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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壓縮機是石化製程中最關鍵的設備，在工業4.0的推動下，許多產業界機具的智慧狀態診

斷與預知維護概念紛紛被提出中，預知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簡稱PdM）是以狀態為

依據(Condition Based)來預測設備狀態未來的運作趨勢，預知維護不僅能優化設備的運作時間

和性能，並減少預防性維護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提升企業在製程安全管理的能力。

本研究的目標是提出一套應用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知維護方法，以預知跳

機時間。我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採用了五種不同的數值分類器，運用於氣體壓縮機上振動、壓

力、溫度等三種不同類型的大數據感測資料上，以評估分類器的適用性與感測資料類型的重

要性順序。本研究則由國內的石化業大廠取得4筆由開機運行至意外停機的空氣壓縮機感測資

料，其總時間長度約185天的連續感測資料來開發本系統的預測維護模組。為了有效的達到預

測成效，此階段訓練資料是利用集成學習(ensemble learning)的方法，通過構建並結合多個學習

器來完成致慧預測維護系統。該系統包含不同類型的個體學習器，集成異質的(heterogeneous)

學習算法，通過將多個學習器進行組合，獲得比單一學習器顯著優越的泛化性能與評估能力。

最後選定ensemble learning bagged trees為準確度高且訓練速度快的分類器模型，能夠得到

泛化性能強的效果，將集成中的個體學習器儘可能相互獨立，使各學習器儘可能具有較大的差

異。該模型的預測準確率高達99.9%。此外，為了驗證此一開發策略的推廣可行性，我們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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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類型相同但汽缸數不同的壓縮機實施相同的感測資料分析與模型建構策略，其總時間長度

約93天的連續感測資料來開發該壓縮機的預測維護模組。模型最後的準確率亦高達99.99%，顯

示此一開發策略能推廣至其他石化廠的壓縮機（或其他設備），是極佳的推廣策略。未來研究

方向可應用於其他類似的設備，針對各類別的感測訊號做分析，希望不只能預測需要維護的時

間，也能夠偵測可能故障的部位，節省停機維修或保養的時間，得到更通用的智慧預知維護方

法。

關鍵字： 壓縮機、物聯網、大數據、機器學習、集成式學習



143

應用於石化業關鍵設備之集成式智慧預知維護系統

前言

石化業的製程安全管理中牽涉到關鍵設

備的機械設備完整性，已由過去事件發生時才

採取措施的反應式(Reactive)管理，逐漸演化
到預測式(Predictive)管理，本研究的目標是提
出一套應用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

知維護方法，以預知跳機時間。我們之前的研

究中採用了五種不同的數值分類器，運用於氣

體壓縮機上振動、壓力、溫度等三種不同類型

的大數據感測資料上，以評估分類器的適用性

與感測資料類型的重要性順序[1-3]。預知維護
（Predicted Maintenance，簡稱PdM）[4-9]是以
狀態為依據(Condition Based)的維修，透過物聯
網監測生產製程中的各項參數，並將所彙集的

各類大數據資料進行分析預測，再以預測結果

來輔助決策，做為安全管理最重要手段。此目

標在於盡可能延長系統/元件在故障發生前的使
用時間，預知跳機時間，避免危險性跳機，提

升安全管理績效。然而維修保養的目的在於透

過維修來確保系統功能，並於系統故障時加以

修復。故如何提早預測機具需真正維修的時間

點再進行維修，以降低保養成本並增加機具生

產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其最佳保養成本模式

分析示意圖如圖1所示，最理想的模式應該是
經由預知維修系統來判斷出機具的狀況，在對

的點做正確的決策才能使總成本最佳化。

圖1　最佳保養策略模式示意圖

然而進階到工業4.0及巨量資料的時代，製
程監測資料及產品品質的資料均可方便取得，

因此，對於製程的監控、管制與優化都是有利

的時機，量測資料與運作方式跟過去相比，主

要有以下差異：1.資料維度由單變量進到多變
量、高維度；2.資料結構由同質性的資料表格
進到性質冏異的資料集；3.資料收集由靜態進
展到動態、非靜止的；4.監控重點由平均數進
到離散程度、相關性；5.製程監控由鬆散的進
到結構式[10]。發展預測維度能提昇運轉風險
管理層次，可使維修計畫有更好的安排，減少

生產線的損失，更重要的，確保人員的安全。

在降低運轉風險的同時，經濟效益也明顯的提

高。因此，透過預知性維護提升運轉安全包括

兩層含義：一是故障預測，即預先診斷部件或

系統完成其功能的狀態，確定部件正常工作的

時間長度；二是健康管理，即根據診斷/預測資
訊、可用資源和使用需求對維修活動做出適當

決策的能力。

本研究的目標是延續我們先前的研究，

針對一部石化業重要製程之壓縮機，利用物聯

網、大數據資料分析與機器學習等技術，發展

出應用於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知維護方

法，以預知跳機時間，避免危險性跳機，進而

提高生產效益，提升安全管理績效與我國石化

業的製程安全。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團隊訪視了某幾大型石化廠，探

究其基本監測包括視覺監測、聽覺監測、操作

參數監測、溫度監測、磨耗粒子監測及振動監

測等，同時參考現有物聯網技術標準、分析方

法、資料判讀方式，設計規劃石化業關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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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知維修保養診斷技術所需的技術標準及執行

架構。由於壓縮機屬於心臟地位的關鍵轉動設

備，本身佈建有為數可達數十個不同參數的

感測器，並且以極為密集的方式採樣（例如：

7.5-300 μs），其資料維度高，且資料量極為龐

大。因此，運用機器學習進行感測資料的特徵

擷取，並且尋找最有效率的分析計算方式，為

此階段最大的目標。

近年來，隨著硬體快速進步，深度學習、

人工智慧的熱潮又再一次使機器學習快速且廣

泛的運用在各個領域。所謂的機器學習，是希

望電腦能夠自行從資料中訓練出一套模型，讓

模型能夠快速且精準的處理問題。而訓練模型

有幾項重要的部分：第一部分為資料觀察和前

處理，觀察手中的資料並將不需要的部分去

除，去除的越乾淨則模型越能精準的學習；第

二部分為特徵擷取及選擇，若分析出有用的特

徵則可增強模型的準確度；第三部分為模型的

選取，要針對資料的特性及所要解決的問題選

擇合適的機器學習模型，像是迴歸或分類問題

就有不同的模型可以嘗試，每種資料用不同模

型則分類效果不同，以找出最適合、效果最好

的機器學習模型。其中，集成學習器的優點是

通過將多個學習器進行組合，常可獲得比單一

學習器顯著優越的泛化性能。

本研究由國內的石化業大廠取得4筆由開
機運行至意外停機的壓縮機感測資料，每筆

運行時間長度皆超過一個月，其總時間長度

約185天的連續感測資料來開發本系統的狀態
預測模組。每筆資料共有67個不同的感測器所
收集的數據，感測器的資料類別包含振動（20
個，單位um）、壓力（11個，單位kg/cm2

）與

溫度（36個，單位℃）等三大類資料。每個感
測器每十秒會記錄一個數值(10 Hz)，所有記錄
資料中每個感測器共有1,594,384筆數值。換句

話說，我們所用來開發狀態預測模組的資料約

共有1,594,384*67≈1億682萬多筆的數值，是非
常龐大的一筆數值資料。選擇這四筆歷史資料

是因為其運轉總時間長度超過30天，可藉此長
時間的歷史資料中較易觀察出壓縮機狀況由正

常運轉到異常停機的趨勢。本研究用來建構預

測模型的資料之採樣率一樣為1/10 Hz，沒有經
過降頻取 (down sampling)。

運用集成式學習分類器建構智慧預測維

護模型開發流程示意圖如圖2所示，取得壓縮
機感測資料後，須對資料進行一些前處理的程

序。我們將前兩天的所有感測資料去除以排除

機器剛運轉時狀態還不穩定的情形，避免在之

後訓練分類器時成為學習特異值，造成分類器

的學習混亂而分辨準確率下降。接著，我們對

感測資料進行人工標記，從整筆紀錄資料的

最後一個資料點至往前7天之間的資料標記成
abnormal_LV 3（代表機具狀態極度不佳，須
立即停機檢測），整筆紀錄資料的最後一個點

往前8至14天之間的資料標記成abnormal_LV 2
（代表機具狀態不佳，建議停機檢測），從整

筆紀錄資料的最後一個點往前15至21天之間的
資料標記成abnormal_LV 1（代表機具狀態出
現異常，建議安排維護人員做初步檢測），其

他資料點標記成normal（代表機具運作狀態正
常）。換句話說我們把整筆資料分成4種不同
的機具狀態類別，預測系統最早能在意外停機

前的21天便可預知檢測出機具狀態異常。接
著，我們根據感測器的資料類別進一步把資料

分成振動、壓力與溫度等三個不同的資料子

集。我們希望藉此來探討在所有感測資料類別

中，找出哪一種感測資料類別是預知維護機具

狀態的關鍵與其重要性之順序。最後一個步驟

是將每個類別隨機挑選出50%的樣本（349,680
筆）來當成訓練資料集來訓練分類器，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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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樣本（349,684筆）則做為測試資料集來評
估系統的準確率。

圖2　 運用集成式學習分類器建構智慧預測
維護模型開發流程示意圖

在訓練與測試模型時，Normal和abnormal-
LV1-3都分別使用全部資料的50%，即訓練
資料集與測試資料集不重複，故無過度擬和 
(overfitting)的問題。總歸上述，正常事件的數
目共868,624個，非正常事件的數目(abnormal 
LV1-3)共725,760個，正常與非正常的比例
為 1.2:1。在訓練資料集中，正常事件數目共
434,312個，非正常事件數目共362,880個，正
常與非正常的比例為1.2:1；在測試資料集中
正常與非正常的數目與比例和訓練資料集是一

樣的。因為正常資料與非正常資料的比例為

1.2:1，兩者間的比例差距沒有太大，避免了用
來建構預測模型的資料集資料平衡的問題。

前處理完成後，我們分別利用增強樹分類

器(Boosted Trees)[11]、袋裝樹分類器(Bagged 
Trees)[12]、子空間判別法分類器(Subspace 
Discriminant)[13]、子空間最近鄰居法(Subspace 
KNN)[14]、隨機欠抽樣樹(RUSBoost Trees) 
[15]等集成式學習法(ensemble learning)的機器
學習分類器來進行學習訓練與效能評估。使用

數值分析軟體Matlab來進行各種模型訓練，模
型若完成訓練會顯示準確率，當全部的模型訓

練完後，我們會對整體準確率與所判斷出的混

淆矩陣來選擇要採用的模型，希望藉由不同的

分類器來探討適合石化業壓縮機感測資料的機

器學習模型。

結果與討論

研究中嘗試使用各種分類器來訓練模型，

與使用全部類別的資料進行訓練及預測相較之

下，結果顯示使用全部類別的感測資料，能達

到最佳的準確率，故我們決定保留全部感測數

值輸入的方式以維持較高的準確率。結果以

ensemble learning bagged trees分類器模型為最
高，且訓練速度快。

該模型在訓練資料集的混淆矩陣如圖3所
示。橫軸方向為真實的標記答案，縱軸方向

為模型的預測的答案。綠色部分為真實標記

答案與模型預測答案一致的部分。反之，紅

色部分為真實標記答案與模型預測答案不一

致的部分，即預測誤判的次數。由下圖可知

在共797,192筆驗證訓練資料中，此模型只誤
判了8筆，其模型在訓練資料集的整體準確率
高達99.99%(797,184/797,192)。我們事後把該
預測模型儲存成可存取的*.M（數值分析軟體
Matlab變數）格式，以便再次進行測試驗證。

圖3　 驗證壓縮機K8訓練資料經由模型預
測後的混淆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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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全部的原始資料（1,594,384筆）輸入
模型來驗證模型之準確性，其驗證結果如下圖

所示。在四次壓縮機運行事件中，後三次運行

事件中模型皆完美預測機具之狀態。唯獨在第

一次的運行事件中共有111次的誤判，但其準
確率仍有99.96%。後續可使用連續累積事件之
門檻值來再次確認機具狀態的可能性，以再次

提高準確率。另外，我們亦使用10組交叉驗證
(Cross Validation)的方式來驗證，最後整體準確
率結果為99.99%。雖然我們開發的預測維修模
型整體準確率很高，但是在本研究中仍有一些

應用限制。因為我們選擇建立模型的是歷史資

料都是連續紀錄長度超過一個月的，對於小於

21天的短期跳車事件可能無法有效預測。

圖4　 壓縮機K8原始資料的標記答案與模型預
測結果

為了探討本預測維護模組之開發策略的

推廣可行性，我們使用與2B(K8)壓縮機建構模
型的相同策略步驟來建構另一台1B(K6)壓縮機
的模型，訓練資料一樣是從國內的石化業大廠

取得2筆由開機運行至意外停機的空氣壓縮機
感測資料，每筆運行時間長度皆超過一個月，

其總時間長度約93天的連續感測資料來開發本
系統的狀態預測模組。每筆資料共有49個不同
的感測器所收集的資料，感測器的資料類別包

含振動（15個，單位um）、壓力（6個，單位
kg/cm2

）與溫度（28個，單位℃）等三大類資
料。每個感測器每十秒會記錄一個數值，所有

記錄資料中每個感測器共有808,562筆數值。換
句話說，我們所用來開發狀態預測模組的資料

約共有808,562*49≈3961萬多筆的數值。
資料前處理與資料標記的方式因為一

樣，故我們省略描述。只有在前處理的最後

一個步驟是將每個類別隨機挑選出50%的樣本
（404,281筆）來當成訓練資料集來訓練分類
器，剩下的50%樣本（404,281筆）則做為測試
資料集來評估系統的準確率。

我們一樣使用ensemble learning bagged trees
分類器來建構模型。所得到訓練資料集的混

淆矩陣如圖5所示。橫軸方向為真實的標記答
案，縱軸方向為模型的預測的答案。綠色部

分為一致的部分；反之，紅色部分為不一致的

部分，即預測誤判的次數。由下圖可知在共

404,281筆驗證訓練資料中，此模型只誤判了
9筆，其模型在訓練資料集的整體準確率高達
99.99%(404,272/404,281)。我們事後把該預測模
型儲存成可存取的*.M（數值分析軟體Matlab變
數）格式，再次進行測試驗證。研究中全部的

原始資料（808,562筆）輸入模型來驗證模型之
準確性，其驗證結果如圖6所示。在兩次壓縮機
運行事件中，模型皆有效預測機具之狀態。

圖5　 驗證壓縮機K6訓練資料經由模型預
測後的混淆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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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壓縮機K6的原始資料的標記答案與模型
預測結果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國內的石化業之壓縮機感測資

料來開發預知維護保養的方法，由研究結果可

知，相同的建模策略套用在兩台汽缸數不同且

感測器數量也不同的壓縮機上，都能達到高準

確度的預測。因此可以驗證集成式機器學習方

法非常適用於開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

慧預知維護方法，故此一開發策略如能推廣至

其他石化廠的壓縮機（或其他設備），是極佳

的推廣策略。要注意的是未來供其他事業單位

使用時，感測資料格式、各項參數資料等之必

要資訊內容須導入系統建模的策略裡，同時應

該活用不同類型的分類器，如此一來也可讓系

統在改進使得更有應用上的彈性。未來我們需

再檢測更多的感測資料以及嘗試針對各類別的

感測訊號做分析，希望不只能預測需要維護的

時間，也可以偵測可能故障的部位，節省停機

檢查維修或保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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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 unplanned stop causes extremely high costs. It results in an 

unscheduled downtime with no possibility to continue production, unplanned maintenance costs are 

a lot higher than planned maintenance. A shutdown would cause production downtime, and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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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ethods. In previous 

study, we finished an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intelligent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ethod for key equipment i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Five different numerical classifier were used 

in compressors on the vibration, pressure, temperature types of sensing data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lassifi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ype of data.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data 

from petrochemical plant compressor which length of approximate 185 days to different numerical 

classifier were used in compressors on the vibration, pressure, temperature types of sensing data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lassifi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ype of data. For the 

further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ensemble learning classifier to help us to evaluate the equipment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result of trained model, bagged trees classifier (one of ensemble learning classifiers) 

who present the highest accuracy and learn faster than most of other classifier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prove our methodology is easy to implement on other similar equipment. Our group get 

the data from petrochemical plant compressor (same type, but it with six cylinders) which length of 

approximate 93 days. Using of the same methodology, the accuracy can also achieve 99.99%. It mean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ing strategy is very suitable for compressor.

In future, in order to develop a generalize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system with high accuracy, 

more short-term data or featur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es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uld be 

able to expand to other similar equipment. Try to find out the failure mode and the failure causes, to 

accomplish re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dictive maintenance.

Keywords:   Compressor,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 Ensemble lear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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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密閉測試儀將智慧型手機用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充電至飽電狀態下加熱至

過熱狀況，使鋰離子電池產生熱失控。使用蘋果的iPhone 5, iPhone 6, Samsung Note 3, Samsung 

S5四款手機用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失控最高溫度均超過電解液成份有機碳酸酯的自燃溫度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AIT)。Samsung S5的電池放熱起始溫度最低約在117˚C。四種電池的

最大升溫速率介於4,422至11,860˚Cmin-1
之間。Samsung Note 3的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時

表現出最嚴重的熱危害，最高溫度與最大升溫速率高達675.6˚C and 11,860.0˚Cmin-1
。

關鍵字：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密閉測試、自加速放熱、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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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世界超過百次的Note 7火災或爆炸
事件報導後，美國聯邦航空總署(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於2016年10月14
日宣布美國國境內的民航機嚴禁攜帶Samsung 
Note 7智慧型手機上飛機，因此三星電子公司
終於決定將全世界已經發行的Note 7手機下市
與回收。手機用的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設計

及安全性再度引起全球的重視。2017年1月23
日Samsung公司公布調查結果：1.第一家電池
供應商：第一批出問題的電池在右上角設計不

良，負極可能因偏移而發生短路現象；第二批

電池的問題是電池正負極的焊接缺陷或隔離膜

太薄，因此電池可能因接觸而短路。2.第二家
電池供應商：此種電池的問題在於絕緣膠帶固

定不良，可能引起短路[1-3]。智慧型手機的鋰
離子電池，在全世界各地陸續發生超過百次的

燃燒爆炸事件，除了三星Galaxy Note 7全面召
回，超過50億美元的損失之外，即使是剛剛公
開販售的蘋果iPhone 8，亦已經發生約十起鋰
電池膨脹事件，雖然件數還不多但是遍及六七

個國家。報導指稱一些蘋果iPhone 8充電過
夜，會造成“battery failure＂，造成相當大的
關注。

鋰離子電池的熱失控研究通常分成全電

池與材料成份兩部分進行特性研究，商業用鋰

離子電池因其正負極材料、電解液、隔離膜及

內部構造等，都視為商業機密，不易取得詳細

資料，因此商用鋰離子電池大都以研究整顆電

池的特性為主。目前商用鋰離子電子有錢幣形

(coin type)、袋形(pouch type)、方形(prismatic 
type)與圓柱形(cylindrical type)。商業上圓柱形
鋰離子電池以18650（長度65mm x 直徑18mm）
最普遍，作成各式模組應用於PC、NB、Power 

bank、個人手持電子設備與電動車。知名美國
Tesla Motors公司的Model S 的電力系統共用了
約8,600個capacity為3,400mAh的Panasonic 18650 
B，創下電動車續航力約400公里的世界紀錄。
智慧型手機由於內部置放電池空間受限則採用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但是目前對此類型電池

的重量、大小、電容量、材料、工作電壓與內

部設計及構造，尚未有國際標準規定。鋰離子

電池的安全工作視窗(safe operation window)侷
限於一定的溫度與電壓及電流範圍內，由於各

鋰離子電池製造商的所採用的材料、內部設計

與製造不同，因此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安全

特性不完全相同，急需近一步研究。鋰離子電

池可能因內短路、外短路、過度充電、過度放

電、刺穿、碰撞與過熱等失誤，造成升溫，如

果上述原因造成的放熱無法移除，溫度繼續上

升至130與160˚C之間，PE與PP的隔離膜融毀
後，持續的放熱反應升高至約200˚C的臨界溫度
後，鋰離子電池會在10秒內因接觸式內短路的
表面高溫劇烈產生熱失控，以超過5,000˚Cmin-1

的速率達到500˚C以上甚至1,000˚C的高溫。由
於伴隨大量不可凝結的氣體及超過自燃溫度的

有機碳酸酯分解的易燃蒸汽，鋰離子電池熱失

控的後果就是嚴重的爆炸伴隨火燄噴出，影響

距離估計約2米甚至更遠。
全電池的熱失控通常以絕熱卡計（如加

速熱卡計ARC）或以外部加熱至鋰離子電池
過熱後而產生熱失控行為[4-8]。不管是ARC
或自行研發的測試儀器均需克服將不同尺寸的

商用鋰離子電池置入儀器的加熱爐並接上溫

度、壓力與電壓等訊號測試元件，有一定的難

度需要克服。由於ARC的爐體比較小，目前
發表的文獻大都用於研究18650鋰離子電池的
熱失控現象，無法應用於較大長與寬的硬式方

型鋰離子電池。本研究自行設計一個較大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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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加熱系統以改進ARC無法測試硬式方型
鋰離子電池的困難，另外需克服熱偶與硬式

