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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封面故事

國 內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在 2021 年中急轉
直下，面對疫情來勢洶洶，企業們必

須因應疫情而繼續經營，達到防疫與

營運的平衡；同時，全球景氣復甦，

在製造業與營造業看旺後市的情況

下，勞動部必須，讓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研究、訓練方法與時俱進，成為勞

工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守門人及最堅實

的後盾。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日前公布

2020年勞動檢查年報，2020年職災
千人率為 2.549，其中傷病傷害千人
率為 2.390、失能傷害千人率為 0.135、
死亡傷害千人率為 0.023。

從數據分析，失能及死亡傷害

千人率其實較 2019年下降及持平，
僅有傷病傷害千人率從 2.333上升至
2.390，整體而言，趨勢向下。另按行
業別來看，營造業、餐飲業、運輸倉

儲業及農林漁牧業的職業災害千人率

有升高的情形，營造業從 9.073升至
9.266、運輸倉儲從 4.208升至 4.453、
住宿餐飲業從 3.884升至 4.009、農林
漁牧業也從 1.126升至 1.306。

為降低職災千人率，除強化雇主

責任、落實相關安全衛生設備，勞工

對於自身產業的職業安全衛生訓練也

成為一大重點。勞工必須要打破職業

疫世代　 
職業安全衛生新模式

危害的刻板印象，無論是製造業、營

造業、住宿及餐飲業，或是農林漁牧

業、甚至是美容美甲小型工作室，都

必須要留意勞工自身暴露在職場環境

的風險，及早預防危害發生。

另外，考量到疫情發生後，時有

所聞在醫療院所或安養中心傳出群聚

感染，無論是年初的衛生福利部立桃

園醫院的群聚事件導致 21名本土個
案；或是台北市某長照機構群聚事件

導致 6名確診案例，近期疫情對國內
企業的影響，有強化生物病原體危害

預防的必要。

勞動部自 2010年開始公佈勞動
檢查方針以來，明年將首度針對高風

險事業單位，將危害暴露範圍之確

認、警告訊息傳達與標示、教育訓練、

設置或提供適當防護設備或個人防護

具及健康管理等危害預防措施列為檢

查重點。

這場疫情在台已累積超過 1萬 4
千名確診個案（含境外移入），企業

在疫情後也新增不少職業安全衛生新

課題，雇主未來不只是要穩住職場，

在維持營運的情況下，避免發生職場

內群聚感染，同時也必須讓染疫康

復後或解除隔離的員工能安心重返職

場，發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建立

勞工健康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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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公告修正 15種職業
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勞動部職安署每年統計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網絡醫院所通報職業病危害

種類，並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34條附表「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及「增列勞工保
險職業病種類項目表」所列之職業病種類，檢視現行各項認定參考指引，委由各

區防治中心辦理指引修正相關事宜，修正內容包含名稱、導論、醫學診斷標準、

流行病學證據、結論及參考文獻等。110年 6月 18日公布修正完成 10種化學性、
2種生物性、1種物理性、1種人因性及 1種社會、心理性危害認定參考指引。

摘錄 8 種指引修正重點如下：

一、職業暴露石綿引起之癌症認定參

考指引－肺癌；職業暴露石綿引

起之癌症認定參考指引－喉癌；

職業暴露石綿引起之癌症認定參

考指引－惡性間皮細胞瘤：

（一）增修導論及具潛在暴露之職業章

節內容，包含新增各國對石綿

暴露工作者採行影像學檢查追

蹤計畫及補充石綿產品主要分

類與用途。

（二）參考近年更新之赫爾辛基準則，

分別於各種疾病指引中，如肺癌

組織型態種類、流行病學之建議

內容及各國暴露石綿基準值的相

關論述，並參考赫爾辛基準則及

其他有關研究訂定認定基準。

二、職業性四烷基鉛中毒認定參考

指引：

（一）整併「四烷基鉛中毒之認定基準」

及「四烴基鉛引起的職業性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全篇內文重新

擬定及新增文獻案例佐證說明。

（二）導論新增四烷基鉛之物化性質、

用途、危害及現況說明；醫學評

估與鑑別判斷進一步說明人體吸

收、分佈、代謝與排出過程，並

新增血液生化檢查。

（三）將四烷基鉛中毒症狀分為急性與

慢性，結論主要基準並依急性與

慢性，分別敘明疾病證據、職業

暴露證據、時序性及排除其他暴

露因素。

三、職業性笑氣（nitrous oxide）與其
他麻醉性氣體引起之中毒及其續

發症認定參考指引：

（一）新增乙醚及其他早期麻醉性氣體

相關論述，並依法規列常見或具

使用許可麻醉氣體相關規定及其

物化性質與對照表。

（二）重新將笑氣及其他麻醉性氣體之

游逸駿 組長、余政洋 檢查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勞工保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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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與慢性中毒分類論述，並新

增多篇有關人體危害文獻說明。

（三）更新流行病學資料，包含國內外

資料、毒理學及病理機轉文獻，

並針對笑氣及麻醉性氣體引致肝

腎功能或生殖能力損傷等議題進

行探討。

（四）增加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H）、美國職業安全衛生
署（OSHA）及美國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NIOSH）之暴露容許
濃度標準。

四、職業性矽肺症及煤礦工作塵肺症

認定參考指引：

（一）導論新增我國勞工作業場所容許

暴露標準中四種粉塵說明，結晶

型二氧化矽的物化性質表格與

IARC分類，及電焊工人塵肺症
簡介並補充相關文獻。

（二）新增我國使用含結晶型游離二氧

化矽的礦物原料主要行業表格及

電焊工人塵肺症相關職業。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中胸部Ｘ光

章節，新增矽肺症 X光表現敘
述、國際勞工聯盟（ILO）塵肺
症分類法記載項目及勞保塵肺症

Ｘ光照像分型基準。

（四）暴露證據收集新增作業經歷調

查、作業現場的採樣分析建議方

法及我國與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

協會（ACGIH）、美國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NIOSH）及美國職
業安全衛生署（OSHA）容許濃
度標準，並於結論主要基準將歐

盟診斷指引納入參考。

五、職業暴露鈹及其化合物引起之中

毒認定參考指引：

（一）補充說明我國過去至近年鈹金屬

產業概況。

（二）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章節，補充

鈹疾病胸部 X光與肺部電腦斷層
典型表現；及肺部肉芽腫鑑別診

斷流程圖。

（三）暴露證據收集方法章節更新美

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與
新增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H）暴露容許濃度；另再
補充歐盟診斷指引慢性鈹疾病

