號進行疊加，對此

疊加後之角域再採樣信號進行傅立葉轉換即

可得到測試信號2之0秒到8秒時間階次譜，如
圖12所示，從圖中同樣取兩個時間點3.95秒及
4.35秒觀察其階次譜，可以明顯看出太陽齒輪
齒數27 order及其二倍階次54 order，其27 order
及54 order之幅值比正常狀態大將近兩倍，反應
出其葉片輪質量偏心之故障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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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非穩態運轉的機械其非等速造成頻率隨時

間的變化也是一種非平穩過程，基於Hilbert-
Huang轉換的分析結果，其特徵頻率隨時間的
變化，因此本文提出之結合階次跟蹤的方法來

對非平穩信號進行分析。其特徵階次不隨時間

變化，因此具有故障信號特徵平穩的優點，觀

察其轉速頻率階次之幅值變化益於辨識是否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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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pplies the planet gear deceleration machine for fault diagnosis analysis of study, 

Because of the gear rises to change down the stage is one kind of unsteady process, is unable to 

conform to Fourier to transform to the signal stable request, therefore, cannot use conventional the 

spectral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processing, so this use  of  order  tracking  based  

on  Hilbert-Huang  transform  method  to  analyze  unsteady signal. At first carries on the experience 

modality decomposition to the vibration signal to obtain the signal inherent modality function, Then 

obtained for each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of the received signal after Hilbert transform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and instantaneous amplitud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time then you can get HHT time 

frequency spectrum then takes spectrum of two time points from the time frequency spectrum, observe 

the rpm frequency and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then obtains the signal impulse by each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to correspond the vibration signal the resampled time, according to this resampled time 

to the original signal carries on resampled in angle-domain, finally using order tracking  to analyze 

resampling signal.  The simulated signal and the example analysis has confirmed this method accuracy 

and the reliability, then takes order spectrum of two time points from the time order spectrum, 

observed whether the fault by order amplitude changes.

Keywords:   Hilbert-Huang Transform,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Instantaneous Frequency,  

Order Tracking, Fault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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