方型鋰離子電池的溫度量測及熱失控時劇烈

放熱可能的電池跳動問題。本研究延續先前

實驗室已經成功設計出可以量測14500（長度
50mm x 直徑14mm）、18650（長度65mm x 直
徑18mm）及電池正極材料熱失控行為的密閉
測試設備[9-12]。此研究設備的加熱爐體與測
試罐加以放大，以符合智慧型手機硬式方型鋰

離子電池的尺寸。本研究目的在量測全世界知

名市佔率前兩名的蘋果與Samsung手機所使用
的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熱失控特性。為符合

本研究測試罐體尺寸、支撐架穩定的固定與熱

偶良好的接觸，共選定四種硬式方型鋰離子

電池進行熱失控特性測試，分別為iPhone 5、
iPhone 6、Samsung S5與samsung Note 3的硬
式方型鋰離子電池。藉由量測1.放熱起始溫度
(the exothermic onset temperature (Tonset))；2.臨
界溫度(the crucial temperature (Tcr))；3.最高溫
度(the maximum temperature (Tmax))；4.最大
自升溫速率(the maximum self-heat rate ((dT/dt)
max))；5.以視窗觀查氮封狀態下的熱失控是否
引發自燃。在依照上述結果判定硬式方型鋰離

子電池的相對安定性與失控特性的嚴重程度以

及失控時在氮封環境下會不會自燃。

實驗

1.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

從電池供應商購得全新的四種硬式方型鋰

離子電池， 表1列出這些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
的規格。

表1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規格

智慧型手機 HPLIB型號 電容量
(mAh)

開路電壓
(V)

尺寸(長 x 寬)
(mm x mm)

質量
(g)

iPhone 5 LIS1491APPCS 1440 4.30 90 x 30 23.47
iPhone 6 616-0807 1810 4.35 100 x 35 28.35
Samsung 
Note 3 B800BC 3200 4.4 80 x 53 48.61

Samsung S 5 i9600 2800 4.4 85 x 40 41.68

2. 密閉測試設備

本研究使用自行設計的密閉測試設備，設

計原理遵守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密閉測試的規範[13]，功能與
RSST(Reactive System Screening Tool)或TSU 
(Thermal Screening Unit)類似，用以測試放熱或
失控反應的危害特性。操作溫度範圍為30˚C至 
450˚C，可進行升溫掃瞄或等溫實驗。
(1) 加熱系統

加熱器內置一個215mm x 150mm圓桶
型石墨爐並配備控制系統，升溫速率可以

控制在0.1 Kmin-1 to 10Kmin-1
之間。本研

究採用1Kmin-1
的升溫速率以維持實驗數

據良好準確度與精密度。

(2) 反應罐
密閉測試儀有三種反應罐可選用，各

為球形、小桶型高壓釜與中型圓桶罐，體

積各為25ml, 100ml and 3,000ml, 由不鏽鋼
製作而成，可耐壓100 bar。本研究的硬式
方型鋰離子電池，以體積為3,000ml中型
圓桶罐進行熱失控實驗。

(3)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支撐架
支撐架以四支不鏽鋼圓桿焊接於上下

各一個平盲板上，上方盲版提供兩支熱偶

接頭固定設計，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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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熱偶以兩玻璃及螺桿與螺帽固定。熱偶

的測量位置選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中心垂

直線的上下各1cm的位置，量測其表面溫
度。

圖1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
與支撐架及熱偶安裝
的示意圖

結果與討論

1.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危害分析

熱失控的熱危害分析常以放熱起始溫度

(Tonset)、臨界溫度(Tcr)、最高溫度(Tmax)與最
大升溫速率((dT/dt)max)作為評估的參數，如表
2。

表2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危害分析的參數

Tonset (˚C) Tcr (˚C) Tmax (˚C) (dT/dt)max
(˚C min-1)

最低 最低 最高 最高

註：Tonset自加速放熱速率高於1.5˚Cmin-1
的溫度

　　Tcr自加速放熱速率高於100˚Cmin-1
的溫度

2.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曲線

所有的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室溫加熱

至250˚C的過程中均會產生熱失控現象，超過
臨界溫度約195˚C之後，以高於3,000˚Cmin-1

的升溫速率劇烈進行熱失控反應。圖2為用於
Samsung Note 3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熱失控實
驗曲線圖。Samsung Note 3硬式方型鋰離子電
池熱失控行為的放熱起始溫度(Tonset)、臨界溫
度(Tcr)、最高溫度(Tmax)與最大升溫速率((dT/
dt)max)各為144.0˚C (lowest of TC2 in exp.1)， 
189.1˚C (lowest of TC1 in exp.1)，675.6˚C 
(highest of TC1 in exp.1) and 11,860.0˚Cmin-

1 (highest of TC1 in exp.2)。蘋果iPhone 6硬式
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行為的放熱起始溫度

(Tonset)、臨界溫度(Tcr)、最高溫度(Tmax)與
最大升溫速率((dT/dt)max)各為173.9˚C (lowest 
of TC1 in exp.2)，189.1˚C (lowest of TC1 in 
exp.2)，585.9˚C (highest of TC1 in exp.2) and 5, 
138.0˚Cmin-1(highest of TC1 in exp.2)。圖3為蘋
果iPhone 6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的熱失控實驗
曲線圖。本研究四種手機電池熱失控特性數據

整理於表3。EC、DEC、DMC 及PC的自燃溫
度(Auto-ignition temperatures (AIT))各為465、
445、465與425˚C[14]，從表三最高溫度可知
這幾款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後，在大氣

環境下必定引起電池自燃。 Samsung Note 3硬
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行為表現出最具危害

性的最高溫度(Tmax)與最大升溫速率((dT/dt)
max)各為675.6˚C (highest of TC1 in exp.1) and 
11,860.0˚Cmin-1(highest of TC1 in exp.2)，原因
可能是此款電池具有最高的3,200mAh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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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amsung Note 3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
熱失控曲線 圖3　 iPhone 6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

曲線

表3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數據

HPLIB Mass loss after 
runaway (g)

Tonset (TC1)
(˚C)

Tonset (TC2)
(˚C)

Tcr (TC1)
(˚C)

Tcr (TC2)
(˚C)

Tmax (TC1)
(˚C)

Tmax (TC2)
(˚C)

(dT/dt)max
(TC1) 

(˚Cmin-1)

(dT/dt)max
(TC2) 

(˚Cmin-1)
I phone 5 (exp.1) 17.5 170.9 172.7 221.0 216.7 443.2 415.8 5310.0 2736.0
I phone 5 (exp.2) 19.3 164.9 162.1 207.5 207.7 489.7 482.9 5235.0 3575.0
I phone 6 (exp.1) 25.5 188.0 188.8 230.2 231.6 537.1 537.0 4422.0 4464.0
I phone 6 (exp.2) 21.6 173.9 174.3 213.1 210.6 585.9 522.9 5138.0 4150.0

Samsung Note 3 (exp.1) 37.4 146.0 144.0 173.8 167.6 675.6 451.0 11124.0 2591.0
Samsung Note 3 (exp.2) 35.2 153.0 151.0 199.3 197.2 665.3 451.8 11860.0 2762.0

Samsung S5 (exp.1) 34.1 121.0 117.0 134.0 130.6 290.0 469.0 1460.0 3180.0
Samsung S5 (exp.2) 36.1 140.3 139.0 154.6 152.3 289.1 287.2 2435.0 1001.0

註： Samsung S 5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三次熱失控實驗時，電池產生的氣體與膨脹，將兩支熱偶推開，以致實驗數據不完整。

3.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特性分析

(1) 放熱起始溫度
各種卡計量測商用18650鋰離子電

池，放熱起始溫度介於104至239˚C之
間，與電容量、正極材料、飽電率( the 
state of charge (SOC))、卡計靈敏度與電
解液成份有關[6,7,11,15-17]。本研究第一
次量測得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行

為，各款的熱失控放熱起始溫度162.1˚C 
(iPhone 5 in TC2 of exp.2)、173.4˚C (iPhone 
6 in TC1 of exp.2)、144.0˚C (Samsung Note 
3 in TC2 of exp.1)與117.0˚C (Samsung S5 

in TC2 of exp.1)。鋰離子電池為提高電
容量，正極材料通常採用Ni含量較高的
LiNi0.8Co0.15Al0.05O2（NCA材料，Panasonic 
1 8 6 5 0鋰離子電池用正極材料，Te s l a 
Model S電動車採用）或LiNi1/3Mn1/3Co1/3O2

（NMC材料，Samsung SDI鋰離子電池用
正極材料，BMW電動車採用），正極材
料Ni含量越高，與EC反應的放熱起始點
及放熱峰溫度越低，熱安定性較差[18]。
蘋果iPhone 6及iPhone 5的硬式方型鋰離
子電池熱失控起始溫度較高，呈現出比

Samsung手機電池高的熱安定性，依此推
測此兩款iPhone手機電池材料參配較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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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LiFePO4。 
(2) 臨界溫度

鋰離子電池因為過熱發生熱失控

現象過程中，會有溫度突然快速的跳升

點，定為臨界溫度，此點的自加速放熱

升溫速率高於100˚Cmin -1
，此時任何工

程的措施已經無法有效阻擋失控反應

[19]。Golubkov等人研究18650鋰離子
電池的失控特性現象稱此溫度為失控

溫度(runaway temperature)，提出正極
材料由LiNi0.45Mn0.45Co0.1O2與LiCoO2參

配而成的18650鋰離子電池失控溫的度
為208±2˚C[16]。用於Tesla model S的
Panasonic 18650A and 18650B各有189.0 
and 181.0˚C的臨界溫度[11]。實驗所量測
出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的臨界溫度

各為207.5˚C (iPhone 5 in TC1 of exp.2)、
210.6˚C (iPhone 6 in TC2 of exp.2)與
167.6˚C (Samsung Note 3 in TC2 of exp.1)。

(3) 最高溫度
最高溫度是指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

失控時所量測到電池表面的最高溫度。這

幾款電池的最高溫度各為489.7˚C (iPhone 
5 in TC1 of exp.2)、585.9˚C (iPhone 6 in 
TC1 of exp.2) 、675.6˚C (Samsung Note 3 
in TC1 of exp.1)與469.0˚C (Samsung S5 in 
TC2 of uncompleted exp.1)。由於電化學
家發現EC可以在負極形成穩定的SEI膜，
EC(ethylene carbonate)已經取代早期電解
液使用的PC(propylene carbonate)。此外EC
與其他的有機碳酸酯可以形成共析系統，

混合的碳酸酯可以在-50˚C維持液態，現
今，商用鋰離子電池電解液大多為含EC的
混合液。EC的AIT為465˚C，從表3可以判
定這四款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失控時最

高溫度均超過EC的AIT，電解液因硬式方
型鋰離子電池失控時爆破至大氣中，必定

自燃。

(4) 最大自放熱速率
熱失控反應常以最高溫度、最高壓

力與最大升溫速率來判定化工製程或單

元（如放熱反應的批次反應槽或置放可

放熱不安定物質的儲槽），其製程偏離

的修正與安全措施通常設計於自升溫速

率為10˚Cmin-1
以內，當自升溫速率高於

10˚Cmin -1
至20˚Cmin -1

會進行緊急應變

程序。而當自升溫速率超過100˚Cmin -

1
，無法以任何有效的工程設計阻止失

控反應，因此放熱反應危害的風險高低

常以自升溫速率作為判定的基準。利

用密閉測試設備所測得的硬式方型鋰

離子電池熱失控最大自升溫速率各為

5,310˚Cmin-1 (iPhone 5 in TC1 of exp.)、
5,138˚Cmin-1 (iPhone 6 in TC1 of exp.2)、
11,860˚Cmin-1 (Samsung Note 3 in TC1 of 
exp.2)與3,180˚Cmin-1 (Samsung S5 in TC2 
of uncompleted exp.2)。如表3所示，硬
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最大自升溫速

率介於4,422至11,860˚Cmin-1
之間。商用

18650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最大自升溫速率
相關報告如下：(1)5,000˚Cmin-1

（Samsung 
ICR 18650，電容量2,200mAh，加熱實
驗）[15]；(2)10,000˚Cmin-1

（廠牌未知，

正極材料為LiMn2O4與LiNi1/3Mn1/3Co1/3O2 
(1：4)，電容量2,200mAh，ARC實驗）
[5]；(3)25,260˚Cmin-1 （Panasonic NCR 
18650A，電容量3,070mAh，密閉實驗）
[11]；(4)27,594˚Cmin-1

（Panasonic NCR 
18650B，電容量3,350mAh，密閉實驗） 
[11]。電容量2,200mAh的鋰離子電池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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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最大自升溫速率介於5.000至15,000之
間，各國學者大多認為是鋰離子電池的正

極材料在200˚C以上高溫下分解出氧氣與
電解液劇烈氧化所造成[8,20-22]。本文作
者由溫度曲線的非阿瑞尼士的超急速不連

續轉折，推論是在臨界溫度左右，因隔

離膜融毀後，正負極發生直接接觸式短

路，短路狀態瞬間高溫造成正極材料崩解

釋放大量氧氣於電解液中，被瞬間高溫

狀態點燃造成劇烈燃燒反應，在10秒內
由臨界溫度升溫至最高溫度伴隨著超過

10,000˚Cmin-1
的最大自升溫速率[11, 23]。 

(5) 氮封環境下的熱失控行為觀查
本研究另外一個重點是觀察鋰離子

電池熱失控在氮氣環境下是否仍然會有自

燃現象，如果氮封下不會自燃，則此本質

較安全設計觀念可以應用至電動車鋰離子

電池電力系統，客機鋰離子電池電力系

統與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將測試罐的上方裝置一英吋直
徑的耐高溫高壓石英玻璃，罐體充兩大氣

壓的氮氣，再進行iPhone 6硬式方型鋰離
子電池加熱至250˚C的過熱實驗。從石英
視窗利用數位攝影機仍然可以觀察到，

iPhone 6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失控時自
燃的火光現象，代表氮封下硬式方型鋰離

子電池熱失控時仍會自燃。

結論

本研究延續商用14500、18650鋰離子電
池與正極材料對有機碳酸酯的熱失控反應研

究，克服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測試罐內固

定與組裝及熱偶接觸的困難，成功地以自行

設計研發的密閉測試儀器，量測得iPhone 5、
iPhone 6、Samsung S5與samsung Note 3的硬式

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行為與特性。所測量的

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在飽電率(SOC = 100%)
的熱失控最高溫度均超過EC的自燃溫度，均
會產生自燃現象。劇烈熱失控的平均臨界溫

度約在195˚C左右，超過此溫度電池以超過
100˚Cmin-1

自升溫速率，在10秒內劇烈熱失控
達到最高溫度。Samsung S5的電池放熱起始溫
度最低約在117˚C。最大升溫速率介於4,422至
11,860˚Cmin-1

之間。Samsung Note 3的硬式方
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時表現出最嚴重的熱危

害，最高溫度與最大升溫速率高達675.6˚C and 
11,860.0˚Cmin-1

。依照經驗法則，最高溫度超

過自燃溫度與最大升溫速率高達5,000Cmin-1
以

上，一但超過臨界溫度，劇烈放熱的自升溫速

率無法以工程設計或措施阻止熱失控現象。因

此硬式方型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行為是無法接受

的風險，控制風險的最佳策略就是避免硬式方

型鋰離子電池的熱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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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 first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finement test to track the thermal 

runaway in hard prismatic lithium-ion batteries used in smart phones. Four kinds of hard prismatic 

lithium-ion batteries used in iPhone 5, iPhone 6, Samsung Note 3, and Samsung S5 at full-charged 

state have been studied. All the maximum temperatures within the batteries under thermal runaway 

exceed the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AIT) of organic carbonates. Lithium-ion battery used in 

Samsung S5 shall carry the most unstable feature with an exothermic onset temperature as low as 

117˚C. Maximum self-heat rates are determined to be in the value from 2,736 to 11,860˚Cmin-1. 

The battery used in Samsung Note 3 display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by possessing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maximum self-heat rate reach the extremity of 675.6˚C and 11,860.0˚Cmin-1.

Keywords:   Hard prismatic lithium-ion battery, Thermal runaway, Confinement test, Self-heat rate, 

Smart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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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文獻收集分析及業者與專家座談等，規劃我國作業環境監測資訊通報

模式進行探討分析。結果發現，亞洲各國普遍要求監測之結果需向政府機關通報，通

報方式及內容則因國家而略有不同；但歐美則只要求雇主要妥善保管這些紀錄，勞工

（或其代理人）及政府代表有權取得及審視。

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資料庫規劃及通報實務上，建議通報系統內容宜精簡以

提高可行性，但仍應掌握資料庫最終應用之目的，滿足在勞工暴露監測、通報、查核

及測定資料統計分析運用之需求。因此，本研究建議在現行之通報架構（格式欄位）

下，修訂若干欄位，例如調整事業單位之行業分類/代碼及勞工人數、勞工之身分證
字號、性別及樣品分析日期，及增加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總結報告書檔案上傳等。另

外，也建議應考量未來與化學品管理申報系統及健康檢查資料庫系統彼此支援及整合

之可能性，藉以掌握勞工暴露問題及後續進行職業暴露統計分析或職業疾病預防控

制。

關鍵字：  作業環境監測、暴露資料、暴露實態

民國 106 年 9 月 12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7 月 5 日接受。 
通訊作者：鐘順輝，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電子郵件信箱：jongchung@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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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業環境監測是確保勞工的危害暴露量

低於職業衛生容許暴露標準值之重要作為，因

此，各國對作業環境的測定及評估方式，都有

嚴謹之規範。但由於立法精神不同，導致執行

模式也因此有異。例如：日本法規強調工作環

境的評估，因而採用區域採樣進行評估，而英

美法規著重勞工暴露狀況的評估，所以採行個

人採樣[1-14]。
而我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通報制度之法源

依民國102年7月3日公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
條第4項之規定：「雇主對於監測計畫及監測
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並依該法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訂定勞工作業環
境監測實施辦法，在該辦法第三章監測實施及

監測結果處理詳細規定通報制度內容。

而作業環境監測能否有效達成，其因素有

事業主的意識及動機、勞工/工會的參與及監
督、保險制度（費率）之影響、及政府的督導

查核等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影響政府監督

之重要因素之一是環境監測結果通報，其監測

的資料必須要有足夠的正確性與代表性，且採

樣時亦必須完整記錄各項與檢測樣本有關的作

業條件，並能將之格式化，以便後續之追蹤及

應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藉由收集各國勞工環境監測

結果資料之保存、呈報現況及各國職業暴露資

料現況探討分析，並邀請環測監測機構資深採

樣及實驗分析專業人員、環境監測業務委託業

者、勞動檢查機構職業衛生資深檢查員、及學

者專家進行座談等，進行規劃資料庫通報模

式、內容、時機、數據擷取、公開揭示、初步

稽核等項目。

結果與討論

一、 各國勞工環境監測結果資料之保存及

呈報現況

各國勞工環境監測結果通報情形之比較如

表1，而其分述如下：

表1　 各國勞工環境監測結果資料之保存及呈
報現況比較

執行內容/比較項目

國家

我
國

日
本

韓
國

中
國

美
國

英
國

歐
盟

勞工暴露監測的結果是否必須向政
府通報？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勞工暴露監測的結果如何向政府通
報？

電
子

– 電
子

紙
本

– – –

1. 韓國：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規定，監測

機構於測定完畢後，應依規定將結果以數

位格式報告勞工暨就業部，並副知委託之

事業主。事業主應能將作業環境監控之結

果專門管理，或委由監測機構負責管理，

勞工代表或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應可完整取得之這些資訊。

2. 中國：中國「職業病防治法」規定，用人

單位應當按照國務院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

門的規定，定期對工作場所進行職業病危

害因素檢測、評價。檢測、評價結果存入

用人單位職業衛生檔案，定期向所在地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報告，並向勞動者公

佈。

3. 日本：對於作業環境測定結果無需向政府

通報，但「作業環境測定法施行規則」第

62條規定，作業環境測定機構必須將實施
測定之事業單位名稱、地址、測定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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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業環境測定人員姓名、測定方法以

及測定結果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若為

使用儀器分析時，所製作之圖表必須與上

述資料一起保存。

4. 美國：美國聯邦法規(29CFR 1910.1020)
針對個人暴露及醫療檢查記錄之取

得中規定，勞工（或其授權人）及

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執行秘書之授權代表可取
得這些資訊。勞工個人的暴露資訊（物質

安全資料表、評估策略、採樣/分析/估算
方法及其他背景資訊）應至少保存30年。

5. 英國：英國國家標準(BS EN 689)中規定，
任何職場暴露評估或定期量測應有書面之

報告，並註明採用特定評估方法之理由。

測定記錄應可為勞工、勞工代表及檢查員

取得。

6. 我國：在我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第10條第3項針對監測計畫之通報規定：
「雇主於實施監測十五日前，應將監測計

畫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路登錄系統及

格式實施通報。但雇主於引進或修改製

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時，針對有增

加暴露風險之虞，應即實施作業環境監

測，並得於實施後七日內通報。」監測結

果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2條
規定之附表三記錄，並保存3年。但屬附
表四所列化學物質者，應保存30年；粉塵
之監測紀錄應保存10年。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雇主應於作業勞工顯而易見之場所公