診斷標準及美國能源員工職業

病補償計劃法案認定慢性鈹疾

病標準。

（四）結論更新改寫急、慢性鈹疾病之

主要與輔助基準，如慢性鈹疾病

依臨床症候、影像學表現、鈹淋

巴球增生試驗及病理切片逐項書

寫，本章節新增鈹所致皮膚疾病

及肺癌診斷基準。

六、職業曝露游離輻射引起之疾病認

定參考指引：

（一）導論參考毒性物質及疾病登記

署美國毒性物質和疾病登記署

（ATSDR）詳述對游離輻射之定
義，並統一游離輻射相關名詞與

劑量單位。

（二）參考我國民國於 91年 1月 30日
公布游離輻射防護法，給予更明

確定義並列舉有關的行業別。

（三）補充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2001年與 2011年的細胞遺傳輻
射生物劑量技術文件，對染色體

變異檢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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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鑑別診斷章節新增歐盟診斷指引

對游離輻射所引起目標器官疾病

之最小曝露強度、最短曝露期間

及最長潛伏期。

（五）暴露證據收集方法更新美國國家

輻射防護與度量委員會（NCRP）
及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
之游離輻射曝露值建議。

（六）結論新增機率效應及其論述。

七、職業相關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認

定參考指引：

（一）獨立具潛在暴露之職業章節，考

量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除實質身體

傷害外，亦涵蓋心理傷害，將文

字內容進行修正。

（二）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章節，依

最新版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

（DSM-5）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
診斷原則，更新本篇指引，相關

診斷原則再納入結論基準。

（三）更新流行病學文獻資料，除新增

補充常見發生職業相關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的工作者的研究資料，

還包含我國重要相關文獻。

八、長期以蹲跪姿勢工作引起之膝關

節半月狀軟骨病變認定參考指引：

（一）暴露證據收集的方法章節，參考

研究文獻新增每工作日最低平均

累計時間之建議，及參考德國

2112號職業病－膝關節骨關節
炎，認定具有膝關節危害的蹲跪

工作姿勢圖示，另補充如有特殊

案例另行討論一段文字。

（二）結論主要認定基準將危險工作姿

勢在「每工作日最低平均累計時

間」條件由「至少佔一半」改為

「至少一小時以上」；時序關係暴

露年數「間斷」之累計方式改為

原則不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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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於 110年 4月 30日業經總統公布，預
計自明（111）年 5月 1日施行，增列
推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將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列入監督檢查重點，

建構職業災害預防輔導及諮詢服務溝

通平台，結合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

及重建中心資源，提供中小企業安全

衛生診斷、輔導相關技術、設施經費

補助及管理實務之諮詢服務，加強安

全衛生知識推廣應用。

二、強化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檢查：

考量近期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有必要強化生物病原體危害

預防檢查，爰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就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增列相關預

防檢查專案及監督檢查重點。

三、強化營造業高風險危害預防檢查：

配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於 110
年 1月 6日修正發布，爰增修營造工
程檢查應查明專業人員設計簽章及作

業主管之作為，並新增屋頂作業災害

預防檢查。

四、強化精準檢查管理：

因應升降機維修作業及繩索作

業近來發生重大職災有增加趨勢，爰

增修前揭作業檢查，以強化精準檢查

管理。

五、落實童工及青少年勞動條件檢查

原則：

為持續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實施

勞動檢查如遇事業單位僱有未滿 18歲
之勞工，應優先列入抽查對象，並應

確實遵守「童工及青少年勞動條件檢

查原則」，以保障童工及青少年之勞動

條件權益。

依勞動檢查法第 6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我國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
生條件、職業災害嚴重率及傷害頻率之情況，於年度開始前 6個月公告並宣導勞
動檢查方針。各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上開方針公告後 3個月內，擬定勞動監督檢
查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此次 111年度勞動檢查方針業經勞動部
於 110年 6月 22日以勞職授字第 11002029411號公告，茲摘錄方針增修重點說明
如下：

公告 111年度勞動檢查方針
－推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強化生物病
原體及營造業高風險危害預防檢查

陳國輝 技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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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增漁工列為特定對象保護檢查：

原已針對外籍勞工、原住民、青

少年、童工、技術生、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勞工等族群較易從事之行業，將

常見災害相關預防措施列為檢查重點，

惟近年有關漁工勞權議題為各界關注

之焦點，爰新增漁工（含本籍及外籍）

列為特定保護對象。

七、落實特殊性行業之專業人士陪鑑

機制：

對於涉及專業技術或產（職）業

性質較為特殊之行業，考量其作業型

態或運作與一般事業單位迥異，必要

時得邀請專業人士陪同前往鑑定，以

提升勞動檢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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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訓練變得好聰明！  
XR多體感延伸實境結合勞工職安教育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長徐新益

台灣被譽為科技島，全台三大科學工業園區 2020年營業額逾 3兆元，在科技
大廠群聚、勞工集中的區域，勞工的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越顯重要。勞動部與科技

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南科）攜手推動危害辨識多體感擬真實境訓練，

讓勞工的職業安全衛生訓練也能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俱進，冷冰冰的職安訓練也

可以變得好聰明。

採訪、撰稿 /邱琮皓 特聘記者

科學工業園區化學品林立 智慧管
理協助減災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

簡稱南科）範圍包括台南園區及高雄

園區；台南園區位於台南市新市、善

化及安定三區之間，面積 1,043公頃；
高雄園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岡山及永

安三區之間，面積 567公頃。截至今
年 5月，已入區登記廠商家數為 208
家，在半導體產業全力衝刺之下，不

畏疫情，園區硬是逆向成長，最近相

關媒體更以護國神山來形容半導體業

之重要性。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達，業者也常

在產線中使用各類化學品，如何有效

的管理化學品，並且有效的運用新興

先進技術來對使用化學品的勞工進行

訓練、防止災害發生，已成為科學工

業園區內重要的課題。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環安組工安科長徐新益表示，科學工

業園區內廠商林立，使用的化學品無

論是種類或數量都相當多，因此如何

清楚知道這些化學品放置在園區廠內

的哪個房間，至為重要，科學工業園

區近年開始推動智慧園區，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在 2016年台南大地震造成科
技業重大災損之後，更積極運用新興