告或以其他公開方式揭示之，必要時應向

勞工代表說明。雇主應於採樣或測定後45
日內完成監測結果報告，通報至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所通報之資料，主

管機關得作為研究及分析之用。

分析各國情形，亞洲各國普遍要求監測之

結果需向政府機關通報，通報方式及內容則因

國家而略有不同；但歐美則只要求雇主要妥善

保管這些紀錄，勞工（或其授權人）及政府代

表有權取得及審視。歐美國家著重勞工之終生

暴露風險，因此要求個人暴露評估結果須保存

30–40年，但對定點採樣之數據，由於時空背
景變化大，並無需長期保存。

二、各國職業暴露資料現況

1. 國外相關職業暴露資料庫現況

各國在建立職業暴露相關資料庫時，

大多會考量國內法令需求、事業單位現有

資源以及與其他資料庫之連結或整合運

用，並考量資料庫建立之最終目的及未來

數據應用之可信（靠）度與品質，因此在

資料庫建置時會多方蒐集及考量資料並確

認其核心資料元素及必要資料欄位。一般

資料庫在建置時因涉及最終產出之報表格

式，資料關聯索引項目以及管理層面之需

求，因此各國職業暴露資料庫在最終資料

庫結構、資料欄位格式以及資料表關聯等

設計上均會呈現相當大之差異。歐洲生活

及工作條件促進基金會(EFILWC,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內的暴露登錄工作
小組(WG)曾經彙整各國相關暴露資料庫
內容[15-17]，並分析各國在蒐集定量評估
危害暴露資訊時，因應不同目的常會考量

下列內容：(1)暴露濃度是否符合法規暴露
濃度。(2)暴露控制措施是否適切或功能如
預期。(3)雇主、勞工及勞檢單位之風險接
受度及風險溝通資訊之依據。(4)決定是否
需進行健康監測計畫。(5)發展更適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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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或指引（包括：容許暴露標準修訂之

參考）。(6)推估潛在健康風險暴露族群及
危害物質。(7)協助評估職業疾病及流行病
學之因果關係。

2. 我國環測數據管理現況

目前我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

庫之主要功能有：(1)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執行前
之通報。(2)作業環境監測後結果之申報。希望
藉由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之建立

與資料之取得，作為勞動部職業衛生相關政策

規劃之參考依據。

勞動部於2003-2005年曾經委託外進行作
業環境數據管理系統之建置，其資料庫經分析

發現下列問題：(1)部分採樣機構檢出率偏低，
可能原因與樣本來源之產業特性、採樣策略之

擬定及採樣點之選取有關。(2)在每年平均7萬
筆作業環境測定數據中約有55%為未檢出(ND)
資料，平均檢出率為45%，事業單位與作業環
境監測機構在訂定含採樣策略環測計畫書時，

未事先掌握作業場所過去歷史暴露濃度，並依

此調整採樣時間或採樣流率。(3)受限於當時作
業環境監測規範應填報內容，缺少產業別、職

稱、採樣條件等資料，故無法針對特定產業或

族群提供完整詳盡的暴露實態描述及評估。(4)
未建立匯入功能，供作業環境監測或認可實驗

室將環測資料完整建立電子資料檔，同時亦未

能建置統計繪圖、比對篩選、歷史趨勢分析功

能，導致數據之應用性受限。

另在勞動部於2013年所執行「作業環境測
定相關業務查核及品質提升推動計畫」研究結

果顯示：(1)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測定結果逾期申
報部分：有近7.31%測定數據結果報告逾期申
報，其中約80%於逾期一週內申報，約12%於
逾期二週內申報，約3%於逾期三週內申報，

約5%於逾期三週以上才申報。(2)在申報數據
之統計分析部分：各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所申報

之化學性因子（含有機及無機化合物）測定數

據結果進行濃度分級分析，74.66%測定結果
為ND。濃度在小於0.5 PEL、0.5-1 PEL及大於
PEL者分別占總申報樣本數之24.63%、0.49%
及0.22%。

綜合我國現行作業環境測定數據申報系統

現存問題還包括：(1)無法考量相加效應之暴露
劑量問題。(2)申報時需逐筆鍵入，無匯入功能
（除非監測機構自行開軟體具整批資料匯入功

能程式），耗費人力。(3)無法對同一事業單位
歷年資料作後端彙整統計分析，無法協助雇主

明確舉證，以符職災勞工保護法無過失責任之

需求。(4)對於鍵入資料無除錯功能。(5)目前個
人採樣結果無法以個人ID與健檢資料作連結。
(6)測定結果不合格無警示功能。(7)未來事業單
位委託作業環境監測機構申報責任釐清問題。

(8)無行業別及作業別以利主管機關進行不同行
業或作業別差異分析。(9)無法將風險評估（含
作業場所危害調查）及採樣策略資料納入，以

使未來職業暴露資料庫資訊更為完整。(10)無
法掌握非例行作業或非每日作業勞工之暴露情

形（含製程變更、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改變

等）。

三、專家諮詢會議

本專家諮詢會議有退休勞動檢查員、學界

衛生領域教授及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採樣人員

及認可實驗室）代表等8人參與。會議內容由
針對本研究初步規劃資料庫通報模式、內容、

時機、數據擷取、公開揭示、初步稽核等項目

（如表2）進行座談，探討作業環境監測資料
之通報欄位內容、必要性及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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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作業環境監測資訊通報內容規劃建議欄
位草案

資訊類別 填報內容

危害物質 
（或狀況）

中/英文名稱、化學文摘社編號(CAS No.)、物化特性、容
許暴露標準、使用量、暴露途徑。

工作環境

行業名稱、行業分類碼、工廠名稱、工廠登記證、工廠統
一編號、聯絡資訊、主要產品、勞工人數。製程和操作
（包括製程程序、作業內容、使用的原物料、中間產物、
作業操作程序、連續/批次製程、操作溫度、操作量及頻
率、生產量）。工作區域（包括建築物大小及位置、設備
大小及位置、作業區域位置大小及範圍、作業人員活動範
圍、通風類型）。

作業人員 
（或區域）

姓名、身份證字號、職稱、所屬部門、作業名稱、工作內
容、作業班別、到廠日期、工作史、所屬相似暴露族群；
區域名稱。

監測計畫
制訂人員、內部核可人員、相似暴露族群（幾類、每類幾
人）、監測計畫 （上傳）、採樣策略（上傳）。

採樣分析

採樣目的、監測機構（包括機構名稱、認可編號、採樣人
員（合格證號））、樣品資訊（包括樣品編號、採樣日
期、採樣起迄時間、樣品型式、濕度、溫度、壓力）、採
樣設備（包括採樣介質、採樣設備校正、採樣泵浦廠牌
型號、採樣平均流速）、分析參考方法、採樣實況（上
傳）。

監測結果

（分析實驗室名稱）、收樣日期、分析日期、分析人員、
實驗室原始數據、最低偵測下限、監測結果濃度（直讀式
讀數、日時量（6-8小時 TWA）平均濃度、短時間（15分
鐘)時量平均濃度）。

而針對作業環境監測資料之通報內容及方

式，提出之建議事項如下：

1. 通報系統內容宜精簡：為提高可行性，但

仍應掌握此資料庫最終應用之目的，在滿

足通報、查核及測定資料統計分析運用之

需求，而各項填報資料應符合作業環境監

測指引之基本要求，必要時應有說明以供

填報人了解，而各項填報資料需有明確之

代碼以方便未來資料之統計。

2.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中針對健檢資料之收

集方式：建議此部份需在符合個資法前提

下，由事業單位醫療衛生單位協助針對健

檢異常率較高項目，觀察是否有集中於某

些特定部門員工之趨勢，或純為個人健康

問題，以作為未來是否需加強部門或人員

環境監測之參考依據。而此部份只能由事

業單位主動提供所委託作業環境監測機

構，不具強制性，除非涉及職業疾病之鑑

定。

3. 宜考量未來與化學品管理申報系統整合之

可能性：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中有關危害

性化學品分級管理之要求，勞動主管機關

或檢查單位應從現行國內化學品資料庫篩

選出具高危害化學物質或高化學品使用量

事業單位，據此篩選出應執行作業環境監

測事業單位名單，針對所篩選出名單至勞

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查詢勾稽

該事業單位是否有執行作業環境監測資

料，藉此監督事業單位作業環境監測之執

行，並提升事業單位對勞工職業衛生暴露

評估之重視，同時也提升作業環境監測機

構在職業疾病預防工作重要性。

4. 現行通報系統改進方案：針對現行勞工作

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附表三及原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應填報資料內

容，無法涵蓋雇主於規劃含有採樣策略之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之過程及風險評估之作

法，而此部分又為將來協助判定勞工職業

暴露或職業疾病鑑定之重要資訊，故建議

能透過作業環境監測規畫檔案資料文件電

子檔上傳模式，於資料庫中建立其定性資

料內容，而對於事業單位作業環境監測計

畫依網路登錄系統及格式通報後之資料，

應由勞動部所設置或委託之專業技術團體

或專家群進行審查，以確保作業環境監測

機構所規劃之監測計畫的合理性，並藉抽

測查核以有效掌握作業環境監測整體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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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內容及討論

因應2014年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並考量
國內職業衛生相關三大資料庫（作業環境監測

資料庫、健檢資料庫、化學品資料庫)之建置，
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宜因應現行職業暴露

評估與職業疾病預防之需求，調整其內容以確

實掌握應執行環測事業單位落實情形，並執行

必要查核掌握環境監測機構行程，確保監測結

果品質與合理性並進行監督管理，同時需能進

行行業危害調查與分析，掌握國內勞工健康

趨勢及分級管理狀況並規劃保護機制或輔導措

施。有關三大資料庫之關係及其整合構想如圖

1所示。而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建置構想
圖如圖2所示。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
料庫申報流程說明如圖3。

圖1　 職業衛生相關三大資料庫關聯與整合構想圖

圖2　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建置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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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作業環境監測制度更為落實，勞動

主管機關或檢查單位應從現行國內化學品資料

庫篩選出具高危害化學物質或高化學品使用量

事業單位，逐年依據重要性或所欲了解掌握行

業篩選出應執行環境監測事業單位名單，針對

所篩選出名單至環測資料庫查詢該事業單位

是否有執行環境測定資料，其建議之具體作為

如下：1.針對尚未執行作業環境監測事業單位
列為輔導或檢查對象，並進行其作業環境監測

行程追蹤及掌握。2.針對已完成環境監測事業
單位進行業別或作業別分析，掌握勞工暴露問

題，後續進行職業暴露或職業疾病預防控制。

如此才能有效掌握目前尚未進行作業環境

監測事業單位，改善其未重視職業衛生工作之

現況。針對作業環境監測結果超過勞工作業場

所容許暴露標準，藉其身分證號查詢該勞工歷

年健檢資料，並藉問卷或該廠醫護人員諮詢輔

導，進行勞工健康照護或健康促進活動達職業

疾病預防之目的。

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建置之目的可

協助勞動主管機關進行行業危害調查、進行職

業暴露因子與相關危害影響評估，以掌握不同

行業或作業別勞工暴露情形，甚至對高風險或

特定族群暴露加以監測，而資料庫若需達職業

病鑑別與判定之輔助目的，應能有對數據結果

具統計分析及繪圖、比對篩選、歷史趨勢分析

功能，勞動主管機關可依統計分析結果作為未

來職業衛生政策規劃與執行重點方針訂定之依

據。而事業單位藉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

資料，能進行製程危害及勞工暴露掌握，並篩

選出高風險或特定暴露族群並進行勞工健康追

蹤，在參酌環境監測數據結果後能依此進行工

程控制、行政管制及勞工健康照護，以達職業

疾病預防之目的，同時作為公司年度職業衛生

計畫規劃與執行策略訂定之依據。

本研究規劃是參酌其他國家職業暴露相

關資料庫內容，並依專家會議結果進行修訂，

初步提出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欄位建議，

修訂後之環測數據資料庫資料欄位之規劃說明

如表3~5所示（深色底色為現行勞動部要求欄
位），本研究規劃建議之欄位調整與勞動部

現行要求之欄位差異比較，其中針對「採樣行

程申報表」，包括修訂事業單位行業別/行業
分類代碼、增加事業單位員工總數、增加“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文件檔上傳功能等共3項；
針對「作業環境化學性因子測定記錄單（作

圖3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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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環境監測機構）」，包括減少校正溫度及

校正壓力、增加男/女性別、空白樣品/其他、
平均流率、分析日期、勞工身分證字號等共8
項；「作業環境物理性因子/化性直讀測定記錄
單」，包括增加男/女性別、勞工身分證字號、
測定類別欄位增加其他欄位等共3項。另外，
也建議增加“作業環境監測總結報告書＂文件

檔上傳功能。

表3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
欄位規劃說明表-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資訊元素 說明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此單元上網至作業環境監測資料庫填報

　事業單位名稱

　地址

　行業別/行業分類代碼 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我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內
容作分類
註：
1. 建議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我國行業標準分類
表內容分到細類，現行環測數據資料庫中此
攔為下拉式選單但之分類代碼未全部鍵入

2. 同一家事業單位可能因營業項目之需求不
同，而擁有好幾個行業分類代 碼，會有到底
應鍵入哪一個代碼較適切之問題

3. 又若不同年度事業單位委由不同環境監測機
構執行時，恐會鍵入不同行業分類代碼之情
形

　員工總數（新增） 填寫申報前一月勞工總數，藉以了解行業規
模：大/中/小

表4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欄位規劃說明表-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資訊元素 說明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含職業暴露風險評估） 

※※此單元所有資料以"電子檔"方式，上傳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書面資料
（本資料參考作業環境測定指引規範內容作規劃）
註：整份報告書於採樣後可能因實際作業狀況調整而與當初申報之採樣點不同時，應能開放環境監測
機構於採樣後做編修之功能，以免採樣計畫規劃內容與實際執行不符之情況。

作業環境測定政策
雇主應負作業環境監測品質之最終責任，所有管理階層應確保提供執行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足夠資
源，並展現對作業環境持續改善之承諾。

事業單位環測計畫負責人員
雇主應指定有關部門（或人員）及會同監測人員，負責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之規劃、實施、評估及改
善，確保達到作業環境監測定目標。
（應含組織架構圖及計畫相關人員權責及職掌說明）

先　

期　

審　

審

歷年環境監測資料統計分析

符合OELs現況分析。
超過OELs族群分布。
確認高風險暴露人員或高危害作業區均已掌握。
※註：此部份可能會有不同年度由不同家監測機構執行之情形，涉及下載權限，故於資料庫系統設計
時應考量可上傳及可下載權限問題。

歷年勞工健檢（含異常率）結果分析

針對各危害因子所對應勞工健檢異常項目進行危害評估及可能工作關聯性鑑別，以作為環測採樣策略
之參考。
※註：
1. 此部份需在符合個資法前提下，由事業單位醫療衛生單位協助針對健檢異常率較高項目，觀察是
否有集中於某些特定部門員工之趨勢，或純為個人健康問題，以作為未來是否需加強部門或人員
環境監測之參考依據。

2. 此部份只能由事業單位主動提供所委託環境監測機構，不具強制性，除非涉及職業疾病之鑑定。

化學品清單
化學品清單及使用數量，必要時可提供安全資料表(SDS)以作為危害鑑別參考依據。
※註：適用於化學性因子，可考量危害性化學品健康危害、毒性、致癌性等作為危害鑑別之參考依據。

製程流程及危害分析
製程作業流程和操作程序/條件及各製程作業所對應危害因子及該區可能暴露勞工人數之說明。
（含製程流程圖、作業程序說明等）

前一年環境監測計畫管理審查結果或
改善控制錯施

追蹤前一年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經管理審查後之改善成效。

風　

險　

評　

估

SEG劃分

擬訂相似暴露群組(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之區分方法及各相似暴露群組暴露實態之建立方式，
完成相似暴露群組區分。
※註：
1. SEG劃分可能較適用於中、大型規模事業單位。
2. SEG劃分及SEG編碼由事業單位建立並作統一，以作為危害暴露族群劃分及未來監測結果數據有效
統計分析之參考依據。

危害因子風險暴露評估 包括：各危害因子風險評分標準、風險分級標準、風險計算方式或公式、風險計算結果、風險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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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樣　

策　

略　

擬　

定

採樣規劃
（包括監測處所/監測人員/監測策略等）

採樣規劃時應考量下列資訊，作為採樣策略擬定之依據：
原則：優先測定高風險及法規要求之相似暴露群組及代表性族群與其他目的之監測。
　　　應依作業場所環境之變化及特性，適時調整採樣策略。

環境監測目的
※註：如符合法規（作業環境實態及勞工暴露掌握）、工程改善評估/作業初步危害鑑別/環境背景值等。
廠區或各製程區或作業區平面配製圖。

該區現場工作人數（男/女）。
勞工工作內容
※註：包括例行性作業內容及週期性維修保養或歲修作業內容及作業頻率說明等。

危害因子主要暴露途徑
※註：如化學性因子的吸入、皮膚或黏膜接觸、食入等。

作業班別（日班、夜班或其他輪班模式等）。

作業環境通風狀況
※註：針對該作業條件下之通風換氣是否良好或不佳之說明及氣候狀況。

勞工工時（工作時間及實際危害暴露時間之說明）。

勞工暴露模式（連續暴露/間歇暴露/偶爾暴露）。
環境控制措施
※註：如密閉/隔離/局部排氣/整體換氣等（化學性因子）。
　　　隔音/吸音/防振/隔熱/ 熱絕緣等（物理性因子）。
勞工防護措施
※註：如個人防護具之使用、更換頻率、防護材質是否正確適用或防護效果是否堪用之說明。

其他
※註：如勞工抱怨等。

採樣測定項目/頻率/方法 依據採樣規劃所擬之採樣測定項目、測定方法、測定對象、測定樣本數及測定頻率等。

表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欄位規劃說明表-作業環境監測
資訊元素 說明

作業環境監測 此單元上網至作業環境監測資料庫填報

a. 監測機構採樣行程報備

　監測機構 監測機構名稱/代碼

　案件編號

　申報日期

　採樣日期起迄

　採樣人員姓名 預計採樣人員姓名/文號

　事業單位
受測事業單位名稱/事業單位行業別/行業分類代碼（新增）：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我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內容作分類/統一編號/事業單位地址/事業單位員工總數（新
增）：填寫申報時前一個月之員工總數

　測定處所 測定處所/測定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聯絡人電子信箱

　預定進場時間 預計進場時間

　測定分析類別 測定分析類別/物性/化性分析/化性直讀

　行程異動原因 行程異動原因

b. 環境監測結果申報

b1.採樣資訊

　 案件編號

　 監測機構名稱（代碼）

　 監測人員姓名/資格文號 多人採樣時可填報多人資料

　 監測報告編號

　會同測定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姓名及勞工代表職稱、姓名

表4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欄位規劃說明表-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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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元素 說明

　樣本編號

　測定物質/CAS No.

　測定處所

含被採樣勞工姓名/性別（男/女）或區域名稱
指於作業場所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採樣或量測之位置，包括人員採樣或區域採樣（含
佈點位置圖資）
註：
1. 對所有具危害之場所應進行測定，當不易執行時，須選擇具代表性之測定處所；
其選擇方式應對各項危害、場所及人員進行合理化之分類，確保使用「有效推
論」之原則並考量其風險，以掌握作業場所內之全面狀況。

2. 應掌握採樣當日製程狀況為正常作業/生產量縮減(擴增)/作業停止/維修保養/清槽
或清管等並加以註明。

3. 因應採樣目的之不同，應考慮勞工作業為：連續暴露/短時間間歇性暴露/維修作業
暴露等，而有不同之採樣時間考量。

4. 應考量勞工作業區危害控制措施為：密閉/隔離/局部排氣/整體換氣/防護具/集塵裝
備/隔(吸)音/防振/隔熱/熱絕緣等。

　勞工代號（或身分證字號）（新增）
未來藉ID跟健檢資料庫作整合，以獲取勞工職業病鑑別所需資訊。
註：此部分涉及個資法，需有相關員工同意書之簽署及保密協定及資料取用權限限
制。

　測定方法（建議擴增功能）

參酌採樣分析參考方法編號填寫
註：
1. 若目前國內無公告採樣分析參考方法，則可填寫國內、外所引進之採樣分析方法
編號或是認證實驗室所開發之方法編號。

2. 目前現行作業環境測定數據資料庫中有內鍵式方法編號可選擇，但因應未來無公
告採樣分析參考方法時之需求，建議可以新增功能方式供鍵入方法編號並將現有
除錯功能去除。

　採樣幫浦編號

　採集介質種類

　測定項目 個人測定/區域測定/空白樣品

　測定分析類別
有機化合物分析/無機化合物分析/石綿等礦物性纖維分析/游離二氧化矽等礦物性粉
塵分析/粉塵重量分析/噪音/WBGT/CO2/CS2/次乙亞胺/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硫化氫
(H2S)/二異氰酸甲苯(TDI)/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測定條件 如溫度、大氣壓力

　採樣流率
採樣流率（採樣前流率/採樣後流率）
註：應隨採樣目的及採樣時間長短調整並紀錄流率校正結果（含採樣前、後流率確
認，其誤差率應小於±5%）。

　監測時間

採樣時間（啟始日期/起始時間/結束日期/迄止時間）
註：
1. 應考量採樣策略（8小時、短時間、ceiling及瞬間直讀採樣等）。 
2. 必要時可配合採樣流率調整採樣時間，使有最佳之採集效率。

　採樣體積 系統自行計算帶出

　採樣校正體積 系統自行計算帶出

　測定日期 啟始日期/結束日期  

b2.分析資訊

　分析實驗室/代碼

　分析日期（新增）

　分析結果 含單位（ppm, mg/m3
或f/c.c.）

　依監測結果採取必要防範措施事項或作業環境監測總結報告書　
（新增）

※※此單元依法規應紀錄，但不需上傳至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但此
為法規規範應有紀錄事項，因此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仍應保留此單元建議事業單位所
需採取必要防範措施事項書面內容
※※此單元建議未來以"作業環境監測總結報告書"上傳至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
資料庫，不僅符合法規規範應有紀錄事項且也保留議事業單位所需採取必要防範措
施事項書面內容

表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欄位規劃說明表-作業環境監測（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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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也依據國外資料庫執行經驗、國內

執行現況之限制及專家會議之結論，提出我國

勞工暴露資料庫建置時（且能因應將來資料庫

應用擴充之需），應考量之因素：

1. 資料庫使用者之授權與權限限制：可能會

運用暴露資料庫之人員包括程式設計者

（程式修改或設計）、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受事業單位委託進行環測行程報備及結

果申報）、事業單位（下載環測相關資

料）、勞動主管機關（勞動部授權管理人

員或勞動檢查人員）、其他（如勞動部委

託計畫研究人員等），因此針對使用者應

設分級權限。

2. 資料庫質與量之要求：資料庫之數據資料

應涵蓋暴露測定數據（定量資料）及暴露

測定觀察紀錄或環境監測規劃書（定性資

料），還需要在暴露資料的數量上能達統

計分析和假設推論上所需之樣本數及檢定

效力測定，如此才能有效進行職業暴露評

估，並使暴露評估結果作為暴露控制策略

擬定之重要參考。

3. 資料蒐集優先順序之考量：資料庫在數據

資料蒐集之初，若無法將所需資料內容全

數完整收集，則應將資料要項劃分為核心

及非核心項目，核心項目為絕對必要蒐集

之資料項目，非核心項目則可於資料蒐集

困難因素解除後再予以補齊，但於資料庫

設計時應將各個要項及其關聯納入考量，

並且在資料庫規劃時即保留未來擴充之空

間。

4. 資料要項之一致性考量：國家級之資料庫

常需與其他資料庫彼此合作或整合，甚至

交換數據資料，若對資料核心要項不一致

或定義不明確時，常會導致所收集資料不

合需要情形，而導致後續處理之困擾。例

如，作業環境監測資料庫如果未來與化學

品資料庫及健檢資料庫彼此支援或整合運

用時，應先將彼此所需關聯要項納入考量

並統一格式，如化學品CAS No.、勞工身
分證字號（或勞保證號）等。

5. 資料正確性：若資料來源複雜或數據繁多

時，錯誤之機會相對增加，因此，數據明

顯不合理之"除錯警示"功能或環測結果超
出容許暴露標準之“警示確認＂功能等，

應加以設計考量，而如何確保其他環測數

據之正確性則需有其他功能設計之加入。

6. 使用者之方便性考量：目前大多數作業環

測機構或認證實驗室均有自己處理作業環

境測定報告之資訊運用系統，為配合作業

環境監測資料庫數據之填報，常需藉助人

員花時間手動鍵入數據，而目前多數環境

監測機構均自費要求資訊設計廠家配合，

設計能擷取所需資料直接匯出或匯入現有

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之作為，而因應環境

監測數據資料庫功能之增加，此勢必又增

加相關環境監測機構之負荷，降低其配合

意願，因此在資料庫建置時即應考量未來

匯出或匯入需求功能，以降低相關單位人

力之耗費並降低數據鍵入之誤差。

7. 後端彙整統計分析功能之考量：為能分析

現有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作為相關政

策之規劃依據，數據資料庫應能有基本統

計運算及分析功能，尤其是作業環境監測

機構要將事業單位歷史環境監測資料彙整

分析時，基本統計分析及繪圖、比對篩

選、歷史趨勢分析功能等均宜於資料庫設

計之初即納入考量，未來亦能與其他資料

庫整合，作為未來建立職業衛生政策相關

研究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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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1. 作業環境監測數據資料庫建置之目的，可

提供事業單位進行製程危害及勞工暴露評

估，並篩選出高風險或特定暴露族群，以

進行勞工健康追蹤；參酌環境監測數據結

果後能依此進行工程控制、行政管制及勞

工健康照護，以達職業疾病預防之目的，

同時作為公司年度職業衛生計畫規劃與執

行策略訂定之依據。勞工主管機關可進行

行業危害調查、進行職業暴露因子與相關

危害影響評估，以掌握不同行業或作業別

勞工暴露情形，甚至對高風險或特定族群

暴露加以監測及趨勢分析，作為未來職業

衛生政策規劃與執行重點方針訂定之依

據。本規劃建議之通報欄位調整如下：(1)
針對現行之「採樣行程申報表」，包括修

訂事業單位行業別/行業分類代碼、增加
事業單位員工總數、增加「作業環境監測

計畫」文件檔上傳功能等共3項。(2)針對
現行之「作業環境化學性因子測定記錄單

（環測機構）」，包括減少校正溫度及校

正壓力、增加男/女性別、測定類別欄位增
加空白樣品及其他選項、增加平均流率、

增加分析日期、增加勞工身分證字號等共

8項。(3)針對現行之「作業環境物理性因
子/化學性因子直讀測定記錄單」，包括增
加男/女性別、增加勞工身分證字號、測定
類別欄位增加其他欄位等共3項。(4)針對
依監測結果採取必要防範措施事項上，也

建議增加「作業環境監測總結報告書」文

件檔上傳功能。除便利檔案保存管理外，

亦方便主管機關之查核。

2. 宜審慎考量未來與化學品管理申報系統及

健康檢查資料庫系統彼此支援及整合之可

能性，因此，應先將彼此所需關聯要項納

入考量（如化學品CAS No.、勞工身分證
字號（或勞保證號）等），並能統一格

式。因此，各資料庫間之整合應用的可行

性，可再另案評估，做為具體政策建議之

參考。

3. 有鑑於現有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於採樣策略

規劃時，常未充分考量事業單位過去勞工

暴露相關資料（包括健檢，化學品清單及

使用量、製程流程、作業環境特性、人員

分布、過去環測資料等），及過往暴露資

料亦未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作業環境監測

計畫規劃時採樣策略調整之依據，建議能

透過作業環境監測規畫檔案資料文件"電
子檔"上傳模式，於資料庫中建立其定性
資料內容，藉以涵蓋規劃含有採樣策略之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之過程及風險評估之作

法，並作為將來協助判定勞工職業暴露或

職業疾病鑑定之重要資訊。而此資料亦應

由勞動部所設置或委託之專業技術團體或

專家群進行審查，以有效掌握作業環境監

測計畫之規劃品質。

4. 為使相關單位或人員有效運用資料庫資

訊，藉以掌握勞工暴露問題及後續進行職

業暴露統計分析或職業疾病預防控制，資

料庫使用應有授權與分級權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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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evaluation of a proposal in data reporting profiles for national 

exposure data ban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gulations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opinions collected from workshops regarding the current status in Taiwan. 

Generally, Asia countries (China, Japan and Korea) require reporting of monitoring data. 

Conversely EU (UK) and US regulations require employer to keep good record of personal monitoring 

data for 30-40 years, which employees (or their agents)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ave the right 

to obtain and review.

Regarding the report of exposure data, this study suggests to keep it as simple as 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feasibility while still meeting the goal of the data bank such as exposure record, data 

reporting required by government, audi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us a few adjustment/addition of 

data field has been proposed, for example, adjustment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division list, inclusion of 

the number of worker, gender, personal ID#, date of sample analysis, and a function of file uploading 

such as monitoring plan or final report. It was also emphasized exposure data bank should be flexible 

in terms of cross-linkage between the national chemical data bank and labor health surveillance data 

bank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azard, exposure and health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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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對象為某石化廠，產品為純對苯二甲酸(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 PTA)，該
廠製程中使用及產生高壓氣體，符合到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標準，將利用危險及可

操作性分析方法(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HazOp)和保護層分析(Layer of protection 
analysis, LOPA)方法評估製程危害，及利用失誤樹(Fault Tree analysis, FTA)分析反應器
爆炸主因。製程區經初步危害分析為風險危害等級最高，所以在製程區選定6大區域分
析，HazOp共有25個節點及偵測或防護措施共55項；其中嚴重度為5共5項，進一步使
用LOPA計算各獨立保護層失效概率，有效掌握改善前及改善後風險等級，經由新加措
施，風險降低後都能達到可接受風險；再利用FTA分析反應器爆炸原因，原因為反應
器攪拌器低轉速危害失誤率為6.13×10-11

，觸媒進料低流速造成危害失誤率為1.44×10-

11
，藉由FTA找出反應器爆炸主因，訂定降低失誤率方法及有效降低庫存及購買成本。
經由HazOp、LOPA及FTA風險評估工具分析，人員巡檢能直接改善風險與預知

危害，分析製程危害改善須從製程操作、製程參數、防護措施及導入智慧巡檢系統著

手，智慧化巡檢採用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行動科技方案，
將紙本抄錶傳化成電子化，將廠內60個紙本表格轉換成300個電子表單，安裝在平板電
腦分配給操作人員使用，並在製程區佈署NFC感應點位。讓操作人員查看操作數據並
直接用平板電腦輸入讀值，數據上傳到公司的雲端資料庫分析。如果有異常，提前做

預防措施，降低風險。藉由本研究能提供其他國內石化廠或化工廠為參考，依循本研

究方法來檢視自己企業內風險評估工具及製程風險量化數據，來檢討企業內相關降低

風險措施。

關鍵字：  純對苯二甲酸、危險及可操作性分析、保護層分析、失誤樹分析、智慧化巡檢

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俊瑜，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化學研究所，32544桃園市龍潭區高平里十股路210號， 
電子郵件信箱：chency16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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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油化學工業簡稱石化工業，自二次世界

大戰後開始發展，從煤化學進入石油化學，人

類對石化工業產品依賴度持續增加。生產方式

從批式生產進化到自動化生產，由於石化業使

用化學品種類較多，反應程序較為複雜，常發

生火災、爆炸及洩漏等危害。近年來智能化工

廠潮流下，石化業也搭上這波熱潮，陸續導入

揮發性有機物氣體偵測器、智慧巡檢、廠區人

員定位、工作場所數位掃描及大數據資料庫，

上述方案都能為降低第一線操作人員工作危害

及生產風險。

近年來國際重大工安災害意外頻傳，間接

所帶來的財務損失對公司造成極大傷害。有鑑

於此，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5條規定，從事石油
裂解之石化工業及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

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者

須定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並製作製程安全評

估報告及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以有效降低危

害[1]。
本研究對象為某石化廠，產品為純對苯二

甲酸(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 PTA)，PTA為石
化業中下游產品，該產品主要用於生產聚酯，

而聚酯廣泛用於纖維、薄膜及工程塑膠等領

域，我國曾是PTA生產大國，近年來大陸快速
擴建產能，使得國內我國PTA產業發展遭受困
境。因考量國內及國際市場需求，投資PTA新
產線，對國內石化產業鏈之發展，實有其需要

性。

該廠製程為連續式生產，經歷氧化、結

晶、過濾及乾燥等單元操作，其中使用及產生

高壓氣體，在生產過程中，有可能發生洩漏、

火災及爆炸等連鎖災害，加上PTA生產需要大
量醋酸，醋酸具有腐蝕性，如發生外洩將造成

周圍生態浩劫，也會引發民眾身體急性或慢性

疾病，將造成企業形象損傷，間接使得國內石

化產業發展雪上加霜。

本研究之PTA廠可燃性之高壓氣體每日處
理能力達到1,000m3

，及非毒性、非可燃性、非

氧氣之高壓氣體每日處理能力達到5,000m3
，已

達到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標準，依「勞動檢

查法」第26條規定應檢附丙類工作場所相關申
請審查範圍之文件資料進行審查[2]。

研究方法

製程安全評估與危害分析是應用科學方

法、有系統來辨別分析高危害的化學物質生產

過程中的重大潛在危害。利用製程危害分析方

法辨別製程中可能的危害，進而分析發生的因

果關係，最後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評估事故所

造成的影響嚴重性。國內製造業在製程安全管

理(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PSM)依據製程
安全評估方法有如果-結果分析(what-if)、檢核
表分析(checklist)、危險及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HazOp)、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失誤模式及影響分析
(Failure Mode & Effect Analysis, FMEA)等。

本研究藉由HazOp與LOPA結合進行危害
分析，本次研究對象以PTA工廠研究對象，
PTA工廠利用對二甲苯(Para-Xylene, PX)與醋酸
(Acetic Acid, AA)進行反應生產PTA。其中PX是
屬於高度易燃、易爆炸高危險之物質，其物理

化學性質詳如表1[3]，AA無色、潮解性液體，
有強烈醋酸味，其物理化學性質詳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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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對二甲苯(PX)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3]
外觀：透明無色芳香味液體 氣味：芳香味

嗅覺閾值：2.1ppm（偵測） 熔點：13.3℃

pH值：－ 沸點/沸點範圍：138.3℃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25℃
測試方法（開杯或閉杯）：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528℃ 爆炸界限：1.1%~7.0%

蒸氣壓：6.5mmHg@20℃ 蒸氣密度：3.7（空氣=1）

密度（水=1）：0.8861 溶解度：162-198mg/l（水）@25℃

表2　醋酸(AA)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4]
外觀：無色、低於16℃純醋酸
是固體，6℃以上為無色、潮解
性液體

氣味：強烈的醋味、催淚味

嗅覺閾值：0.037-0.15ppm（偵
測）

熔點：16.6℃

pH值：2.4（1M/1L 水） 沸點/沸點範圍：117.9℃

自燃溫度：516℃（冰狀結晶） 閃火點：39℃
測試方法（開杯或閉杯）：閉杯蒸氣壓：15.7mmHg@25℃

密度（水=1）：1.05（水=1） 爆炸界限：4％~19.9％（冰狀結
晶）

溶解度：全溶於水 蒸氣密度：2.07（空氣=1）

選擇PTA製程反應單元為示例節點，應用
HazOp和LOPA對PTA製程進行製程危害分析，
對設備設計過程中的潛在風險進行定性和半定

量分析，並提出相應風險控制方案；HazOp和
LOPA合併分析可對PTA設備中現有安全保護措
施的可靠度實現量化評估，確定其消除和降低

風險的能力，提高PTA設備安全。以下針對兩
種分析分法介紹：

1. 危險及可操作性方法(HazOp)
危害與可操作性(HazOp)分析技術是

1961年由ICI化學公司發展出來的風險評
估方法[3]，利用一系列的會議檢視製程
圖件和程序，在會議中，一個包括各種

科學背景成員的小組，小組是一項影響

HazOp分析成敗關鍵因素[4]。對製程進行
結構化分析，並識別可能在預期功能方面

發生的偏差以及原因和後果[5]，HazOp集
中於製程或操作的特定點上，稱為“研

討節點(Study Nodes)＂製程區段或操作步
驟。HazOp小組以一次一項的方式檢驗每
個區段或步驟，辨識具有潛在危害的偏離

(Deviation)，這些偏離是由一組已建立的
引導字(Guidewords)所得到的。

使用引導字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所有

與製程參數相關的偏離均被評估。對於每

一個區段或步驟，小組考慮相當多的偏差

（約10至20項），並且辨識它們可能的原
因和後果。通常對一特定的區段或步驟所

有的偏差在進行至下一個區段或步驟之前

均已被小組完成分析研討。

2. 保護層分析(LOPA)
LOPA是一種半定性半定量製程危害

分析方法。以保護層分析概念，可以分

析與危險活動相關的風險，並提供風險

決策所需的資訊[6]，在工廠的保護層描
述，製程設計可作為保護層用於在發生一

個起始失效事件時，降低發生事件後果的

可能性的安全設計，其主要目的是確定是

否有足夠的保護層滿足事業單位可以接受

的風險，通常使用初始事件頻率、後果嚴

重度及獨立保護層(Independent Protection 
Layer, IPL)失效頻率集合來量化風險[7]，
近年來LOPA分析也更多元，將Fuzzy模糊
理論結合LOPA分析，應用在整性功能測
試[8]，在圖1預防事故發生保護層主要應
用在工廠裡，內容有基本控制程序、關鍵

警報、操作人員監控、手動方式介入/操
作、安全儀控系統、物理性防護（排放系

統）、物理性防護（防溢堤）、廠內緊急

應變及社區緊急應變等，LOPA主要確認
是否有足夠保護層防止事故發生，一個事

件發生需要一個或多個保護層，取決在事

故的複雜性與後果嚴重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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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預防事故發生保護層[4] 

3. HazOp是LOPA分析方法之基礎，LOPA是
HazOp分析結果的延伸，兩者結合分析的
主要步驟如下︰

(1) 分析各節點以HazOp的分析模式，利用製
程偏離引導詞，分析相關的危害後果，辨

識防止製程偏離既有安全措施[6]。風險評
估利用HazOp進行節點分析，識別製程系
統內的偏差事件、偏差原因及結果，以嚴

重度等級（表3）、可能性等級（表4）、
風險矩陣（表5）對於製程偏離後的風險
進行評估，依據表3評估風險等級的嚴重
性等級，同時確認可容忍風險目標。

(2) 依據表5中8×7的風險矩陣，風險等級判
定屬5級（非常高風險）屬不可接受之高
風險，須使用定量或半定量分析方法。風

險等級判定屬3級（中度風險）或4級（高
度風險），除須於製程安全分析報告中研

擬改善建議，並轉相關權責部門人員執行

改善外，廠製程安全分析執行幹事須確認

其相關安全防護及改善措施完成後始得簽

認結案。風險等級屬2級者，仍應確認作
業程序或進行一般管理措施，風險等級屬

1級者，則不須要有任何矯正措施。

表3　評估風險等級的嚴重性等級
嚴重度等級

人員傷害
公共安全及
環境影響

設備/設施
損失費用
NTD(億)

停產

日數

可容忍
目標發
生率(年)

等
級

說明

7 極度 
嚴重

>50人死亡
或永久全
失能

廠外社區及
住家1人以上
至5人以下死
亡或永久失
能

300~3000 <10-6

6 嚴重
5 ~ 5 0人死
亡或永久
全失能

影響廠外社
區及住家之
環境或人員
健康

30~300 <10-5

5 大規模
2~5人以上
死亡或永
久失能

僅影響鄰廠
之環境或人
員健康

3~30 >6個月 <10-4

4 重大

1人死亡或
永久部分
失能或暫
時全失能

影響廠內局
部區域之環
境或人員健
康

0.3~3 1~6個月 <10-3

3 高度
暫時部分
失能

單元內 0.03~0.3 1~4週 <10-2

2 中度
輕微受傷
但不影響
工作

單一機械或
設備

0.003~0.03
4小時~1

週
<10-1

1 可忽略
無傷亡或
明顯危害

<0.003 <4小時 <10-0

表4　可能性定義
可能性等級 可能性分類 預期發生頻率

8 非常頻繁的 >1
7 經常的 10-1~1
6 非常可能的 10-2~10-1

5 可能的 10-3~10-2

4 也許的 10-4~10-3

3 稀少的 10-5~10-4

2 很稀少的 10-6~10-5

1 極不可能的 10-7~10-6

表5　8×7的風險矩陣
可能性

1 2 3 4 5 6 7 8

嚴
重
度

7 2 3 4 4 5 5 5 5
6 2 2 3 4 4 5 5 5
5 1 2 2 3 4 4 5 5
4 1 1 2 2 3 4 4 5
3 1 1 1 2 2 3 4 4
2 1 1 1 1 2 2 3 4
1 1 1 1 1 1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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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誤樹分析(FTA)
失誤樹分析(FTA)技術是美國貝爾電

報公司1962年所開發，採用邏輯方法追
溯系統中所有可能導致不幸結果的失誤

[11]。HazOp著重在製程區危害分析，FTA
著重在設備故障探討，PTA製程反應器為
生產核心，利用FTA分析PTA製程反應器
可能爆炸起因，並進一步針對引起危害之

零組件計算失誤率，失誤率的數據來源有

工廠實際運行統計數據、資料庫數據及設

備商提供的數據[12]，利用失誤數據，計
算零組件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TBF)，José 
Luis Fuentes-Bargues(2017)提出FTA分析
結果允許優先考慮預防措施和糾正措施，

以盡量減少錯誤的可能性[13]依據CNS 
31010風險管理－風險評鑑技術內容[14]，
其三者比較如表6所示。

表6　風險評估分析工作比較

工具

風險評鑑過程

風險
鑑別

風險分析
風險
評估後果 機率

風險

等級

危險及可操作性分析
(HazOp) 極適用 極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保護層分析(LOPA) 適用 極適用 適用 適用 不適用