科技之防救災系統，同時也加入火災

減災應用，於是在 2019年底建置智慧
防救災系統。

智慧防救災系統 兩視覺化專利
加持

台灣位處颱風、地震等多天災地

區，徐新益指出，現有防災系統無法

提供即時現地資訊，加以園區地幅廣

大，這套智慧防救災系統介接園區跨

單位資料庫及建置三維化學品資料庫，

整合防救災資訊，導入無人機巡檢及

可攜式質譜儀，以三維（3D）視覺化
方式迅速提供完整的消防救災需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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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室內圖資等資訊，保障救災人

員安全，提升災前預防措施，加速救

災決策。

徐新益說，智慧防救災系統也榮

獲「視覺化之化學品防救災系統」與

「視覺化化學品監控管理系統」兩項專

利，且通過無塵室實場驗證，現在科

學工業園區不僅可以運用可攜式質譜

儀迅速分析化學物質的成份，還有空

拍機可以監視廠房周邊情況。

科學工業園區 2019年底導入智
慧防救災系統之後，徐新益指出，消

防員只要戴上 AR眼鏡，就可以看到
室內狀況，包括是否有禁水性物質、

目前地理位置、危害物質存放在哪

裡、最近的出口在哪裡，外面指揮官

也可透過平板，看到消防員救災情

況、也清清楚楚知道他的位置、溫濕

度、起火點，若要求撤退，消防員也

接收得到。

防災大於救災 邀業者一起登錄化
學品

徐新益也分享在系統啟用之後發

生的一起虛驚事件。他說，當時系統

偵測到空氣中有某種化學品成分，濃

度雖遠低於標準值，但系統已經發出

警示，於是藉由視覺化化學品監控管

理系統之化學品資料庫與智慧型氣象

站提供的風向風速資訊，鎖定園區某

個區域的某幾家公司，在 2至 3小時
快速找到洩漏的工廠。

「這是有賴於完整的化學品資料

庫，並且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才可以完

成的。」徐新益說，除了災害搶救，還

有一個預防，「我們不是在等待洩漏或

發生火災爆炸事故才可以做」，系統上

還有污染擴散模式，從系統上就可以

估算出對環境的危害，平常就可以據

此進行一些演練或兵推。

由於不少科技廠把場內使用的化

學品視為營業秘密、並不會主動願意提

供登陸到資料庫中。徐新益指出，管

理局跟廠商是一種夥伴關係，管理局

會不斷地與廠商溝通，這些系統是為

了園區的安全所建置的，當然有些大

廠都會不願意登錄機密的化學品，不

過只要對人體沒有危害、不是禁水性

物質或不容易起火爆炸的物質，我們

並不強制廠商一定要登錄機密物質。

5G、AI、無人機 智慧防災新科技
「5G、AI、無人機；智慧防災新

科技。」徐新益用短短的兩句對聯介紹

南科智慧防救災整合平台。他指出，

整合平台主要由三大系統構成，也就

是個人即時定位系統、現場指揮系統

與災防場域 3D室內定位系統。
在個人即時定位系統部分，也就

是消防員身上會有一個定位裝置，透

過定位天線來搜集定位資料，再透過

人工智慧定位引擎讓指揮官與消防員

知道自己的位置。徐新益表示，不少

科技大廠都會在廠內限制通訊設備的

使用，這也讓一般的手機、無線電受

到遮蔽，讓消防人員在救災時無法對

外聯繫，透過災防數據整合傳輸機制，

不但可以讓指揮官清楚知道消防員的

位置，未來 5G通訊加速人工智慧演算
定位資訊，可以降低延遲性與加速人

工智慧演算定位，讓即時回報系統更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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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監視器（CCTV）、無人機、
地震預警系統，室內危害物質與消防

設備，徐新益指出，可以整合 AR眼
鏡，讓救災人員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所

處的地理資訊，保障救災人員的安全。

這些定位技術不只用在救災，徐

新益指出，5G通訊也進一步擴大工業
4.0與智慧製造 2025的願景，包括可
以運用在庫房針對進出貨管理，在廠

區作為工安、派工、訪客、廠商管理

的人員定位，或是優化流程、提高產

能、巡檢維修的設備定位，以及物料

定位，精準掌握進銷存管理、降低生

產成本。

攜手職安署 建置 XR防災模擬訓
練場域計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

稱職安署）署長鄒子廉及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已故前局長林威

呈，2020年 7月 31日在勞動部部長許

銘春見證下，共同簽署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多體感延伸實境（XR）防災模
擬訓練場域計畫」合作備忘錄，以提

升職場工作者危害辨識能力，發揮跨

機關及跨領域合作共贏為目標。

智慧防救災系統示意圖（徐新益提供）

XR場域合作備忘錄簽署（左為職安署署長鄒子廉、
中間為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右為南科管理局局長林
威呈 )（徐新益提供 )

職安署規劃籌設的多體感延伸實

境（XR）防災模擬訓練館是結合擴增
實境（AR）、虛擬實境（VR）和混合
實境（MR）三者技術，提供多人共同

地震預警暨智慧防救災系統平台

最新消息 整合監測類型 即時影像 工作場所標示 化學品標示 視覺化建物

視覺化地震預警暨智慧防救災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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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場域規劃圖（徐新益提供 )