失誤樹分析(FTA) 適用 不適用 極適用 適用 適用

實驗步驟

PTA製造區使用及產生高壓氣體，達到丙
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具有高危險性，研究範

圍將以該區為主，其製程流程圖如圖2所示。
其中PX是屬於高度易燃、易爆炸高危險之物
質，本次使用系統作業危害分析之方式，應用

HazOp和LOPA結合分析對製程區進行風險評
估，劃分節點、分析各種偏差，提出相關安全

建議措施，再以FTA探討關鍵設備反應器發生
爆炸或火災之機率。

圖2　PTA反應製程流程圖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應用危害分析方法鑑別製程區危害

源並分析風險等級，針對高危險危害源給予量

化分析，並探究高風險設備故障原因，以下將

細項說明：

1. HazOp分析結果
本研究HazOp已假設PTA反應製程爆

炸風險，所以在製程偏離因子項目，以考

量製程特定因子引起火災爆炸的對象作分

析。總共分析6大區域，共25個節點及偵
測或防護措施55項，分析大綱如表7。

表7　HazOp區域說明
節點
編號

節點
數目

分析區域描述
偵測或防護
措施數目

1 6 製程區爆炸風險分析之原料在製程反應器反
應

19

2 4 製程區爆炸風險分析-製程反應器製程氣體輸
送至第一冷凝器

9

3 4 製程區爆炸風險分析-冷凝液回收由第一冷凝
器底部出口輸送至製程反應器

4

4 3 製程區爆炸風險分析-冷凝液回收由第二冷凝
器底部出口輸送至製程反應器

4

5 4
製程區爆炸風險-製程反應器半成品輸送至第
一結晶器反應進行第二次氧化結晶後輸送至
第二結晶器

11

6 4 製程區爆炸風險-製程原料加熱器加熱後輸送
至製程反應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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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zOp與LOPA合併分析結果
依據節製程區爆炸HazOp結果，將製

程重點區域分區探討風險，可瞭解各節點

偏離原因，與預期產生後果，針對後果提

出防護措施，並針對嚴重性較多節點偏

離，在HazOp提出定性分析。針對高風險
項目，進一步使用LOPA計算各IPL失效概
率，掌握改善前及改善後風險等級。由表

8得知：

表8　HazOp與LOPA結合分析

偏
差

事故原因及
失效概率

事故後果

改善前
風險分析

已有的保護措施
獨立保護層
與失效概率

中間事件
可能性

消滅後的
事件可能性

改善後
風險分析

建議增加的
安全措施

嚴
重
等
級

頻
率
等
級

風
險
等
級

嚴
重
等
級

頻
率
等
級

風
險
等
級

攪
拌
器
低
轉
速

馬達跳脫或轉速
異常低，失效機
率0.1

反應物未攪拌導
致空氣無法分
散，大部分 P X
反應轉化率低，
過剩空氣使反應
器氣相含氧量過
高。

5 7 5

設有低流量警
報，操作員檢查
流量計開度及流
量是否異常，改
手動操作流量計
或立刻調原料與
空氣比例。

一般製程設計，
失效概率 0 . 1；
基本製程控制系
統，失效概率0.1

1×10-3 1×10-4 1 2 2

反應器內部及冷凝
器管側要確保達到
Zone 0防爆等級，
例如：
1. 溫度控制
2. 定期測試接地

觸
媒
進
科
低
流
量

流量控制閥故障
或關小，失效機
率0.1

觸媒濃度過低造
成原料反應轉化
率低，使得過剩
空氣使氣相含氧
量過高。氧氣超
過10%有爆炸危
害。

5 6 5

1. 設有高電流警
報。

2. 液相反應物低
溫時，操作員
手動調控制
閥。

額外削減措施，
失效概率0.1 1×10-2 1×10-4 1 2 2

1. 訓練現場人員當
反應器馬達電流
過大時要檢查觸
媒流量控制器是
否有問題。

2. 反應器內部及冷
凝器管側要確保
達到防爆等級。

第
一
冷
凝
器
高
流
量

流量計低液位故
障，失效機率0.1

因電腦控制器透
過流量計自動調
整PX進料量，造
成PX不足，過剩
空氣使氣相含氧
量過高。

5 6 5

反應器液相溫度
和對應飽和壓力
溫度相比較低於
10度，或尾氣含
氧量高，系統會
關閉所有製程空
氣閥。

警報，失效概率
0.1；額外削減措
施，失效概率0.1

1×10-3 1×10-5 1 2 1

第一冷凝器流量值
偏差過大時，會有
警報提醒操作人員
改變作模式避免異
常跳車。

原
料
進
料
進
料
低
流
量

閥件阻塞，失效
機率0.1

反應器過剩空氣
使氣相含氧量過
高，氧氣超過
10%時，如有火
源可能內燃爆
炸。

5 7 5

1. 操作人員確認
閥開度及流
量。

2. 改手動操作或
調整氣液比。

額外削減措施，
失效概率0.1 1×10-2 1×10-4 1 2 2

1. 在電腦控制系統
規劃偏差警報。

2. 反應器內部及冷
凝器管側要確保
達到防爆等級。

原
料
進
料
無
流
量

馬達跳脫或轉速
異常低，失效機
率0.1

反應器過剩空氣
使氣相含氧量過
高，氧氣超過
10%時，如有火
源可能會爆炸

5 6 5

1. 操作人員確認
閥開度及流
量。

2. 改手動操作或
調整氣液比。

獨立保護層，失
效概率0.1 1×10-2 1×10-4 1 2 2

反應器流量值偏差
過大時，會有警報
提醒操作人員改變
作模式避免異常跳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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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反應器低轉速時，反應物未攪拌導致空
氣無法分散，大部分PX反應轉化率低，
過剩空氣使反應器氣相含氧量過高，如有

火源可能會內燃爆炸，造成冷凝器間管線

破裂，高壓AA及PX蒸氣大量外洩燃燒或
蒸氣擴散（嚴重等級5），已有保護措施
為馬達跳脫警報或低轉速警報，在馬達跳

脫、尾氣含氧量高或液相反應物低溫，反

應器跳車邏輯會關閉所有製程空氣閥，其

中間事件可能性為1×10-3
，為不可接受風

險，消滅後的事件可能性為1×10-4
。建議

增加的安全措施為反應器內部及冷凝器管

側要確保達到Zone 0防爆等級，相關防靜
電及高溫的措施至關重要，如溫度控制及

定期測試接地。

(2) 觸媒進料低流量時，事件後果為觸媒濃度
過低造成PX反應轉化率低，過剩空氣使
氣相含氧量過高，再經過冷凝器後AA蒸
氣冷凝，尾氣殘餘AA蒸氣含量為冷凝器
進料端AA蒸氣含量之8.8%，醋酸處於高
濃度值及低含氧量為安全狀態，但依據醋

酸與氧氣爆炸關係，當氧氣超過10%，如
有火源可能內燃爆炸，造成冷凝器間管線

破裂，高壓AA及PX蒸氣大量外洩燃燒或
蒸氣擴散（嚴重等級5），已有的保護措
施設有低流量警報，操作員檢查流量計開

度及流量是否異常，改手動操作流量計或

立刻調原料與空氣比例，其中間事件可能

性為1×10-2
，為不可接受風險，消滅後的

事件可能性為1×10-4
。建議增加的安全

措施為訓練操作員在反應器攪拌機電流過

大時，要檢查觸媒流量控制是否有問題，

再者反應器內部及冷凝器管側要確保達到

Zone 0防爆等級。 
(3) 在第一冷凝器高流量時，其事件後果為因

電腦控制器透過流量計自動調整PX進料
量，造成PX不足，過剩空氣使氣相含氧
量過高，如有火源可能內燃爆炸，造成冷

凝器間管線破裂，高壓AA及PX蒸氣大量
外洩燃燒或蒸氣擴散（嚴重等級5），其
中間事件可能性為1×10-2

，為不可接受風

險，消滅後的事件可能性為1×10-4
。建議

增加的安全措施為建議流量指示器值與流

量控制器值做比較，設定偏差過大時會有

警報提醒盤控人員改變作模式避免異常跳

車。

(4) 反應器原料進料低流量時，其事件後果反
應器過剩空氣使氣相含氧量過高，氧氣超

過10% 時，如有火源可能內燃爆炸（嚴重
等級5），其中間事件可能性為1×10-2

，

為不可接受風險，消滅後的事件可能性為

1×10-4
。建議在電腦控制系統規劃偏差警

報及反應器內部及冷凝器管側要確保達到

防爆等級。

(5) 反應器原料進料無流量時（嚴重度5），
其事件後果與低流量相同，其中間事件可

能性為1×10-2
，為不可接受風險，消滅後

的事件可能性為1×10-4
。建議反應器流量

值偏差過大時，會有警報提醒操作人員改

變作模式避免異常跳車。

LOPA將HazOp高風險項目定量分析，從
製程、基本控制系統、警報、安全管理及安全

設備等措施探討並量化，經由分析建議新增安

全措施，並量化改善後發生機率。本研究貢獻

可判定高風險區域保護層有效性，針對有效性

不足項目新增設備及變更製程管理，有效降低

製程危害。定期追蹤高風險項目，避免新安裝

設備無法發揮效果或改善方案增加成本，為本

研究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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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應器FTA分析結果 
反應器為PTA廠核心設備，較嚴重的

危害為反應器爆炸及反應器火災，後續

將依據說明，其內容相關係數引用AIChE 
(1989)資料[11]，係數引用如表9所示。

表9　反應器相關設備失誤機率彙整
設備 失誤機率

馬達異常 8.91×10-5

馬達控制閥異常 6.88×10-5

氣動閥故障 3.59×10-6

氣動閥控制器異常 4.0×10-6 

遮斷閥故障 1.68×10-5

法蘭破損 9.85×10-7

管線破損 2.68×10-4

火焰偵測器 1.14×10-6

水霧系統 9.66×10-6

乾粉系統 1.41×10-6

(1) 反應器爆炸主要來自製程異常，反應異常
主要為製程反應器中攪拌器低轉速及觸

媒進料低流量。在圖3中顯示反應器攪拌
器低轉速，原因為馬達跳脫及攪拌器轉

速異常，其後果為反應器物未攪拌均勻

導致空氣無法分散，過剩空氣使得反應

器含氧量過高有爆炸可能，馬達跳脫失

誤率為8.91×10-6
，馬達控制閥異常失誤

率為6.88×10-6
，兩者同時發生而造成攪

拌器低轉速失誤率為6.13×10-11
，計算其

MTBF為約為1.63×1010
分鐘，改善方案建

議設置馬達跳車警報及氧氣偵測器。在觸

媒進料低流速所造成原因為流量氣動閥故

障及氣動閥控制器異常，觸媒濃度過低造

成原料反應轉化率低，使得過剩空氣使氣

相含氧量過高有爆炸危害。在流量氣動閥

失誤率為3.59×10-6
，氣動閥控制器異常

失誤率為4.0×10-6
，兩者同時發生而造成

攪拌器低轉速危害失誤率為1.44×10-11
，

計算其MTBF為6.94×1010
分鐘，建議改

善為設置高電流警報器，及尾氣含氧量高

設定跳車裝置，增加改善措施都能降低風

險。

圖3　反應器爆炸失誤樹分析 

(2) 在反應器火災方面，反應器位於防爆區
域，為避免揮發性有機物洩漏引發火災，

嚴禁使用行動電話、閃光燈及未防爆電

器，分析反應器火災其原因有揮發性有機

物洩漏及消防設備異常，揮發性有機物洩

漏主要來自三個要因，包含遮斷閥失效、

金屬容器損壞及管線破損，消防設備異

常為水霧系統故障、乾粉系統故障及火

焰偵測器失效同時發生時，其FTA分析如
圖4所示；當揮發性有機物洩漏與消防設
備異常時，會導致反應器發生火災，參

照表9之AIChE(1989)係數，揮發性有機物
洩漏機率為4.43×10-15

，消防設備異常機

率為1.55×10-17
，反應器發生火災機率為

6.89×10-32
，計算其MTBF為1.45×1031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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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反應器火災失誤樹分析 

本研究利用FTA分析PTA製程反應器可能
爆炸及火災起因，並進一步針對引起爆炸之零

組件做失誤率計算，利用失誤中期修正保養及

歲修計畫，長期針對失誤率較高零組件購買備

品，可有效評估爆炸起因及降低維修成本。並

利用零組件失誤率評估更換時間，提前購買備

品，有效降低庫存及購買成本。

防止反應器火災方面，建議在反應器設置

揮發性有機物偵測器，監控濃度變化，並請環

保署認可檢測公司定期執行設備元件檢測，及

確實執行每週目視檢測；另外消防設備改善方

案，建議以反應器火災為演練項目，執行白天

與夜間消防演練，測試水霧系統及乾粉系統，

以效降低風險。

4. 智慧巡檢系統

智慧巡檢採用NFC行動科技方案，由紙本
抄錶傳化成電子化，將廠內60個紙本表格轉換
成300個電子表單，安裝在平板電腦分配給操
作人員使用，並在製程區佈署200個NFC感應
點位。讓操作人員查看操作數據並直接用平板

電腦輸入讀值，數據會連網上傳到公司的資料

庫。如果有異常，系統會發出即時警示立即修

復，提前做預防措施降低風險。

針對HazOp風險評估找出與人工巡檢相關
缺失，並進行可行性評估，在製程反應區經由

預防措施再加入智慧巡檢後，如表10所示改善

後嚴重度從4降至2，第二冷凝器經由智慧巡檢
後，嚴重度由2降到1，製程原料加熱器經由原
本預防措施再加入智慧巡檢，嚴重度從5降到
1，經由判定後，智慧巡檢嚴重度降低，是一
套可全面推廣的巡檢系統。

表10　智慧巡檢改善評估

區域 可能原因 預防措施 
嚴重度 

改善前 改善後

製程反應器
包商在反應器
周圍進行動火
作業

廠內嚴禁煙火，加強人員
巡檢，確認包商鋪設防火
毯與備妥滅火器。 

4 2

第二冷凝器
管線老化造成
內容物外洩人
員接觸受傷

管線、閥件、設備採用金
屬材質，符合需求不易老
化，加入人員巡檢紀錄管
線震動數據。 

2 1

製程原料
加熱器 

出口流量變小
（阻塞或閥件
誤關）或進料
馬達跳車 

操作員檢查閥開度及流量
是否異常，及改手動操作
或立刻調氣液比。

5 1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 透過HazOp與LOPA分析，解決了HazOp分
析中不能評定現有安全措施有效性與風險

量化問題，藉由LOPA優點，可確認現有
保護措施是否足夠，剩餘風險是否可被接

受，可判斷是否需要新增保護措施進一步

控制風險。

(2) PTA裝置中的關鍵生產單元為示例節點，
闡述了HazOp與LOPA結合分析方法在生
產設備中的運用。按照HazOp與LOPA分
析步驟，不僅可以辨識系統存在的危害因

素和風險，提供可能發生的事故場景，並

且能對現有保護措施的有效性進行半定量

評估，並提出需要增加的安全措施，從而

提高設備安全及人員安全，進而替企業更

可靠及更科學化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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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PA是一個從定性分析跨入定量分析的
一個重要門檻，以往在石化製程進行製程

危害分析，都是以HazOp定性分析為主，
本次加入LOPA半定量分析，對於風險分
析較為客觀，改善前後風險變化較容易以

數據掌握，能有效長期執行方案以降低風

險，發揮保護分層的功效。將HazOp嚴重
度為5偏差項目進一步LOPA分析，製程反
應區其中共有5項包括攪拌器低轉速、觸
媒進料低流量、反應器高流量、反應器原

料進料低流量、反應器原料進料無流量，

經由新增措施後風險明顯降低。

(4) 在反應器爆炸失誤樹分析，反應器攪拌器
低轉速危害失誤率為6.13×10-11

觸媒進料

低流速造成危害失誤率為1.44×10-11
，前

項改善方案建議設置馬達跳車警報及氧氣

偵測器。本研究貢獻可找出反應器爆炸主

因，並訂定降低失誤率方法，並可有效評

估爆炸起因及降低維修成本。再利用零組

件失誤率評估更換時間，提前購買備品，

有效降低庫存及購買成本。在反應器火

災方面，揮發性有機物洩漏機率為4.43× 
10-15

，消防設備異常機率為1.55×10-17
，

反應器發生火災機率為6.89×10-32
，計算

其MTBF為1.45×1031
分鐘，增加檢測頻率

及執行白天與夜間消防演練，測試水霧系

統及乾粉系統，以效降低風險。

(5) 經由HazOp、LOPA及FTA，人員智慧巡
檢最能直接改善風險與預知危害，在智慧

巡檢採用NFC行動科技方案，將紙本抄錶
轉化成電子化，將廠內60個紙本表格轉換
成300個電子表單，安裝在平板電腦，分
配給操作人員使用，並在製程區佈署200
個NFC感應點位，提前做預防措施降低風
險，而這套系統也將扮演未來佈建智能化

系統的前哨站，從生產及設備可靠度的層

面，進一步觀察數據趨勢，及早應變，降

低產能損失，並確保生產設備的可靠度及

安全。

2. 建議

(1) HazOp分析時，應導入專家一同討論，在
評估節點分析時，能用不同角度看事情，

可以判斷防護措施是否足夠，找出有效方

式改善缺失。

(2) 對於人為操作所引起的爆炸危害，保護層
設計有侷限之處，建議若遇到較高風險

時，操作人員應以儀器到現場檢測偏離，

以增加準確度。

(3) FTA建議改善對策石化廠存有腐蝕性、易
燃性及易爆性等物質，平時應以風險評估

之檢查技術評估廠房輸送管線、製程設

備，並配合檢測規劃實施，於平日保養及

年度歲修，定期更換老舊設備管線，以延

長運轉週期且確保操作之安全及可靠度。

(4) 未來FTA分析應用在PTA製程時，可將加
氫反應器爆炸、泵浦AA洩漏火災及高溫
高壓液態洩漏噴傷人員等事件納入分析。 

(5) 智慧巡檢系統扮演未來佈建智慧工廠資訊
數據庫的前哨站，從生產及設備可靠度的

層面，進一步觀察數據趨勢，及早應變，

降低產能損失，並確保生產可靠度及人員

安全。

(6) 智慧巡檢系統資料資料庫建立後，後續可
以搭配智能眼鏡，眼鏡對準NFC標示點就
可顯示該設備歷史資料，使得維護人員可

以立即掌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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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a petrochemical plant in Taiwan as the subject. The petrochemical plant produces 

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 (PTA) and the high-pressure gases used and produc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Class C dangerous work place.  This study applies both the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HazOp) and the Layer of Protection Analysis (LOPA) to evaluate the process 

hazard and performs the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to evaluate the main causes of reactor explosion. 

Assuming the process scenario as the explosion risk, the HazOp selects 6 major zones for analysis. A 

total of 55 items have been analyzed including 25 knots and detective or preventive measures; among 

them, five items have been ranked Level 5 severity. LOPA is further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each independent protection lay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risks after the 

improve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asures, the risks have been reduced to acceptable level. 

FTA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reactor explosion and finds the error rates due to low speed of 

stirred tank reactor and catalyst feeding are 6.13×10-11 and 1.44×10-11 respectively. Finding the main 

reasons for reactor explos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FTA, the results help to reduce the error rate, 

inventory and purchase costs.  

With the risk assessment tools such as HazOp, LOPA and FTA, patrol personnel can reduce risks 

and prevent damages directly. Process Hazard Analysis improvement begins with process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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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parameter, protective measur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patrolling system. The smart 

patrolling system adopts the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mobile technology program to replace 

manual meter reader. A total of 300 paper forms in the factory are converted into 60 electronic forms. 

The smart patrolling system is installed on the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 of meter readers. With 

NFC beacons installed on site, the readers can read and input the data through their PDAs. The data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cloud database of the company. In case of abnormality, the system will send an 

immediate warning for immediate repair,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in advance to reduce the risk.

This study aim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domestic petrochemical or chemical plants to 

examine their quantitative data of risk assessment tool and process risk as well as to examine the 

internal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of the enterprise.