操作、共同體驗的全新網路影音體驗

平台，可達到工作者擬真體感，更能

提升危害辨識知能，達到預防職業災

害效能。

而這項合作案也借重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的科技發展趨勢及管理局的專

業管理經驗，將以職業安全衛生訓練

為主，並搭配虛實整合多體感體驗設

計，導入標準作業程序、職業災害預

防與科技學習等重點內容，透過記憶

點與完全沈浸感的學習，使其成為全

台灣首座最先進的職業安全衛生多體

感延伸實境模擬訓練館。

前局長的一句話 打造全台首座
XR訓練中心

回憶起XR訓練中心的建置過程，
徐新益表示，某一天休假在山上騎車，

接到已故前局長林威呈（威哥）的一

通電話，威哥希望能在南科的高雄園

區有一些亮點，中鋼在高雄有一個實

體的安全衛生體感中心，該中心可以

體驗高處墜落、感電、局限空間作業

的感覺，威哥說：「你跟官叔叔想一

下，看能不能利用虛實整合技術，建

造台灣第一座 XR安全衛生訓練場域

呢？」，因此展開與職安署的攜手合作

之路。（備註：官叔叔：南科管理局環

安組組長官嘉明）

徐新益指出，過去勞工在進行職

業安全訓練時，常常會流於形式，訓

練時間只透過課堂、紙本這種靜態的

教學，教育訓練效果非常差，「文字不

如照片、照片不如影片、影片不如親

身體驗」，所以建置了這個安全衛生訓

練場域，用「沉浸式的體驗」方式讓

勞工把這些訓練的成果變成身體的記

憶，因此產生出全台第一座職業安全

衛生 XR訓練中心。
職業安全衛生多體感延伸實境

（XR）防災模擬訓練場域設備建置案
為「舊建築翻新，綠建築設計」。徐新

益表示，外牆設計主要以復古穿越風

格為主，在原本的建築本體外型，配

上紅、白「南科的代表色」，在建築的

內部設計以開放隔間為主，另有新創

研發辦公室、會議室，以及七大訓練

教室。

七大訓練教室 要勞工體驗後就不
會忘

建築一進門的「機械訓練教室」

採光佳，未來配合大型動感載具進入，

會成為進門之後的最大亮點。徐新益

指出，未來會放入機械手臂，上面可

以搭載三個人，套入各種程式後可以

進行各類模擬。他進一步解釋，商業

用途就像是遊樂園裡雲霄飛車的體驗，

但在這裡則是「墜落」的模擬體驗。

「讓勞工體驗過那種高空墜落感，

記住那種不安。」徐新益說，當這些

勞工體驗之後，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只要沒有繫好安全帶、他的腦海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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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浮現這個墜落的記憶，經過這種深

刻的體驗，讓勞工自發性的注意職業

安全規定，而這個訓練教室的「靈魂」

機械手臂，預計在明年會從德國來台。

勞工職災常見的局限空間場所普

遍存在於各行各業，常見場所樣態從

下水道、污水槽、坑井、塔槽等類型

多元，因為自然通風受限，內部常滯

留缺氧空氣或硫化氫、一氧化碳等毒

性氣體，也是考驗事業單位平時是否

有落實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訓練，因

此在訓練場館中也有職業災害案例訓

練教室。

職業災害案例訓練教室配合隧道

影像設備將建置投影空間以及儲藏室，

擺放 40張椅子讓學員上課使用，徐新
益表示，課程內容會以互動式情境設

計為主，就像是現在流行的互動式電

影結局一樣，勞工可以透過每一次選

擇，最後發現是存活或身亡。他解釋，

這主要是讓勞工可以親身體驗後，會

記得每一次判斷，「透過劇情發展，讓

勞工體驗怎麼活著離開場域」。

堆高機考照免出門 拚爭取數位
考照

徐新益指出，駕駛訓練教室及安

全訓練教室，未來則會安排運用於堆

高機的「數位考照」。他解釋，未來不

一定要開堆高機在外考照，趨勢是用

模擬的方式來數位考照，這部分未來

也會跟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合

作，希望未來可以變成合格的數位考

照場地。

另外，還安排未來配合動感設備

模擬機械訓練、規劃 4個 VR體感訓
練空間，人員於教室內可訓練不同情

境；高空作業教室、多人訓練教室，

透過設置震動地板增加訓練真實感，

而且兩個教室皆規劃了操控室讓教官

可透過窗口及時與學員互動教學。徐

新益說，預計規劃可以在這教室中模

擬各種情境，例如園區內很多廠商使

用矽甲烷，過去也有因矽甲烷洩漏發

生事故，「這時候就可以重建現場，讓

園區廠商來體驗，如果遇到這樣的情

況該怎麼處置」。

未來北中部建置二處場域 呼應
「台灣職安卡」數位化

談到未來的應用延伸，徐新益表

示，非常感謝職安署支持南科建置台

灣首座專為安全衛生開發的XR場域，
這是第一個基地，但不會是最後一個

基地，這場域內的第一階段硬體預計

在今年底陸續到位，明年可以正式開

放，後續也將會有更多的動感設備加

入，未來職安署也希望借重南科職業

安全衛生 XR訓練中心的經驗，陸續
在北部及中部設置 XR場域，更希望
能遍地開花，讓更多勞工能夠享受更

好的訓練方式。

徐新益說，未來希望能持續拓展

出去，不只是從職業安全訓練，其實

從現在熱門的數位雲端課程來看，XR
場域剛好可以提供這樣課程平台建置，

來這裡上課的，就會有一個數位的履

歷，上過哪些課、分數多少，「資料

清清楚楚」，而且這也呼應了職安署的

「臺灣職安卡」，未來也希望可以進一

步能透過數位化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有效提升工作者危害辨識能力，並強

化營造工地進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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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勞工健康服務模式，
建立職場新標竿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醫務室　副理鄭婷蔓

員工是企業的資產，也是企業能永續經營的關鍵，而為了能夠在企業營運和

員工健康兩項任務同步並進，艾克爾台灣不但引入「PDCA工具執行健康服務管理
計畫」、推動員工安全訓練，更以 AI系統掌握員工的健康情形，並結合按摩等身體
調理服務，讓員工身心達到平衡。這樣以員工健康為本的措施，也讓一手推動相

關政策的艾克爾台灣人力資源處醫務室副理鄭婷蔓，拿下了 109年第一屆職場健
康服務傑出人員楷模獎。

採訪、撰稿 /吳柏緯 特聘記者

艾克爾國際 (Amkor Technology)
為全球第二大先進半導體封裝與測試

服務提供商。台灣艾克爾國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艾克爾）則成

立於 2001年，現有龍潭廠、湖口廠及
艾克爾先進科技廠，主要產品包含晶

圓凸塊、覆晶封裝、晶圓級封裝、測

試製程與全球獨家的數位光源產品。

目前艾克爾約有 3,600名員工，
除了本國籍的員工外，還有菲律賓籍、

韓國籍的員工，如此大量的員工分散

在不同的廠區，除了工作任務安排之

外，要如何掌握每個員工的健康情形，

給予適當的協助、諮詢，甚至是進一

步提供必要的醫療協助，都曾是艾克

爾面臨的一大難題。

一切的改變發生在 2015年，艾
克爾引入了 PDCA工具執行健康服務
管理計畫，兩年後，2017年再次做出

改變，導入 AI健康管理系統取代紙
本、EXCEL系統，管理員工健康資料。
艾克爾不但能夠更加便利的掌握員工

的情形，員工也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健

康狀況，並進一步調適或是尋求醫療

幫助。

醫務室管理範疇（鄭婷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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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勞工健康服務模式，
建立職場新標竿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醫務室　副理鄭婷蔓