Keywords:   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Layer of Protection Analysis, 

Independent protection layer, Smart patrol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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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是亞洲國家中高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未來30年內，於1946-1964出生，為數眾

多的戰後嬰兒潮即將退休，這世代經歷數位科技的進步具有較高的教育背景和經濟實力，且心

態上更樂於學習新知，普遍思想開放、財務獨立、可自由運用時間，且願意投資自己；最重要

的是，多為均為健康與亞健康者。

此外，由於現代技術的進步，「平臺」使得每一項服務和產品的使用都更加高效，構建了

高齡化社會的創新解決方案。本研究試圖透過文獻回顧與深度訪談，分別擇選運用實體平臺與

數位平臺個案進行研析，瞭解其運用運用平臺經濟模式提供服務狀況，以及彼此是否可能進行

資源嫁接的可能，運用商業模式九宮格分析其營運策略與經營模式，希望為後續有意發展實體

平臺或數位平臺服務模式之參考。

關鍵字： 高齡化社會、平臺、商業模式

民國 106 年 11 月 15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6 月 6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接受。 
通訊作者：李依靜，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4號13樓之1， 
電子郵件信箱：evelynlee@mail.managemen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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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隨著醫療衛生、科技進步，人類平均餘命

增加，以及育齡婦女生育率的持續下降，迎來

全球高齡化社會的轉變，在亞洲國家，特別是

臺灣更顯險峻，在今年－2018年臺灣就邁入約
七位國民中就有一位是超過65歲以上高齡的社
會(14%)，而預計2026年將轉變為超高齡社會
(20%)，速度可謂全球之冠－高齡社會在臺灣
是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

面臨前所未有的高齡化社會，臺灣在政策

推展、人力資源與經費狀況，至今都面臨大小

不同的問題，包括所推展的全人醫療照護，因

為醫療體系與長照體系未能相互整合、城鄉區

域間資源分布狀況不均、各類醫事照顧人力需

求缺口、各方對於稅收制與保險制辯議、穩定

財源仍具不確定性等問題，然而綜觀全球各國

的高齡化政策之推展，目前尚未有一國家能完

全因異高齡化政策所帶來的挑戰，顯見其挑戰

的嚴峻。

在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頗受諸多挑戰

的情況下，目前國際間均已初步具有共識：需

將高齡相關服務產業化，藉此提供服務給有需

要的民眾，也可將其轉為內需經濟活動，尤其

國際間普遍推行讓高齡者能以自立的方式在原

居住地終老，而無需遷移他處，離開原居處這

種提供有別於機構照護的生活支援服務將為準

市場，若能在政府推行的社會福利之外提供自

費市場服務，並確保收益的商業模式可行，提

供民眾更多選擇，不失為一可行的方式。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未來十年網路將

成為全球經濟活動主要的方式，而以網路為媒

介的平臺，將跨國界組織與連結人員、組織與

資源連結起來，提供媒合供需雙方、促成雙邊

產品或服務交易形成互動網絡，為所有參與者

創造價值，顛覆傳統直線提供服務而透過平臺

收取費用或賺取差價而獲益的商業模式謂為新

興。根據國發會所發布2017年數位機會調查報
告[1]結果顯示，臺灣民眾上網率達82.3%（約
1,738萬人），其中行動上網更為近年網路發展
的主要趨勢，高達97.4%網路族群曾使用無線
或行動上網，顯見網路已普遍成為臺灣民眾生

活的一環；其中細究觀察50-59歲民眾上網率高
達83.3%、60-64歲亦有62%曾上網，65歲以上
民眾則較低約僅28.3%，故應能考慮透過網路
或數位創新的方式，結合當前共享經濟、平臺

經濟模式等發展趨勢，思索因應邁入高齡化社

會所能發展的新型態解決方案，以預為籌備高

齡社會帶來相關需求之因應；因此，本文嘗試

探索臺灣運用平臺經濟模式發展生活健康產業

之支援服務之可能，文中採用商業模式分析其

營運策略與經營模式，希望作為未來有意發展

平臺經濟模式之決策者、企業或組織機構為參

考。

高齡化社會之生活支援服務

從健康、亞健康到失能失智是漸進式的，

目前國人高齡者中，其健康與亞健康的比例約

佔八成，僅有兩成為失能，生活自理有困難，

過往政府資源考量公共社會福利，多投入資源

於醫療體系與長照體系，然而若能以預防的角

度，協助中高齡者以自主自立的方式進行健康

管理與促進，將能有效降低高齡者落入失能失

智臥床的比例，提升整體社會資源的運用配

置。

於2005年即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日本經驗
來看，儘管早先便導入國民醫療保險與長照保

險，提供長照軟硬體市場成長動能，但由於高

齡人口增加對於國庫帶來的財政壓力超乎原先

預估，日本在2015年度介護報酬改定中，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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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長照保險基本給付均向下調降，過去依附

長照保險成長的長照產業開始面臨惡化，公共

資源的支撐強度恐無法支撐的危機，因此無論

政府或企業，都開始將發展重點放在保險外的

「生活支援」自費市場[2]。
目前全球即將邁入高齡化的族群，當以戰

後嬰兒潮世代為主要，這個族群目前約55-70
歲，健康狀況良好，但已開始逐漸有生理機能

退化現象，加上空巢期的生活重整、親友接而

離去的孤單與喪偶的調整，社會角色面臨轉變

與經濟條件改變等因素，若政府、企業或相關

單位，未能針對這群龐大的退休潮予以因應，

規劃提供其生活支持的協助資源或力量，不僅

將導致其生理機能迅速衰敗。

有別於大家對於高齡者所存有的刻板印

象，事實上其高達近八成為健康與亞健康者，

生活均上可自理，所需提供的協助並非如機構

照護或外籍看護之類的全天候式服務，而是需

要協助其日常生活需求，針對健康變化，彈性

提供服務或商品，在臨時或有病痛時不方便外

出或烹煮，協助其就醫、拿藥或烹煮等強調彈

性且協助性質的「生活支援」服務；這些服務

多屬自費市場，雖然並非高齡者即刻或緊急需

求，但卻是伴隨生理機能退化、社會角色轉

變與經濟條件改變所必需的協助，因為倘若家

庭、社會乃至於政府都未能即時提供資源或力

量協助其自立的方式，長此以往將導致其生理

機能衰敗的比正常狀況還要迅速，目前各國政

府也開始朝此方向推展相關政策。

綜整近年政府與民間相關對於生活支援需

求重點的研究可發現，其主要可歸為四大項：

營養餐飲（送餐、供餐、食材宅配）、生活居

住（無障礙空間、住宅改造）、交通接送（行

走輔助、健康維持、陪同就醫）、家事服務

（清掃收納、鐘點清潔）[3-6]，建議未來推動

生活健康產業也應能朝此四大類進行發展；故

本文擇選線上與線下發展平臺經濟模式的不同

個案進行對照，嘗試瞭解何者為佳，或有何可

參酌之作法？

平臺經濟模式之新興

平臺為物品交易或情感交流的場所，本身

主要透過聚集使用者與供應者，藉各類型的活

動或促銷，協助平臺參與者獲得某種程度上的

情感或關係支持，而其在特定場域納入經濟活

動後，即為目前所稱平臺經濟模式的雛形，過

往市集、百貨公司均為真實的交易場所，儘管

本身不生產產品或服務，但透過促銷或活動促

成雙方或多方供給與需求的目的，平臺本身則

透過收取費用或賺取差價而獲益，此即早先的

平臺經濟模式(Platform Economics)。
隨著2000年網路發展趨勢，電腦處理、資

訊儲存與通訊成本降低，促成線上虛擬數位的

交易場所，如電子商務的出現，至2010年後行
動上網普及，使網絡間連結擴展更為普及，相

互關聯的技術發展，更使平臺價值發揮的淋漓

盡致，儘管平臺本身可能並不具備資產，但平

臺卻將人與資源相互連結，形成自動創造與交

流龐大價值的生態系(ecosystem)，平臺經濟模
式可謂為當代主導經濟最為重要的力量，翻轉

了原先的商業運作模式[7]。
平臺經濟模式之運作可能是線下實體平臺

或線上數位平臺，但關鍵並不在於採取線下或

線上，而在於結合多方資源，為多方利益相關

人創造價值，平衡其各方利益關係，儘管目前

普遍對於平臺經濟帶來商業模式的翻轉衝擊，

多指運用線上數位平臺，然而唯有依所需延伸

觸角並積極嘗試，瞭解需要的是平臺服務的在

地化或全球化服務，以及平臺連結的網絡是在

地化或全球化關係，而非盲目複製他人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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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才可能發展出解決需要的平臺。

研究方法與步驟

由於許多產業實務與服務平臺之應用，

無法透過文獻回顧或回顧得到結果，也因此除

了文獻回顧，亦進行個案研究，以深度訪談法

蒐集資料，獲得產業界對於議題反應的一手資

料，並輔以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比對。

Osterwalder(2005)與其團隊所提出的商業
模式九宮格(Business Model Canvas)[8]為近年
用於分析商業運行的工具之一，其特點在於整

理商業模式中常見組成的九個元素，透過拆

解各元素，得以系統性的分析元素之間彼此

的關係，描述組織建立、傳遞與獲取價值的手

段與方法，以及建立與合作夥伴間的網絡，並

可據此提供成本結構與收入來源之概要分析；

Osterwalder商業模式的九個元素分別為價值主
張、目標客層、通路、顧客關係、關鍵合作

夥伴、關鍵活動、關鍵資源、成本結構與收

益流，此九個元素概略可視為組織運作的四

大面向：核心價值(value proposition)、營運基
礎（包括關鍵合作夥伴、關鍵活動與關鍵資

源）、顧客需求（顧客關係、目標客群與通

路）與財務狀況（成本結構與收益流）。

圖1　商業模式九宮格

2016年《平臺經濟模式：從啟動、獲利到
成長的全方位攻略》解析網路平臺運作的邏輯

與規則，書中指出，成功的平臺模式主要目的

為產生核心互動，而核心互動需包含使用者、

價值單元與與篩選機制，而關鍵功能需具備吸

引用戶、促進互動，並進行媒合[9]。參酌本
文所關注高齡化的健康照護議題，隨著高齡人

口數量增加，所需日常生活的協助服務需求提

升，然而現有與生活照護相關的公共服務並未

能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發展生活健康產業之

自費市場，並評估其運用平臺進行服務加值與

深化，為本研究關注之議題。

本研究首擇選全台第一家針對居家照護

的線上第三方照護平臺－優照護，做為瞭解的

個案，初步訪談後發現，企業平臺所提供的服

務，最終還是需落地深耕到各個鄉鎮市區的各

別戶，也因此「接地氣」為重要的關鍵，且企

業各平臺單獨營運具有其局限性，需有整合性

平臺存在，使資源得以相互嫁接，研究過程中

發現，線上平臺的服務在生活支援領域中，最

終仍需提供實體接觸的一線服務，也因此或許

結合現存於社會網絡中的組織，諸如鄰里村莊

線上與線下平臺應和各布其服務提供的特性，

故本計畫嘗試運用商業模式九宮格（圖1），
瞭解線上與線下個案發展生活支援服務的經營

模式，也希望從中瞭解差異，以及後續兩者合

作之可能。

本案除了藉文獻回顧與深度訪談進行個案

研究資料，亦透過商業模式九宮格分析，瞭解

其提供服務的價值主張、與營運夥伴建立合作

的方式、透過互動介面激勵民眾需求服務的方

式，以及營運過程中的經濟成本與利潤，藉此

釐清各項關鍵價值活動發展成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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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1. 優照護

優照護成立於2015年，為臺灣短期居家照
護服務平臺，集合照護服務、網路技術與電子

商務專業人才之團隊，建構一第三方預約照護

平臺，提供即時且透明給資訊供照護需求者，

協助具專業能力的照護人員能安全的提供服

務，並方便進行個案管理、增加收入，提供照

護需求者與照護人員雙方自主權；其最終目的

希望讓臺灣照護市場的資訊流通，創造優質的

照護環境。

優照護有別於傳統照護所提供的服務，多

半管道來源不公開、價位與服務範圍不透明且

即便照護人員不適合也不容易更換的缺點，強

調作為第三方預約平臺的優點，在於安全、方

便且合適，照護需求者在預約前即可掌握照護

服務員資歷，且預約後可透過即時問題進行諮

詢，並能彈性選擇服務時段，讓有照護需求的

家庭找到合適的照護人員。

(1) 目標客層：臨時或短期有照顧需求的亞健
康者與其家屬。

(2) 價值主張：第三方照護平臺，媒合居家照
護需求雙方，串連零散時間的專業照護

員，透過數位科技平臺，讓有短期照顧需

求者，能透過平臺瞭解照護服務源的列

表、收費、經歷等，公開透明所有資訊，

照護需求者遞交需求服務後，能快速（兩

小時內）在網路與APP平臺媒合獲得回
應。

(3) 通路：從線上申請照護服務到線下實際提
供服務，除了透過網路平臺進行宣傳，

也於新創活動展場等管道推廣，提高能見

度。

(4) 顧客關係：運用公開透明的平臺提供即時
諮詢，照護需求者送出預約後，平臺協

助回覆，且照護服務員透過平臺與照護需

求者溝通，再依溝通內容選擇接案，確定

雙方供需媒合成功後，簽署資訊服務合約

後，而服務完成後，照護需求者亦能以星

級評價照護人員，提供給其他照護需求者

參考。

(5) 收益流：媒合照務需求者與提供服務照護
員的中介收入，以及創新創業競賽獎金。

(6) 關鍵資源：核心團隊之電子商務與網路技
術，將網路與APP介面簡易化，讓使用者
更好上手。

(7) 關鍵活動：進行教育訓練，依各類照護需
求者進行服務技術標準化之訓練，並簽署

資訊服務合約，採用彈性工時的方式吸引

中年婦女、退休人員吸引具相關專業能力

或受過訓練的人員加入。

(8) 關鍵合作夥伴：照護團隊成員包括護理
師、護士、照顧服務員、物理治療師與職

能治療師，需有服務員結業證書、良民證

並通過體檢標準。

(9) 成本結構：人事、行銷及開發系統及稅務
支出。

2. 仕安社區發展協會

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臺

南市最北端後壁區之西部邊區，因為地處偏僻

的小農村，年輕人多往外求職以致人口外流，

為能增加社區居民工作機會，以里長為頭，與

一群有理念的社區居民帶領下，成立社區服務

車，免費接送社區傷病患者就醫提供社區獨居

老人，協助因工作關係須外出打拼，無暇顧及

家中長者之家庭，主要提供接駁、巡迴醫療、

共餐與環境維護等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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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安社區發展協會2013年成立「仕安社區
合作社」，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導入企業

化的經營模式，確保股息與結餘分配不受人事

更迭改變，藉合作社結餘20%回饋社區，期待
藉此持續推動志工協助長者送餐與共餐（每餐

20-35元）、醫療車服務、綠美化維護與學童照
顧，透過永續化的自主經濟，進行正向良善循

環。

(1) 目標客層：社區成員，特別是中高齡者。
(2) 價值主張：依社區特性發展以農為本的永

續化自主經濟，透過成立合作社創造社區

經濟，轉虧為盈回饋社區，並創造就業扎

根社區，將村莊打造成能永續提供服務的

自主經濟體。

(3) 通路：社區日常網絡，里民間的互助合作
將村內種植白米與黑豆，包裝成禮品，於

主婦聯盟與丸莊醬油談通路合作進行商品

銷售，並透過大專院校合作進行年節禮品

銷售。

(4) 顧客關係：透過高齡長者的服務接駁、巡
迴醫療與共餐，以活動中心為中心點，打

造社區點線面的服務。

(5) 收益流：銷售禮品所得收入盈餘，以及農
委會輔導計畫資金支持、勞動部計畫補助

協助營運行銷與會計等業務，以及金融慈

善基金會等資金挹注。

(6) 關鍵資源：社區居民齊心協助，發揮集體
力量凝聚眾人共識，推廣無毒農作的健

康社區，並透過與鄰近大學的會議進行共

創，逆轉社區劣勢。

(7) 關鍵活動：社區里民會議、各類社區老人
與兒童公益活動。

(8) 關鍵合作夥伴：社區里民，尤其志工媽媽
們（約55-75歲）。

(9) 成本結構：銷售包裝禮品的人事、行銷費

用，以及稅務支出（營收撥出餘額回饋社

區）。

結論與建議

1. 需傾力發展生活支援之產業化服務

目前線下平臺與線上平臺，均有針對高

齡化社會趨勢有所作為，譬如前述個案之實體

平臺提供小而美的服務，而線上數位平臺創新

能量充足，但彼此間都有未能滿足的缺口，譬

如，線下平臺提供普及化服務，但無法針對特

定需求的民眾個別提供加值性的服務，至於線

上平臺雖有創新型態的服務，但對於實際個別

區域的需求者樣貌特性並不熟悉，隨著生活健

康產業的服務需求量大，線下之於線上平臺的

關係，應為魚幫水、水幫魚，介接雙方方能滿

足個別區域民眾的需求。

因此，生活健康產業「產業化」對於民

眾相當重要，如果沒有產業化，許多民眾的需

求無法透過資源的相互嫁接得到滿足，惟有當

線下與線上平臺，在更具宏觀的整合性平臺被

統合起來，民眾才能獲得最大的供給量和選擇

性，線下平臺能持續作好基本在地守望相助，

發揮支援系統的功能，至於線上平臺也能維持

穩定度，再進行更擴大規模的發展。

高齡化社會是可預期的趨勢，而如同美

國前總統林肯所說，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是

創造未來(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臺灣現有就已具備基礎網絡與創新
能量，只待更進一步的整合與發揮相互串接、

交流，進而形成網絡效益。

2.  生活健康、醫療與長照服務相互串接之

必須

目前醫療服務與長期照顧服務均有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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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然而醫療體系長期與長照服務體系切割分

離，對於長照體系的服務體系的服務需求與醫

療特性也很陌生，對於已長期推動的醫療與長

照兩大體系而言，彼此雖有接觸但都也可見陌

生，更遑論除了醫療服務與長期照顧體系之

外的生活健康照護服務，對於其他體系的服務

與功能想必也相當模糊[10-11]，然而由於個案
需全面性照護，欠缺認識而無法互相聯結的系

統，切割了照護需求，又該如何提供民眾普及

且全面性的服務，為現正面臨的挑戰。

目前社區平臺與企業平臺，均有針對高

齡化社會趨勢有所作為，社區提供小而美的

服務，而企業處新能量充足，但彼此間都有未

能滿足的缺口，譬如，社區提供的是普及化

服務，但無法針對特定需求的民眾個別提供加

值性的服務，至於企業雖有創新型態的服務，

但對於實際個別區域的需求者樣貌特性並不熟

悉，隨著生活健康產業的服務需求量大，社區

之於企業的關係，應為魚幫水、水幫魚，社區

協助引進企業的資源滿足個別的服務需求，而

企業也能透過社區瞭解區域的民眾需求；也因

此，生活健康產業「產業化」對於民眾相當重

要，如果沒有產業化，許多民眾的需求無法透

過資源的相互嫁接得到滿足，惟有當社區與企

業平臺，在更具宏觀的整合性平臺被統合起

來，民眾才能獲得最大的供給量和選擇性，社

區也能持續作好基本在地守望相助，發揮支援

系統的功能，至於企業也能維持穩定度，再進

行更擴大規模的發展。

3.  現有平臺網絡再深化：線下為基礎，線

上為加值

臺灣正快步朝向高齡化社會邁進，前述各

平臺多有長期深耕投入高齡者的服務，但目前

正面臨著量變到質變的問題：一是目前社會普

遍對於高齡化所帶來需求挑戰沒有危機意識，

多半在家人或自己開始實際有需求或問題，才

會開始重視，這伴隨未來高齡化人數越來越

多，才會開始普遍有預防性的意識，目前的相

關作為似乎需要多一點的等待才可見成效，二

來過往製造業的習慣是大量製造與行銷的運作

模式，但隨著全球經濟力道趨緩，更強調的是

滿足個別化的市場型態，整合性平臺的挑戰也

在於滿足多元類型的媒合，若僅像傳統百貨公

司展示各類的服務，平臺就失去了促成資源使

用的價值[12-13]。
面臨高齡化的挑戰，其實目前臺灣社會

已有相當健全的網絡組織，譬如許多線下實體

組織，如社區、社區大學或鄰里辦公室，雖未

充分使用數位平臺，但已具備發展平臺經濟之

關鍵網絡資源；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平臺最重

要的並非完全或高度仰賴線上平臺進行媒合或

提供服務，而是能協助依據民眾所需，提供彈

性模式之組合，解決各自所遇到的問題，意即

有些服務透過線上平臺即可獲得解決，但有些

仍需要透過線下平臺結合在地網絡方能提供，

重點在於如何相互結合，依不同形態的需求，

提供相對應的服務，譬如，越需客製化（無法

標準化）的服務流程，實體平臺運作之重要性

也越高；反之，越可標準化之產品或服務，建

構資訊平臺的需求程度也越高。屬線上平臺多

為企業型態，基於競爭策略的考量，資訊分享

有其限制，也可能因此受限於現有營運模式，

營運可擴充性與規模化程度，有難以突破的瓶

頸，然而線下平臺其公益性質較高，且已長年

已存在於臺灣既有的社會關係中，兩者應相互

進行介接，方能擴大各自的服務能量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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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線上與線下平台內容彙總
線上平臺 線下平臺

型態 新創企業 社區、鄰里辦公室等

背景
1. 社會照顧人力不足
2. 新興照顧產業發展

1. 協助高齡者自主生活，在
地安老

2. 不想過度依賴子女

價值
主張

1. 資訊化科技應用，方便家
庭照顧者找到適合的資源

2. 嫁接與媒合民眾與廠商

1. 預防性照顧
2. 提升中高齡者動能與產能
3. 打造從點到面的服務

服務
對象

1. 家庭照顧者（子女）
2. 需用服務高齡者（60-75
歲）

1. 社區高齡者（55-75歲
2. 不便出門與行走的長者

服務
需求

1. 自費市場（輔具、營養餐
飲、照顧）

2. 廠商與商品合法性第一線
把關

1. 共餐、接送
2. 食衣住行（散步、唱歌、
提供打工機會、學習、旅
遊）

推動
策略

1. 精緻且客製之生活化照顧
2. 服務標準化（簽約品質控
管）

3. 公部門與私部門資源轉介

1. 透過日常活動創造社區活
絡

2. 邀請中高齡者投入參與

營運
基礎

1. 具照護經驗且有熱情投入
陪伴服務的照顧人員

2. 短期且彈性的服務模式

1. 有理念的社區居民
2. 以活動中心為點，連結各
服務項目為線

財務
來源

1. 服務費用（每小時收費*
服務時數），依照護經
歷、證照等調整（交通費
與耗材由使用者負擔）

2. 平臺服務費用（服務費用
*20%）

1. 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
導入企業化經營模式

2. 以高於市價收購稻米保障
農民生計，盈餘落實回饋
社區居民，投入社區老人
與兒童公益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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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one of the growing aging countries in Asia. The baby boomer generation born in 1946-

1964 is about to retirement in thirty years. Some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 are well-educated and 

high-socioeconomic status group. They are also more open-minded and have experienced the boost 

of modern technologies, which give them much more different expectation for life in retirement. 