PDCA工具成為健康管理的利器 
「其實我們是公司裡小小的一個單

位，能夠推動與落實這些計畫和改變，

都是 HR處長黃湘雲的指導、支持與
醫務室團隊和員工們的信任、參與。」

鄭婷蔓客氣的表示，但是在短短幾年

間讓這類健康管理的概念落實在整個

企業中，並成為企業的 DNA，人力資
源處醫務室團隊功不可沒。

2015年是鄭婷蔓到艾克爾服務
的第二年，當時在因緣際會下接觸了

「PDCA工具執行健康服務管理計畫」，
並在職業安全衛生署、台灣職業護理

學會王紫庭理事長，及楊慎絢醫師的

幫助之下，將這套制度逐步引入到企

業內部。

她指出，藉由參加外部的訓練後，

了解到 PDCA工具可以運用的範圍比
原先預期的更加廣泛，其中最為顯著

的差異是可以很清楚的擬定年度計畫，

以及各項專案的進行，逐步建立企業

的跨部門權責區分，並推動職場健康

服務，同時也讓內外部的溝通順暢。

而除了從上而下的指導外，員工的意

見反饋也是建立這道制度，並且使其

能夠良好運作，極為重要的一環。

員工的回饋都成為往後計畫的一
部分
「員工的參與率以及回饋，都是我

們非常重視的一環。而藉由雙方的互

動，進而增加往後員工每次的參與意

願。」鄭婷蔓表示，在推動每一次的活

動時，可能沒辦法盡善盡美，但是每

一次活動結束後都會蒐集員工的建議

或意見，並且納入下一年度推動時候

的參考與方針，如此一來，員工就可

以馬上感受到，「原來我的回饋是非常

重要」。

鄭婷蔓說，第一年推動相關的計

畫時，原本沒有在內部的討論，是由

高層決議做法，但全忽略了操作面的

可行性，導致參與人數不如預期。她

回憶，當時推動一個全公司的計步活

動，並要求參與員工要將資料上傳到

公司的活動網頁，但後來發現，公司

有很多在產線上的人員，他們並沒有

自己的電腦，因此要上傳資料是非常

困難的，也連帶影響了參與的意願。

因此，後來在員工的反應後，將這套

系統優化並結合手機，只要用手機程

式掃描 QR code就可以上傳資料與照
片，便利性大幅提升，由於不斷的優

化系統、活動流程，同時採納員工的

建議，直接解決員工的痛點，因此願

意參與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根據這幾年歸納的統計數據，

鄭婷蔓指出，在第一年的時候，活動

全人健康管理計畫（鄭婷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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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健康伙伴成果發表頒獎典禮（鄭婷蔓提供）

成效確實比較差，大概只有一百多人

參加。但是將員工的反饋納入後，第

二年就增加至五百到六百人。如今，

PDCA工具執行健康服務管理計畫在
艾克爾上路至今第七年，大概已經有

二千多位員工穩定參與其中，超過全

公司的一半了。2016年至今，艾克爾
舉辦了大大小小，各式的健康活動，

其中減重活動共計 4,060人次參與，總
共減掉了 2919.6公斤；計步活動則累
積了 3,315萬 5,224步。

員工參與率高，不但願意廣為宣

傳，自然也會一個拉一個，參加這些

活動成為了，艾克爾日常一環了。於

此同時，參與人數增加，投入的經費

也隨之成長。「我們第一年的活動的預

算只有五千塊，那時候要請外部講師，

連車馬費都不夠。但是在今年，編列

的預算已達到 324萬。這幾年累積下
來，投入超過一千萬。」雖然鄭婷蔓說

的一派輕鬆，但是這些情形卻也是這

些年累積下來的成果。

以歸納統整並掌握員工的身體狀況，

對於艾克爾而言是重要的一步。鄭婷

蔓說，雖然在 2015年時開始了利用
PDCA工具執行健康服務管理計畫，
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用紙本與文

書軟體整理這些計畫成果與員工的相

關健康數據，不只整理、收納不易，

每每遇到要查詢與比對的情形，也是

一大難題。甚至在當時，這些資料在

人員交接的過程中也很容易遺失，因

此在稽核的時候也有些缺失。

有鑑於這些過往經驗，艾克爾在

2017年時，與軟體開發業者合作，導
入了第一版的 AI健康管理系統。不過
上線之後沒多久就發現，這套「公版」

的系統有一些缺失，例如沒有連結勞

工健康服務四大計畫，形成管理上的

盲點。在發現問題後，隨即發揮「提

出建議並在隔年改進」的精神，鄭婷

蔓在徵詢了內部的意見後，並與系統

開發商洽談合作，由艾克爾提供需求，

並由開發商量身打造一套客製化的系

統。由於是客製化，因此每年都能針

對艾克爾的管理需求、新的計畫，做

出動態調整與優化，讓公司與員工都

用得更加的順手，也使其真正成為了

保護員工健康的利器。

而在艾克爾在這條路上也成了走

在比較前端的企業，因為在他們落實

了這樣的系統，並成功之後，不少坐

落於竹科的企業也開始與開發商合作，

製作出一個又一個客製化的管理系統。

鄭婷蔓說，透過這個健康管理系統，

可以直接串連員工健檢報告，直接把

員工健檢完之後的資料，導入這個管

理系統進行分析，一方面方便以不同

層級風險做分級管理；另一方面，也

AI系統管理 健康狀況一目了然
在不斷求新、求變、求好的過程

中，2017年導入了客製化的 AI健康
管理系統取代紙本、EXCEL系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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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各別員工歷年的健康檢查報

告趨勢圖。引進 AI健康管理系統，艾
克爾每季都會分析員工的健康狀況與

危險因子，並且針對這樣的情形提出

改善的方案，列入明年度的健康促進

計畫活動評估。在這些年下來，員工

們面臨的健康相關問題前三名分別是

身體質量指數（BMI）、低密度膽固醇，
以及膽固醇異常。藉由 AI系統分析之
後，會再進一步統整並到安委會報告

相關事項，並比對過往的資料、展示

成果。「這幾年下來，我們每年的改善

情形大概都有 15%左右。」
只不過，對於健康的管理也並不

只是仰賴電腦分析完後，就能改變。

後續如何解讀這些資料、醫療資源如

何介入才是另一個挑戰。「不是有句話

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員工要先瞭

解 BMI數值的意義、了解膽固醇對身
體的影響，他才知道應該從何下手，

改善自己的健康。我們除了從公司的

健康月刊提供衛教資訊，也有駐廠醫

師可供諮詢。」鄭婷蔓說明。除此之

外，AI也會協助員工做健康風險分級，
以艾克爾為例，會依員工健檢的資料

分為 1到 4級，其中 1、2級的員工就
列為健康促進，3、4級的員工，由於
健康風險較高，因此會要求就醫或是

安排廠醫看診諮詢。鄭婷蔓形容，AI
是一個好用的工具，但是做出來的分

析結果也須要有專家正確的解讀，以

及員工的配合，才能真正多管齊下達

到健康管理的美意。她並補充，不只

是管理資料，員工也可以藉由這套系

統參加公司舉辦的健康集點活動，換

取獎金。此外，例如受到員工歡迎的

舒壓按摩，也可以透過這套系統預約。

過半員工是女性 打造性別友善
職場

目前艾克爾共有 3,614名員工，
其中女性員工共有 1,970位、男性員工
1,644人，女性員工超過半數，成為支
撐公司營運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艾

克爾的廠區內都可看到許多提供女性

員工安心工作的便利設施與政策。

鄭婷蔓回憶，最一開始也並沒有

想太多，只是發現政府有提供一些獎

勵機制與措施，鼓勵企業申請哺集乳

室認證，以及一些女性友善職場的獎

項。當時秉持為女性員工爭取福利，

同時響應政府措施的心情，和同仁一

起規劃。或許是無心插柳，但是隨著

拿到這些獎項後，公司高層也逐漸發

現政府確實是很重視這一塊，而且公

司也確實有能力做到這些員工福利。

此外，有人踏出了第一步之後，也越

來越多女性員工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需求，在一次次的內部交流後，慢

慢地打造出了如今艾克爾的女性友善

職場。

目前艾克爾的廠區內除了女性專

屬車位、哺集乳室外，也設計了印有

公司的 logo的寶寶包屁衣、媽媽背巾，
除了祝賀外，也要讓公司成為媽媽們

的後盾。而且不只是艾克爾的女性員

工，男性員工也可替另一半領取。然

而，這些福利與政策也是一點一滴，

積少成多。鄭婷蔓說，由於任何的福

利政策都需要規劃、編列預算，並得

到公司的同意才能執行，因此雖然不

能即刻回應員工的「願望」，但盡可能

地在下一年度的計畫中「實現」。以哺

集乳室為例，在 2014年到 2015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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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獨立的空間，而是與醫務室共

用，並用一面簾子隔開。那時常常聽

到員工反映，這樣沒有隱私。於是在

徵詢了意見、編列預算後，著手規劃

了獨立的哺集乳室，當中也包含了如

洗手台等重要的設施。從徵集意見到

實際運作，中間只花費一年的時間，

也堪稱效率極高。「員工也能感受，雖

然不是馬上就做了，可是公司是有放

在心上的。」

生理健康外 下一步是心理健康
雖然員工生理健康的管理及促進

措施做得相當不錯，但是鄭婷蔓認為，

在心裡健康關懷的環節仍有不少進步

的空間，特別是現在面對疫情，員工

面對工作與生活都更加緊張，也更需

要抒發的出口。

她說明，過去主要透過外訓，學

習一些關懷的方式與措施，再帶回公

司與大家分享。但這樣的模式無法像

專業的心理師一樣，可以提供完整、

即時與專業的協助。因此接下來艾克

爾將會著手推動 EAP員工協助方案，
配合專業的管顧公司，並結合政府的

資源，藉此提供員工更完整的心理衛

生維護資源。「不只在生理上的健康，

在心理方面有很大的防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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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協助
中小企業員工重返職場之策略

顧自 2020年初疫情爆發以來，參考美
國 CDC的訊息 [3, 4]提出以下的觀點
與建議：

首先，對於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的

員工在復原並解除隔離之後，臨場服

務的醫療必須及時地早期介入，協助

勞工接受適性調整配工，並且讓勞工

重返職場 [5-7]，例如，確診員工在符
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的解除隔離

標準後，協助重返職場，然而，也須

視員工之工作負荷，例如粉塵作業，

需評估員工肺功能之復原情況及呼吸

防護具的佩戴狀況，再調整適合之工

作。再者，提供額外的臨場健康服務。

除了定期的臨場健康服務，我們應該

考慮根據新冠肺炎流行的快速變化增

加臨場健康服務的頻率。此策略不僅

能提供更多關於新冠肺炎的資訊，並

且能夠讓企業和員工更加放心。如果

預算許可，企業應考慮優於法規規定，

設置專任的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若法

規許可，更可以善用視訊軟體，提供

職業安全衛生專家和企業之間進行良

好的交流，例如遠距醫療模式、視訊

診療模式等。職業衛生專家可以即時

楊鎮誠主任醫師 1,3、羅逵皓個案管理師 2,3、 
游逸駿組長 /教授 4、莊弘毅教授 2,3

1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職業病科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職業暨環境醫學科

3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4原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勞工保護組 / 
現任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根據我國 2018 年統計，中小
企業工作的勞工人數佔所有勞工的

78.41%，中小企業僱用勞工總人數遠
遠超過了大型企業 [1]。根據WHO統
計，截至 2021年 3月 21日，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已經造成 122,536,880例感
染病例，並導致 2,703,780例死亡 [2]。
在台灣，目前也有企業職場的員工傳

染而造成流行。身為職業健康與安全

衛生的專業人員，面對這次新冠肺炎

疫情，我們面臨許多任務和挑戰。

我國政府關於職場健康相關法規

近幾年已有更新，包括「職業安全衛

生法」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主

要修訂內容，自 2018年 7月 1日起擁
有 200至 299名員工的企業，以及自
2020年 1月 1日以來具有 100至 199
名員工的企業應提供職業健康服務。