Moreover, most baby boomers are healthy or sub-healthy condition. 

In view of the progression of modern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has rendered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more efficiency, which also as the unique solution provider for elderly service or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in ageing society. Our research starts wi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 each case which delivers sever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e conduct exploratory case studies about how the service providers create a platform 

to enforce the network of each other and lead the elderly to a heal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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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之編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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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全球化趨勢以及國際化專業分工潮流，全球景氣循環週期呈現震盪幅度加劇且國際之

間彼此交互影響日深情勢；勞動市場情勢則因景氣循環震盪、新就業型式和分包、外包的迅速

成長，普遍存在無就業復甦（Jobless Recovery）及非典型就業（Atypical Employees）現象，致
使單一指標無法全面反映市場情勢全貌，通常需要透過多種指標或編製各式綜合指數以真確反

應市場脈動。為明瞭並掌握勞動市場情勢，在此除參採國際機構有關之勞動指標以及國內現有

官方發布統計資料外，並以實證模型（包括因子分析及動態因子模型）加以建構、編製臺灣勞

動市場情勢指數。

實證結果萃取臺灣勞動市場之四個關鍵面向指標，分別為「趨勢動能指數」，主要呈

現市場需求及勞動市場能量等；「報酬與福利」，主要反映薪資高低與相關福利變化（包含

工時等）；「供需調節活躍指數」：反映與勞動市場效能有關的變數，體現臺灣勞動市場之

「量」、「價」調整；及「勞動投入」等四個關鍵因子。

而透過相關之雷達圖等編製及不同時期之指數值得分高低，可比對於不同時點相關指數

對於國內勞動情勢之動態趨勢變化；且若以編製之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臺灣 Labor Market 
Condition Index（臺灣LMCI）與Fed編製之美國LMCI指數，可發現對應指標之間具有高度連
結，據此並可評估國際勞動市場之變化對國內勞動市場之可能影響，除可作為國內勞動市場之

先期前瞻預測指標之外，透過即時掌握臺灣勞動市場之情勢變化，並可作為相關政策規劃之基

礎與參考。

關鍵字： 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動態因子模型、綜合指標

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投稿，民國 107 年 6 月 6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接受。 
通訊作者：彭素玲，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116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75號， 
電子郵件信箱：slpeng@cier.edu.tw。



199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之編製研究

緒論

由於全球化趨勢以及國際化專業分工潮

流，全球景氣循環週期呈現震盪幅度加劇且國

際之間彼此交互影響日深情勢。如自21世紀以
來，先後歷經有科技泡沫、金融風暴、歐洲主

權債務危機，臺灣經濟成長率不但出現兩次負

成長（2001、2009年），並自2012年起，持續
於谷底盤旋；雖然2014年經濟成長率突破3%，
但隨即於2015年跌至1%以下，僅有0.75%。而
究其因，都與國際經濟走勢低迷，影響國內出

口與投資意願致使經濟成長呈現衰退。 
相對於全球經濟景氣動盪，勞動市場情

勢則因景氣循環震盪、新就業型式和分包、外

包的迅速成長，普遍存在無就業復甦（jobless 
recovery）及非典型就業（atypical employees）
現象，致使單一指標無法全面反映市場情勢全

貌，通常伴隨多種指標或編製各式指數以真

確反應市場脈動。如國際勞工組織（ILO）彙
整約190個國家之18個勞動力指標及4個附加指
標，組成勞動市場關鍵指標（KILM）（ILO，
2015）[1]，作為觀測全球勞動市場情勢綜合
指數。而在2016年初發布之「世界就業及社
會展望報告」（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ILO，2016)[2]也選定六項勞動市場
基本指標進行分析預估，包括失業率、勞參

率、就業人數成長率、工作貧窮、弱勢勞工就

業率、勞工生產力的成長率等作為觀測重點。

事實上，勞動市場指標已成為相關政策與

決策之核心關鍵因素，如Fed於2015年12月中
旬升息之會議紀錄中，即明指「近期一系列勞

動力市場指標，包括就業持續成長和失業率下

降，顯示市場進一步的改善，確認勞動力資源

利用不足的情況自年初以來顯著消減。…經濟

活動將繼續以溫和步伐擴張，勞動力市場指標

會繼續走強。…在確定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

未來調整的時機和幅度方面，委員會將評估已

實現的經濟形勢和預期的經濟形勢朝充分就業

及2%通膨目標發展的情況。這方面的評估將考
慮廣泛的一系列信息，包括衡量勞動力市場狀

況的指標、通膨壓力與通膨預期指標及金融和

國際動態方面的數據。…」。由此顯見「衡量

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指標」仍是Fed作為相關決
策之重要參考因素。 

Fed使用之勞動市場指標，包括有Fed主
席葉倫（Janet Yellen）在2014年傑克森霍爾
（Jackson Hole）央行總裁聯合會議提及之「勞
動市場情勢指標」（Labor Market Conditions 
Index，LMCI）（Hakkio, Craig and Willis，
2013、2014）[3,4]，其被喻為政策之「儀錶
板」（Dashboard），此主要由Fed Kansas分行
編製提供；另外由Fed Atlanta發布之美國勞動
市場蛛網圖，也被認為是Fed對於勞動市場情
勢掌握之關鍵指標，Fed各分行都對勞動情勢
編製相關指數，顯見Fed於決策過程對勞動市
場景況之重視與關切。 

由於就業情勢成為財經決策之重要參考依

據；國內經濟情勢因全球化等影響，波動日益

頻繁與劇烈。值此景氣低迷之際，除須密切注

意全球經濟景氣波動與財經政策之可能影響與

衝擊外，更需精確掌握、研判國內勞動情勢，

做為相關決策基礎與施行方針之指引與參考。

而透過國外經濟、勞動情勢之相關指標彙整、

比對，除有利於國內相關指標之國際接軌外，

亦可運用適當之量化方法進一步加值應用相關

資訊，過系統且具一致與效率性之資訊萃取，

除可明瞭、掌握並分析國內勞動市場之脈動趨

勢外，並可透過資訊之動態比較，了解相對情

勢位置及政策著力時點與可能工具，作為各界

因應未來國內勞動情勢相關政策與決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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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初編與建置

一、勞動市場情勢指標之相關文獻彙整
1

為了掌握景氣變化轉折，以及攸關民生之

各式政策，各國政府或機構於政策規劃與評估

時，多適用、參酌相關指標，以作為政策前瞻

指引。尤其自葉倫上任Fed主席後，其對於勞
動市場之觀察指標，多方參酌如Fed Kansas分
行之LMCI以及Fed Atlanta之蛛網圖等，不再如
前任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以失業率扮
演Fed利率前瞻指引之重要指標2。

葉倫擴大資訊範圍，除因審慎考量國際經

濟景氣動向之外，主要也因參考指標之間所揭

露之訊息多元，需有更為周延之訊息以支援相

關決策。就美國Fed Atlanta所發布之勞動市場
蛛網圖3只要以美國勞動市場現況訊息的掌握為

主。在新版指標（稱為labor market distribution 
spider chart）其將勞動市場區分為5個構面，包
括就業行為、信心指標、利用率、流量指標以

及薪資指等五大構面，並以15項次指標組成，
而透過不同時點相關指標之收縮或擴大，可以

確知相關指標相對於比較基準是改善抑或惡

化，以及改善者主要反映於哪些層面，而惡化

者又以哪些層面為主要。

而Fed Kansas編製之勞動市場情勢指數
（LMCI），其與蛛網圖略有不同在於蛛網圖
偏重對於勞動市場之現況觀察；而LMCI並透
過若干廠商調查之前瞻預測結果，將總指標分

為「活躍程度指標」（level of activity），以

1
　有關本節所述各項指標之彙整與比較，詳參彭素玲
（2016）[5]。

2
　詳見 h t t p : / / w w w . u s a t o d a y . c o m / s t o r y / m o n e y /

business/2012/12/12/fed-buys-treasuries/1762459/
3
　詳見http://macroblog.typepad.com/macroblog/2016/02/

introducing-the-refined-labor-market-spider-chart.html

及「趨勢動量指標」（momentum），作為前
瞻預測美國勞動市場景況之可能發展趨勢。

Fed主席葉倫之所以將其稱為「儀錶盤」，認
為這項指標能夠作為政策規劃之校準，除能準

確反映就業市場的真實情況外，並能對市場預

做偵測。由於美國重視各類特定族群以及議題

之統計與調查，因而每週、月、季等發布多項

數據，各指標之間可能反應混雜或相互牴觸的

訊息。為了更準確掌握勞動市場的動態，Fed
（Kansas分行），從中攫取重要24個勞動市
場變數。而後運用動態主成分分析（dynamic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方法，整合並
提煉勞動市場之24個變數的訊息為兩個因素：
一是與勞動市場活動水準相關變數高度相關的

「活躍程度指標」（level of activity），第二個
是與勞動市場條件變化率相關變數高度相關的

「趨勢動量指標」（momentum）。前者主要
反映勞動市場情況與過去6個月平均水準的差
異；後者主要衡量勞動市場情況改善的速度如

何。

此外，主要機構也多選用勞動市場相關

指標，作為觀察、監測勞動市場變化。如國際

勞工組織（ILO）彙整發布「勞動市場關鍵指
標」（KILM），KILM涵蓋約70個已開發國家
與約120個開發中國家（含新興市場經濟體）
之失業與就業等動態資訊，除可作為觀測全球

勞動市場重要觀測指標外，透過指標之時間

數列觀察以及橫斷面資料之比較，除可了解經

濟體系勞動市場情勢變化外，並可做為跨國比

較與國際接軌的基礎。KILM指標涵蓋勞動參
與率、就業、失業、教育程度、勞動力成本、

經濟性能等層面指標。目前已更新至第9版
（2016年2月修訂），共羅列17項指標作為觀
測各國以及區域勞動市場發展之關鍵指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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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並未能加入聯合國組織，因而也不在ILO
之會員國內，惟在ILO之KILM指標中，於若干
指標可見臺灣資料名列其中4。

而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為觀察其會員國
以及主要國家有關勞動市場變化，在2017年
《OECD就業展望》報告發布勞動市場績效記
分告示牌（scoreboard）。此一評比架構涵蓋就
業數量、就業品質和勞動力市場包容性等，對

不同國家的勞動市場之優勢和劣勢進行充分的

概述以及動態比較。

如前所述，各指標之定位與功能各有不

同。若以具有政策前瞻意義者，以Fed Kansas
編製之勞動市場情勢指數（LMCI）較具有預
測前瞻的功能，透過「活躍程度指標」、「趨

勢動量指標」，掌握市場調整動能與可能方

向，做為政策前瞻指引。至於Fed Atlanta之勞
動市場蛛網圖，或是ILO之KILM，或是OECD
之勞動市場績效記分告示牌等，多以勞動市場

之現況或回顧比較為主，透過指標之變化了解

市場相對位置，以及可能之應對措施等。是

而，在此主要參酌Fed Kansas之LMCI架構與
操作流程，作為臺灣編製勞動市場情勢指標之

基礎。惟因臺灣與美國之勞動市場特性差異甚

大，且支援之相關調查與統計數據資料也有相

當不同，因而實務操作過程中，臺灣指標之建

置將因臺灣市場變化特性而有所增刪調整。

二、指標編製之架構與流程說明

針對國內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之編製，在此

4
　於KILM指標中，臺灣於就業率、部門就業人數、職類別就
業人數、勞參率、就業人數、勞動生產力、勞動依賴比、
勞動市場保護、薪資成長等指標有相關數據。

透過國內各部會之統計指標盤點與彙整，參照

ILO之LILM、OECD等機構之勞動指標編製，
及Fed編製LMCI（勞動市場情勢指標）之實證
模型及蛛網圖呈現方式等，做為相關編製之參

考與基礎。

其中，有關量化模型操作過程主要分

為兩階段：首先採用因子分析法（ f a c t o r 
analysis），將國內現有之月頻率指標變數資
料予以濃縮彙整，萃取重要成分因子並命名、

編製與分析相關指標之變化趨勢與特性；而後

利用因子分析萃取結果，運用動態因子模型

（Dynamic Factor Model, DFM），掌握國內勞
動市場動態情勢變化，並加以分析與應用（詳

見Stock and Watson（2002a、2002b、2006）[6-
8]）。

因子分析能將變數由繁至簡，濃縮精煉

變數訊息，透過萃取之重要因子，藉以觀察與

掌握相關因子走勢並可據此編製勞動市場情勢

指數。惟考量臺灣自21世紀以來之經濟結構
轉型，及美國Fed編製LMCI實證方法之運用特
色，除因子分析外另考慮加入動態因子衡量，

以更清楚了解臺灣勞動市場情勢如何隨時間與

外在衝擊而變化。相關實證流程如圖1所示，
以下簡要說明：

圖1　實證估計操作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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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盤點、檢視蒐集國際重要機構及國內勞

動相關變數，並加以資料處理

針對國際重要機構如ILO之KLIM等指標
及國內各部會之各類統計資料加以彙整，除透

過盤點加以確認資料之名稱、頻率與一致性等

外，並利用統計、計量方法加以檢視蒐集到的

變數資料特性，如敘述統計、變數之穩定性檢

定、相關係數之計算等；於必要時並將變數之

型式加以轉換，如取對數、差分或平滑化等。

2. 篩選並確認變數

為使編製情勢指標能具有前瞻與引導

功能，在此如Fed之LMCI及蛛網圖（James 
Bullard，2013）[9]，以「月」頻率資料為基
礎，參考ILO之KILM、OECD之六項指標及
Fed之LMCI等重要勞動指標，及國內相關學者
建議之重要勞動市場情勢變數並配合變數之敘

述統計、相關係數計算等，加減、刪除若干可

能重複或重合之變數。

3. 相關分析與成分萃取

針對選取的變數進行相關分析與成分萃

取，透過迴圈操作，仔細檢查萃取實證結果及

各因子的解釋力5,6，並透過結果比對，反覆操

作刪減或更替變數，直至各因子分類清楚且解

釋力足夠，方確認候選模型7。

5
　在此以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簡稱KMO）及

Bartlett球形檢定，驗證因子分析模型總體適切性檢驗。根
據檢定結果顯示萃取後之因子具有獨立互斥情形，適合因
素分析模型。

6
　至於各變數指標適切性檢驗則以共同性與顯著性為主要考
慮。共同性可助於判別個別變數的刪減及了解影響力；而
相關性則只在了解變數之間的走勢相關程度。

7
　實證估計過程，初步篩選五個變數模組，包括：模組一納
入全體變數（月頻率）之組合，共有約56個變數組成；模
組二為參照國際機構資料庫指標，包括ILO、OECD等國際
資料庫建議有關變數；模組三～模組五為採用刪減原則之
變數組合 。實證選取資料時間區間為2000年1月至2014年
12月，共15年期間，180期月資料。

編製結果分析與說明

一、因子分析估計結果

1. 因子個數決定 

在此依特徵值（Eigenvalue）與因子解釋
總變異量的能力決定因子萃取的個數。若以特

徵值大於1為篩選原則，可萃取五個因子。若
觀察變異數百分比及其累計值，第一個因子可

解釋近半（43.721%）的總變異數，累積至第
四個因子，可解釋總變異量已達87.6%以上，
且第四個因子後特徵值差異趨緩，爰此，因而

選定四個因子進行分析。

2. 因子分群與因子命名

選定因子個數後，可依轉軸後的成分矩

陣將變數分類，有關變數因子分類結果列於表

18。並加以說明如下：

第一因子「趨勢動能指數」：因選取之變

數眾多，可再加以區分兩個子層面：

(1) 市場需求因素：主要彰顯勞動市場受國內
經濟情勢之影響，相關變數包括：消費者

物價指數、外銷訂單指數、實質出口值、

工業生產指數、實質進口值、加權平均股

價指數等重要「影響勞動市場需求面」的

因素。

(2) 勞動市場能量變數：主要反映勞動市場現
8
　表1所列經轉軸後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表中各因子之負荷
量絕對值小於0.1者以「…」符號代替利用此一表示方式，
除可使表格更簡明，清楚外，也可清楚知道各變數於哪幾
個面向因子具有大於0.1的負荷量，變數能更清楚歸類於各
因子分群的相對收斂情形。例如因子1之負荷量較大者，包
括受僱者、就業者、勞動力、勞保投保人數、非農就業人
口、消費者物價指數等，僅於因子1之負荷量＞0.1；這些
變數於其他因子之負荷量皆小於0.1而未標示，因而於因子
2~4之負荷量以「…」表示，透過「…」之表示方式可清楚
掌握前述變數在因子1之重要與解釋能力，以及於其他因子
之負荷情形（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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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於現行法規、措施下所具備的能量，

依權重高至低依序為：受僱者、就業者、

勞動力、勞保投保人數、非農就業人口、

失業給付平均核付金額、產業及社福外籍

勞工人數、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率、勞動參

與率、勞工服務件數、勞資爭議調解成立

率。兩個子層面主要解釋在現行體制、勞

動力能量以及其與總體經濟需求面交互影

響下，國內勞動市場之情勢變化。

整體而言，第一因子「趨勢動能指數」主

要用以反映景氣走向對國內勞動市場之影響，

當變數之權重數值越高，顯示景氣狀況良好，

就業人數增加，為正向趨勢；唯一例外者為積

欠工資墊償基金率，其為因子一組成中唯一負

向影響的指標，當其值越高，積欠工資情形越

嚴重，顯現其對就業市場屬於不利因素，除反

映勞動市場廠商之經營困境外，也顯示對於勞

動者就業意願有不利影響。

第二因子「報酬與福利」：包含薪資及收

入相關變數，如每人每月薪資、工業部門薪資

指數、服務業部門薪資指數、勞保金占平均薪

資比率、基本工資/工業部門平均薪資、每工
時薪資指數-工業、受僱者總延人薪資指數-工
業、基本工資/服務業部門平均薪資、製造業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等，主要反映勞動市場薪

資與福利情勢。其中，勞保金占平均薪資比率

的權重為負值，顯示若勞保金占平均薪資比例

越高，薪資移入勞動保險比例增加，此或因法

律制度之變革所致，雖然薪資總數可能增加，

但因民眾領去之薪資可能反而呈現下降，民眾

之當期薪資可能減少，雖然退休後所得可能增

加，可是基於時間偏好差別（當期與落後期差

異），因而權重呈現負值。至於基本工資/工業
部門平均薪資、基本工資/服務業部門平均薪資
對薪資的負向影響之情形，近年有諸多文獻探

討（陳香如、郭哲瑋，2014）[10]，「企業主
可能因工資成本侵蝕利潤而遣散部分低生產力

的員工，進而造成更多失業。此時若政府又把

基本工資調高，並非雪中送炭，而是讓更多非

技術勞工失業。9」如此，基本工資對於就業福

利反而呈現負面影響。

第三因子「供需調節活躍指數」：反映與

勞動市場效能有關的變數，體現臺灣勞動市場

之調節情形，就「量」而言，主要反映於失業

率等數據；若以「價」為觀察，則將以薪資為

調整手段。惟薪資因有基本工資等相關規範，

具有向下僵固性，是而市場調整多以量為先

行，亦即多以失業率為觀察重點。由於市場調

整，有關失業率通常為負面指標，故而相關變

數之正負符號須注意，當失業相關值越高，即

表示市場狀況越不利，則供需調節活躍指數越

低，是故呈同向變動。就業率與求供倍數（新

登記）兩變數則顯現與失業之力道相反，其值

越大勞動市場越暢旺。

第四因子「勞動投入」：以服務業部門淨

進入率、工業部門淨進入率、受僱者總延人工

時指數 - 工業、每人每月工時，屬於勞動投入
多寡指標。由於「企業預期產品需求增加時，

會延長工時，因為延長工時比僱用新員工容

易」（劉欣姿，2013）[11]，所以工時與工時
指數增加也顯現出勞動投入增加。

9
　參考陳香如、郭哲瑋(2014)[6]，「臺灣薪資停滯之可能原因
與解決方式」《2014年經濟年鑑》, 經濟日報出版，pp. 3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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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因子分析之成份矩陣與因子命名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變數名稱
萃取後之因子

1. 趨勢動能指數 2. 報酬與福利 3. 供需調節活躍指數 4. 勞動投入

受僱者 .997 ... ... ...

就業者 .995 ... ... ...

勞動力 .993 ... ... ...