就台灣南部來說，高醫體系（含高醫

附院、小港醫院、大同醫院）提供南

臺灣的企業（包含中小型企業）完善

的臨場健康服務，協助制訂防疫策略，

檢視實際執行狀況，我們提供臨場健

康服務的企業，目前尚未有企業因為

新冠肺炎大流行而造成企業停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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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流行情況，並提出有效對抗新興

傳染性疾病的措施。

第二是工作模式調整，制定分艙

分流計畫。為了保持社交距離並避免

員工聚集，將同一單位內的員工細分

為兩至三個小組是很重要，例如同一

小組的成員輪值同一班別，假期期間

減少員工之間的直接面對面接觸。假

如同一小組內有人員感染，按照分艙

分流原則，同一組的成員居家自主健

康管理，由其他組協助支援輪班，讓

企業照常運作。確實執行分艙分流，

可以讓中小型企業保持生產力，減少

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並提供員工足夠

的時間，為傳染病流行做好準備。中

小企業應在入口處進行檢疫，提供酒

精消毒，並加強公共環境清潔，並且

加強員工個人良好衛生習慣，確實戴

口罩、量測體溫、勤消毒洗手。例如，

筆者服務的一家企業，該職場上午、

下午兩個時段，設置輕音樂廣播，提

醒員工使用酒精噴灑消毒桌面、門把

及電腦鍵盤等可能常常碰觸的環境。

第三，利用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

慧。中小企業在疫情大流行時，缺乏

防疫物資包括口罩、消毒用品、防疫

資訊及防疫人力。中小企業可以使用

互聯網系統連接疾病管制署疫情流行

指揮中心，甚至建置 APP來獲取諸如
口罩庫存量的訊息。再者，中小企業

可以運用類似現今我國使用口罩實名

制的方式，讓員工以員工證或身分證

等方式配給防疫物資、消毒用品。並

可運用公司內部網路、電子郵件、通

訊軟體群組等方式來宣導防疫資訊。

輪值人員的交接班，可以採用非接觸

式或視訊交班。各種企業會議可運用

線上會議，減少人員的接觸。定期辦

理教育訓練，指導正確口罩配戴方式、

消毒清潔方式；安排模擬演習，讓員

工模擬面對疫情大流行時如何因應，

進而適應各種通訊軟體的運用。

第四，支持和維持職場心理健

康。臨場健康服務時，提供員工諮商

訪談，疫情大流行時，透過電話或線

上訪談，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可以

運用簡單的問卷訪查，例如哥本哈根

疲勞量表 [8]、個人疲勞強度問卷中文
版 Checklist Individual Strength （CIS） 
Questionnaire [9]等，篩選高風險員工，
依狀況進行關懷或轉介身心健康專家

進行進一步諮商與照護。善用心理照

護資源進行員工壓力管理，以及保持

正向態度，對員工和中小型企業都有

好處。

第五，在疫情大流行之時，面對

可能染疫的員工，員工的同住者確診，

或員工有確診者的接觸史時，如何協

助員工安全地重返職場，是一個重要

的課題，可以考慮以快篩或核酸檢測

來協助復工策略。以下列舉兩個情境：

情境一，當員工有新冠肺炎相關症狀

時：員工如果有新冠肺炎相關症狀（發

燒、咳嗽、喘、腹瀉、嗅覺或味覺異

常等），應該立即與其他員工隔離，並

且接受診斷式的檢測（核酸檢測）。核

酸檢測或抗原快篩陽性，表示該員工

可能罹患新冠肺炎。但如果只是接受

抗原快篩，還是有可能有偽陽性或偽

陰性的問題，最終確診還是必須進行

診斷式檢測—核酸檢測。簡單說就是

抗原快篩只能初步判斷可能是陽性或

陰性，但最後的確定診斷還是必須靠

核酸檢測。情境二，當員工最近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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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但是沒有症狀時：