勞保投保人數 .992 ... ... ...

非農就業人口 .992 ... ... ...

消費者物價指數 .980 ... ... ...

外銷訂單指數 .966 ... ... .159

失業給付平均核付金額 .962 ... ... ...

實質出口值 .945 ... ... .255

工業生產指數 .922 ... ... .326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912 ... -.151 -.104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率  -.900 ... .121 ...

勞動參與率 .877 ... -.208 .111

勞工服務件數 .785 ... .248 .271

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率 .768 ... -.171 -.117

實質進口值 .664 -.144 -.268 .559

加權平均股價指數 .640 ... -.447 .269

每人每月薪資 .125 .978 ... ...

工業部門薪資指數 .166 .974 ... ...

服務業部門薪資指數 ... .971 ... -.108

勞保金占平均薪資比率 .216 -.958 ... ...

基本工資/工業部門平均薪資 .199 -.953 ... ...

每工時薪資指數 - 工業 .149 .944 ... -.251

受僱者總延人薪資指數 - 工業 .287 .939 -.130 ...

基本工資/服務業部門平均薪資 .325 -.925 ... ...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422 .823 ... -.311

失業率 ... ...  .987 ...

長期失業 ... ... .911 .155

失業者 .363 ... .892 ...

就業率 .581 ... -.762 ...

青年失業 -.198 -.184 .699 ...

求供倍數（新登記） .185 -.452 .321

服務業部門淨進入率 ... ... ... .866

工業部門淨進入率 .167 -.220 ... .854

受僱者總延人工時指數 - 工業 .272 -.402 -.405 .630

每人每月工時 -.151 -.468 -.159 .613
說明：「…」表示負荷量絕對值小於0.1。表中各因子之負荷量絕對值小於0.1者以符號「…」代替，以表示其值微小。此一表示方式除可使表格更簡

明，清楚外，並可清楚知道各變數於哪幾個因子具有大於0.1的負荷量，變數能更清楚歸類於各因子分群的相對收斂情形。例如因子1之負荷量
較大者，包括受僱者、就業者、勞動力、勞保投保人數、非農就業人口、消費者物價指數等，僅於因子1之負荷量＞0.1；其餘因子之負荷量皆
小於0.1而未標示，因而於因子2~4之負荷量為「…」。藉此，可清楚掌握前述變數因子在因子1之重要與解釋能力，以及於其他因子之負荷情
形（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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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態因子模型（DFM）實證結果說明

與分析

根據DFM實證操作流程，篩選最終選定模
型，有關DFM估計所得之動態勞動市場指數，
如圖2所示。依圖形觀察，相關指數走勢圖反
映重要時間與特色如下：

1. 2001年臺灣經濟成長情況不佳：21世紀初
期之科技泡沫，造成臺灣經濟衰退，並對

勞動市場產生結構性影響（如（林祖嘉，

2003）[12]、（林慈芳，2002）[13]）。
 此時動態勞動市場指數也呈現相對低點，
直至2001年8月後才開始攀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2　標準化後動態勞動市場指數走勢 

2. 次貸風暴：2008年次貸風暴爆發，劇烈影
響全球與臺灣經濟，動態勞動市場指數呈

現出當時受影響的嚴重程度，而2009年3
月之指數為歷年最低。

3.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由於國際經濟情勢仍

不穩定，臺灣經濟與勞動市場亦受波及。

動態勞動市場指數走勢平緩，反映勞動市

場情勢之平疲情勢。

編製結果應用

一、國內勞動市場情勢之偵測雷達

本研究比照Fed編製美國LMCI的方法，利
用實證結果萃取後之因子，並將相關因子加以

基準化處理10，做為掌握與偵測臺灣勞動市場

情勢之系統指標11，在此為便於區別，名之為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標（簡稱臺灣LMCI）；
並將其以雷達圖方式呈現，以檢視其配適情

形。

有關雷達圖之呈現時間點，在此選定金融

風暴前後以及近年之走勢比較。圖3為臺灣歷
經金融海嘯前後及近期勞動市場雷達圖。由於

金融風暴及後續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重創

全球與臺灣經濟，並造成臺灣勞動市場之失業

率一度突破6％，在此即以金融風暴前後之雷
達圖，觀察相關指標建立之解釋與掌握情形。

即，本研究藉由雷達圖，觀察事件時間點包括

未發生（2007年底）、有跡象時（2008年底，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2009年底）及發生
後（2010年底）之勞動市場情勢的變化。

根據圖3觀察，2007年12月時，整體而
言，勞動市場為較佳狀態，四項因子皆較靠近

雷達圖外圍，但2008年底，金融海嘯已有跡象
可循時，圖形內縮，因景氣及市場狀態不佳，

許多企業開始減薪、無薪假、裁員等，故市場

參與者的整體福利與報酬下滑；而企業也因獲

利降低，提供職缺較少，潛在離職或轉職者也

因考慮到市場情形而維持現狀，勞動人口就業

情況較為嚴峻，造成勞動投入下滑。

2009年9月為金融風暴谷底，自9月後，即
開始緩慢轉佳，由於金融風暴重創經濟、就業

市場情勢，政府陸續推出刺激方案（如於2009

10
　基準化公式：  1、2、…，若指標走

勢呈現反向(如失業率等)，則為： ，

i=1、2、…、180  （反向基準化）。
11
　由於第三類市場調節因子之變化方式與涵義與其他因子有
所差異，其值越大表示勞動市場情勢越不利，越需要積極
調節，為了將勞動市場雷達可一致呈現.離軸心愈遠，勞動
市場情況越佳.之情勢解讀，在此將第三因子加以反向基準
化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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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啟動「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等），但市場調節指標，即失業率、長期

失業等，因時間延滯加上復甦初期，廠商多以

短期方式因應市場情勢變化，故而此一指數仍

落於谷底，指數得分甚至比2008年還要低。
2010年的「趨勢動能指數」較前幾年為佳、
「勞動供需調節活躍指數」卻未能回到2007年
時的水準。

金融海嘯發生後，國際主要經濟體推

出重要財經政策以刺激經濟，如美國在2009
年至2013年間採三次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貨幣政策、2010年日本也以日圓
貶值實施量化寬鬆政策、2011年歐債危機爆
發，對全球經濟及臺灣經濟都造成相當影響，

包括臺灣對歐美及中國大陸出口下滑使民間投

資減少，且社會對市場信心不足、台股下跌，

致使民間消費下降，內、外需求不足，使臺

灣經濟成長力下滑、失業率攀升。根據圖3顯
示，自歐債危機至美國宣佈QE緩和退場後，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似乎逐漸好轉，趨勢動能指

數、供需調節活躍指數及勞動投入都呈現逐漸

上升趨勢，惟勞工報酬與福利則是逐年縮減，

反映出近年臺灣低薪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3　 金融海嘯前後及近期之臺灣勞動市場雷
達圖

二、實證結果比較說明

由於21世紀後因區域經濟整合與貿易協
定大行其道，全球化成為重要趨勢潮流，國

內勞動市場也因而愈受國際經濟情勢影響。為

比較國內勞動市場情勢指數與國際相關指標

之走勢與連結關係，在此進一步將建置之國內

勞動市場情勢指數，對應比較美國LMCI總指
數及其所萃取之主要因子：市場活躍度（level 
of activity）與動量（momentum）指數加以比
較、對照。 

首先為兩者選用指標的差異，在美國

LMCI指標，因其政府、機構、企業等對於勞
動市場之變化相關訊息極為重視，因而對於各

式勞動市場調查多例行發布相關結果，以供各

界爰用參考。是而LMCI選用之指標中，除引
用勞動部統計局（BLS）發布之勞動市場相關
統計數據如失業率、U-6失業率、經濟因素之
臨時/部分工時工作者、首次申請失業保險給
付人數、超過27週以上失業者、就業占總人口
比率、私部門非農就業人數、暫時性協助服務

就業、生產及非管理型就業總工時、生產及非

管理型就業平均週薪、非就業至就業之工作流

動、失業人數、離職人數、民間部門總離職

率等之外，各機構發布之調查結果也多納入

指標架構中，如ISM發布之製造業就業指數、
Challenger-Gray-Christmas公布之工作削減數
量、NFIB之計畫增加就業百分比與未立即刊登
職缺廠商百分比、密西根大學公布之預期可提

供工作、Conference Board公布目前可提供工作
職缺與預期可提供職缺等。 

相對之下臺灣民間部門對與勞動市場之相

關調查，則付諸闕如，因而在篩選臺灣之指標

時，則多以官方統計發布為主，較少民間私部

門之勞動市場變化指標。因而在建構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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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指數中，台灣與美國所相同選用之指標，

多屬於官方發布之統計數據為主。此外，於台

灣部份因考慮總體經濟活動對勞動市場之影

響，因而也選用若干具有領先、前瞻意義之高

頻率總體指標如進口、出口、景氣對策信號、

領先指標、同時指標、外銷訂單、貨幣總計數

M1B年增率、加權平均股價指數等。
惟雖然臺灣編製勞動市場指標選用之變數

組成與美國LMCI之指標構成有所差異，但透
過編製結果之趨勢比較，可發現臺灣指標於捕

捉勞動市場變化趨勢，與美國編製之結果有相

似之動態趨勢。表2為本研究建構之臺灣勞動
市場情勢指數與美國Fed編製的LMCI勞動市場
情勢指數之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比較結果。就本研究之因子分析模型萃取因子

部分，若與美國LMCI所萃取出的因子相比，
可發現臺灣之供需調節活躍指數與LMCI活躍
度指標相關性較高；比較兩者之重要指標組

成，發現皆以市場失業相關的指標或變數為

主，且由圖4可觀察到臺灣供需調節活躍指數
與LMCI活躍度指標兩者間呈現相似的波動變
化，顯示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中，有關供需

調節活躍指數（主要以失業情勢相關）與美國

勞動市場情勢之活躍度（失業情勢相關），有

高度相關。

至於與美國LMCI之動量指數相關性較高
的臺灣勞動情勢指標萃取後因子則為勞動投

入。圖4顯示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之的勞動
投入因子與美國LMCI動量指數之走勢相仿，
惟臺灣因小型經濟較易受國際因素影響，造成

勞動市場情勢指數之勞動投入因子有較美國

LMCI動量指數更為明顯的上下波動震盪。若
細究相關指標組成，可發現兩者指數組成，也

多包含工時等變數。

至於動態因子模型（DFM）與美國LMCI

之比較部分。根據比較結果發現本研究建構的

勞動市場情勢指數，相較於靜態指數似與美國

LMCI之走勢有更高的關聯性。由圖4之走勢比
較圖，發現兩者走勢十分相似。兩國勞動市

場於2001年及2009皆遭受國際經濟情勢不穩波
及。惟自2011年9月後，臺灣勞動市場情勢走
升之趨勢相對於美國於時間上有較為落遲現

象，反映美國對於全球經濟之領導地位及臺灣

易受國際因素影響且勞動市場相對屬於落後指

標之特性。

綜整而言，臺灣建構勞動市場情勢指標

（臺灣LMCI），雖然與美國LMCI之指標選取
有所差異，但透過因素萃取與DFM篩選之後，
萃取出四個因子，分別為因子1：趨勢動能指
數、因子2：報酬與福利、因子3：供需調節活
躍指數、因子4：勞動投入，對於捕捉臺灣勞
動市場情勢之變化，透過不同時間點之因子得

分計算，以及雷達圖之內縮或外擴，可以掌握

勞動市場不同面向於時間歷程之改善或轉變趨

勢。惟若考慮臺灣屬於開放經濟體系，與全球

經濟鏈結程度甚深，因而臺灣勞動市場之指標

變化，除應考慮國際接軌，以利相關情勢之國

際比較外，也希望透過國內市場情勢與國際勞

動市場情勢指標之變化比較，具體掌握並觀察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對於國際情勢變化的反

應情形。

在此，透過臺灣LMCI總指數（分別使用
因子分析以及DFM）以及各因子與美國LMCI
之總指數及各因子之動態趨勢與相關係數計

算，可發現臺灣LMCI總指數(DFM)與美國
LMCI之相關係數高達0.67以上；臺灣LMCI
中之因子3：供需調節活躍指數與美國LMCI
因子1：活躍程度指數；以及臺灣LMCI中之
因子4：勞動投入與美國LMCI因子2：動能指
數，或是美國LMCI總指數之相關係數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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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0.583之間，顯示臺灣LMCI除對於臺灣
勞動情勢能有所掌握外，對於國際勞動市場情

勢所致之臺灣勞動市場情勢變化，也有不錯之

捕捉與掌握能力。

表2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標（及萃取因子）
和美國LMCI之相關係數

臺灣 ＼ 美國
美國LMCI：
（因子1）
活躍程度指數

美國LMCI：
（因子2）
動能指數

美國LMCI
（總指數）

臺灣LMCI（因子1）：
趨勢動能指數

 -0.718 0.393 0.220

臺灣LMCI（因子2）：
報酬與福利

0.004 0.101 0.178

臺灣LMCI（因子3）：
供需調節活躍指數

0.581 0.351 0.078

臺灣LMCI（因子4）：
勞動投入

-0.036 0.515 0.583

臺灣LMCI：
總指數（因子分析模型） -0.295 0.394 0.311

臺灣LMCI：
總指數（DFM） -0.044 0.673 0.680

資料期間：200年1月~2014年12月。

資料來源：美國LMCI指數，整理自Fed網頁資料，臺灣資料為本研究建
構整理。

資料來源：�美國LMCI指數，整理自Fed網頁資料，臺灣資料為本研究建構
整理。

圖4　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與美國LMCI走勢

結論與建議

由於國內經濟因全球化趨勢與潮流，而

走勢震盪且循環週期頻繁，並連帶使勞動市場

相關指標所呈現之訊息日益複雜且相互交錯，

為明瞭並掌握勞動市場情勢指數，在此除採

用國際機構有關之勞動指標外，並以實證模型

（包括因子分析及動態因子模型）加以建構、

編製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透過由繁至簡、

濃縮精煉變數訊息，萃取勞動市場走勢相關重

要因子。而經實證過程，在此萃取臺灣勞動市

場之四個關鍵面向指標，分別為「趨勢動能指

數」，主要呈現市場需求及勞動市場能量等；

「報酬與福利」，主要反映薪資高低與相關福

利變化（包含工時等）；「供需調節活躍指

數」：反映與勞動市場效能有關的變數，體現

臺灣勞動市場之「量」、「價」調整；及「勞

動投入」等四個關鍵因子。

而透過相關之雷達圖等編製及不同時期

之指數值得分高低，可比對於不同時點相關指

數對於國內勞動情勢之動態趨勢變化；且若以

編製之臺灣勞動市場情勢指數（臺灣LMCI）
與Fed編製之美國LMCI指數，可發現對應指標
之間具有高度連結，據此並可評估國際勞動市

場之變化對國內勞動市場之可能影響，除可作

為國內勞動市場之先期前瞻預測指標之外，透

過即時掌握臺灣勞動市場之情勢變化，並可作

為相關政策規劃之基礎與參考（彭素玲、吳慧

娜，2015）[13]。
基於時間效率的考量，實證資料以月頻率

資料為主，是而造成若干重要構面統計指標成

為遺珠之憾，如有關主計總處編製之國民幸福

指數、所得分配與工作貧窮等相關統計數據，

或是區域別之數據，甚至勞工健康或職業安全

統計等數據，都因資料頻率屬於年或季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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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及時反應勞動市場情勢變化，而必須捨

棄，造成相關指標建構之架構面，較未能全面

關照、反映勞動情勢整體情勢之變化。

此外，不論是國際研究機構或是官方統

計，相關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密等，多使用

次級資料進行相關研究，未能針對初級資料

進行加值，相關資料之變量或資料之特性掌

握，較為不足，且無法進行跨資料庫之資料勾

稽與串聯，如比對主計總處之薪資調查與勞保

局資料庫、財政部之財稅資料、教育部之學籍

資料等，造成相關資訊之遺漏與喪失，殊為可

惜，此或可透過目前有關政府資料之開放與釋

出，逐漸補足，尤其目前有關巨量資料（Big 
Data）之分析工具與技術日益純熟，資訊之取
得與可信度日益便利與精進，將更有助於後續

研究之推展與相關政策規劃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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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實證模型之所有候選指標（月頻率）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編號 變數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單位

a1 實質進口值    6344.14     968.81 NTD（百萬元）

a2 實質出口值    5855.65    1642.15 NTD（百萬元）

a3 工業生產指數      81.35      16.90 數值（基期100年=100）

a4 消費者物價指數      95.63       5.13 數值（基期100年=100）

a5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產量）      81.53      15.63 數值（基期100年=100）

a6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產量）     121.39      39.21 數值（基期100年=100）

a7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18392.47     881.67 千人

a8 勞動力   10657.94     579.33 千人

a9 勞動參與率      57.93       0.44 %

a10 就業者   10188.25     555.49 千人

a11 受僱者    7663.76     687.47 千人

a12 青年失業（15-24歲）     116.20      16.65 千人

a13 失業者（25歲以上）     353.35      71.19 千人

a14 失業週數      26.96       2.56 週

a15 長期失業（失業53週以上）      77.36      20.07 千人

a16 就業率      55.38       0.65 % 

a17 失業率       4.40       0.71 %

a18 非勞動力    7734.60     306.97 千人

a19 非農就業人口    9589.39     620.74 千人

a20 基本工資/工業部門平均薪資       0.42       0.06 率

a21 基本工資/服務業部門平均薪資       0.38       0.06 率

a22 基本工資/工業部門經常性平均薪資       0.50       0.02 率

a23 基本工資/工業部門經常性平均薪資       0.45       0.02 率

a24 每人每月薪資   43760.05    9681.06 元

a25 每人每月工時     180.58      12.33 小時

a26 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率       0.34       0.32 率

a27 爭議人數涉及率       0.67       0.71 千分比

a28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率       5.99       1.15 %

a29 勞工服務件數   46876.99   17271.77 件

a30 勞保投保人數 8754858.02  720904.82 人

a31 勞保金占平均薪資比率（當期）      63.76       9.16 數值（基期100年=100）

a32 職災保險給付人次    3176.52     400.67 人次

a33 失業給付平均核付金額      18.59       2.08 千元

a34 求供倍數 （新登記）       1.41       0.39 %

a35 公立職業訓練結訓人數    2161.54    1409.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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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數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單位

a36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363453.11   64753.06 人

b1 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產量）      82.46      14.99 數值（基期100年=100）

b2 工業部門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產量）     119.77      38.11 數值（基期100年=100）

b3 工業部門淨進入率       0.05       0.42 %

b4 服務業部門淨進入率       0.17       0.35 %

b5 工業部門薪資指數      95.88      20.97 數值（基期100年=100）

b6 工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指數      97.88       3.72 數值（基期100年=100）

b7 服務業部門薪資指數      96.66      21.76 數值（基期100年=100）

b8 服務業部門經常性薪資指數      98.10       2.76 數值（基期100年=100）

b9 受僱者總延人薪資指數 - 工業      93.21      22.65 數值（基期100年=100）

b10 受僱者總延人薪資指數 - 製造業      93.04      22.69 數值（基期100年=100）

b11 受僱者總延人工時指數 - 工業      97.80      8.29 數值（基期100年=100）

b12 受僱者總延人工時指數 - 製造業      97.71      8.31 數值（基期100年=100）

b13 每工時薪資指數 - 工業      96.68      29.72 數值（基期100年=100）

b14 每工時薪資指數 - 製造業      96.58      29.75 數值（基期100年=100）

c1 景氣對策信號      23.16       7.83 分

c2 領先指標綜合指數      81.20       15.90 點

c3 同時指標綜合指數      81.91      16.16 點

c4 外銷訂單指數      74.74      28.01 數值（基期100年=100）

e1 貨幣總計數MIB年增率      77.12    3187.16 %

e2 加權平均股價指數    6985.46    1481.07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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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specialized, the volatility of global economic cycle 

increases and countries affect each other more deeply.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seem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owing to the popularities in new types of employment and 

subcontracting, outsourcing, and the widespread in jobless recovery and atypical employees in labor 

market;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use single indicator to capture the true situations for the labor 

marke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labor market condition, we attempt to draw up the labor 

market condition index by referring to indicators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such as ILO’s 

KILM and the statistics posted by officials in Taiwan. We employ the empirical models, including 

factor analysis and dynamic factor models (DFM), to construct and establish Taiwan Labor Market 

Condition Index which is named in LMCI-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extract four key factors which are named as “Trend Dynamic Index”, 

mainly presents the momentums for market demand;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mainly reflects 

salary level and benefit changes (including hours of duty); “Active Adjust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Index”, mainly reflects the variables of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and presents the adjustment in quantity 

and price for Taiwan labor market; and the last one is “Labor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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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radar chart and interpreting index scores in different periods, we 

can compare the corresponding index scores to traces the dynamic tracks and the true labor market 

condition.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LMCI-Taiwan with Fed’s LMCI, we can find these indexes 

have highly correlated. Therefore, we can assess the possible impacts on domestic labor market as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changed. Besides, by grasping the change in LMCI-Taiwan, it can not only 

be applied as a forecasting indicator in domestic labor market, but also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s for related policies.

Keywords:   Labor Market Condition Index(LMCI), 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 Dynamic 

Factor Model(D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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