如果員工已經完整接受疫苗注射了，

原則上是不需要隔離檢疫或接受新冠

肺炎檢測。然而，對於高勞力密集的

工作場所，如果有接觸史的員工，還

是建議執行新冠肺炎檢測為上策。再

者，對於沒有施打疫苗的員工，如果

有密切接觸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則建

議需要接受新冠肺炎檢測。不過，如

果只檢測一次，可能會漏掉可能的新

冠肺炎感染者，建議還是要搭配隔離

檢疫以及多次採檢。

最後，提供其他關於職場防疫的

篩檢策略：1.檢疫：美國 CDC建議
沒有接受疫苗注射的員工，如果有密

切接觸感染者，需要隔離檢疫 14天。 
2.多次採檢：多次採檢的使用時機，
包括高勞力密集的職場、員工居住在

密集的宿舍、若染疫則可能會有重症

員工的職場等。3.感染的解決之道：
以「檢驗為基礎」的策略目前已不建

議，除非是針對要解除隔離的個案。

取而代之，以「時間為基礎」的策略，

或以「症狀為基礎」的策略是現今的

趨勢。也就是說目前的診斷式檢測的

策略是建議定期採檢，或者是當員工

有症狀時，才執行檢驗。4.篩選式檢
測：篩檢式檢測運用時機是希望能早

期偵測新冠肺炎，並且阻止其傳播，

特別是當新冠肺炎在社區中的傳播程

度為「中度傳播」至「高度傳播」時。

至於什麼是「中度傳播」呢？美國

CDC的定義是說以國家為單位，過去
七天內，每十萬人有累積 10-49位新
確診新冠肺炎的個案，或者以核酸檢

測陽性比率達 5%-7.9%。完整接受新
冠肺炎疫苗施打的員工，還是建議持

續配合企業職場的篩檢式檢測，換句

話說因為並沒有辦法保證打過疫苗的

員工就一定不會染疫，所以還是小心

謹慎應對。至於在哪些時機，職場適

合使用篩選式檢測？第一，當企業員

工有可能會增加感染新冠肺炎風險時；

第二，企業處於新冠肺炎高度傳播風

險時；第三，當員工遭受新冠肺炎感

染時可能會導致重大不良影響時，包

括：1.地處偏遠，醫療評估或就醫治
療可能會延誤時；2.業務的連續性是
重中之重；3.有高比例的員工如果染
疫可能會惡化為重症個案時。至於篩

檢的週期應該多久篩檢一次？大原則

建議是至少每週進行篩選式檢測一次。

不過這點可能會有諸多考量，包括：

檢驗的可近性、人力、費用、疾病潛

伏期、職場類別，社區傳播風險等級、

前一次檢測陽性個案的多寡、過去職

場大爆發的經驗而定，建議與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防疫專業人員及醫療機

構共同討論規劃，以提升工作職場的

安全與健康。

預防勝於治療。積極研究與了解

新冠肺炎的可能療法是很重要，我們

需要防止疫情大流行，倘若新冠肺炎

流行，我們也需要在流行之後為中小

企業恢復工作提供策略與建議。我們

建議進行新冠肺炎危害預防時應注意

下述幾點原則：工程控制，行政管理，

提供個人防護裝備，教育訓練，提供

最新疫情與防疫策略 [4, 10, 11]。當面
對未知的新興傳染性疾病大流行時，

希望企業能妥善運用其安全衛生系統

和適切的臨場健康服務，以維護職場

勞工的健康，並順利渡過傳染性疾病

的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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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穿戴式裝置建置作物栽培
從業人員高氣溫熱危害暴露資料

緒言
氣候變化是全球面臨的最大威

脅之一，溫室效應導致全球環境溫度

升高，地處北極圈，年均溫略低於攝

氏 0 oC的芬蘭小城索丹奇拉在 2018
年創下 110年來的最高溫紀錄，32.1 
oC；極端高溫同時也對農、林、漁、
牧業及營造業等戶外工作者構成重大

威脅。根據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

委 員 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調查，在 1880
年至 2012年間，全球平均地表溫度
顯示上升約 0.85 oC。而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推估，東亞地區在 2025年時，地表溫
度會上升 1.3 oC，而在 2085年地表溫
度會上升至 1.7 oC [1]。台灣的地理氣
候以通過嘉義之北迴歸線為界，北迴

歸線以北是副熱帶季風氣候，以南屬

熱帶季風氣候，氣候特徵高溫、多雨。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自 1992年至 2006年間針對戶外工作
者因熱傷害死亡案例進行統計發現，

每年平均每 10萬個農夫有 39000人因
中暑而死亡 [2]。在台灣，每年均有數
起農夫或從事農事者因天氣酷熱中暑

致死案例發生。

氣候變遷除了帶來環境衝擊，也

加劇了人類的健康風險，高溫天氣會

增加人類發病與死亡風險，而勞動者

由於生產方式、勞動強度、工作場所

溫度、防護服裝等因素影響，對高溫

天氣的應變能力有限，健康狀況易受

損，從而影響勞動力與生產效率。一

般而言，人的體溫在高溫環境中會隨

之上升，身體的生理機能會透過增加

排汗和呼吸次數，調節降溫，但如所

處高溫環境中溼度增加，會影響流汗

功能，排汗散熱的效果會跟著降低，

如無適時作好防護措施，便可能引發

中暑、熱衰竭。

夏季時戶外作業，勞動者除了

遭受太陽的高熱輻射作用外，也會受

被加熱的地面周遭物體釋放出的熱輻

射所影響。106年臺灣地區農家戶口
抽樣調查報告指出臺灣地區農牧戶數

有 775,310 戶，近八成分布於中南部
地區，該地區夏季高溫高，太陽輻射

效應極強，平均溫度 28 oC，最高溫
可達 38 oC∼ 41 oC，相對溼度也高達
85％∼ 98％之間，戶外作業極易引發
熱危害 [3]。為降低夏季高溫下之戶外
作業勞工遭受熱危害，運用適當的評

估工具了解勞工作業場所熱危害狀況，

進而改善作業環境，建立健康的職場

是極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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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職安署為了為強化從事戶外

作業勞工健康保障，預防高氣溫環境

引起之熱疾病，提出之「高溫作業勞

工作息標準」，採用綜合溫度熱指數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
之指標，作為高溫作業環境熱危害評

估之依據 [4]。而這個溫度指標是合併
了輻射熱、空氣流動和乾球溫度的效

應，WBGT的公式應用可以分成兩種
情境：

一、在室外太陽下（有日曬時）

WBGT = 0.7Tnwb + 0.2Tg + 0.1 Tdb

二、在室內時（或者室外無日曬時）

WBGT = 0.7Tnwb + 0.3Tg
這裡的Tnwb是指自然濕球溫度、

Tg是指黑球溫度 , Tdb 是乾球溫度。

但本標準所定高溫作業，主要為

鍋爐房從事之作業、灼熱鋼鐵或其他金

屬塊壓軋及鍛造之作業、於鑄造間處

理熔融鋼鐵或其他金屬之作業、鋼鐵

或其他金屬類物料加熱或熔煉之作業、

處理搪瓷、玻璃、電石及熔爐高溫熔

料之作業、於蒸汽火車、輪船機房從

事之作業、從事蒸汽操作、燒窯等作

業。本文的初衷即想利用穿戴式裝置

的普及性及可攜性，配合WBGT之量
測，能對戶外高溫作業熱危害評估模

式有初步的調查，協助戶外勞工在高

溫作業時能得到較好的判斷與建議。

研究設備介紹與探討
目前最常用來進行人體訊號偵測

的感測器可分為 3 大類，1.動作感測
器（例如計步器、加速規、陀螺儀等）、

2.生理訊號感測器（例如心率錶 /帶、
血壓等訊號）、3.其他感測器（例如全
球定位系統，可利用速度、位移、時間

等數據提供相關運動資訊）。在實際的

應用上，智慧型手錶可以用於瞭解使

用者每天運動的資料（例如： 運動步
數、運動距離、運動軌跡及消耗的卡路

里），同時利用網路直接自動回傳至雲

端伺服器，以建立遠距健康照護管理

系統資料庫。智慧型手錶有些也內建

了演算法來計算心跳變異率（HRV），
同時參考三軸加速度值的變化，建立

不同的判斷準則，綜合整理出完整的

睡眠品質分析。

本文介紹量測戶外作物栽培人員

於戶外高氣溫環境下作業時之生理訊

號與外界高溫環境，並評估外界高溫環

境對於受試者生理指標之影響，以預

防熱危害。在熱環境評估方面，WBGT
在 1957年被 Yaglou 和 Minard等學者
提出，作為高溫作業環境所引起之熱

危害指標 [5]，WBGT已被國際標準組
織推薦為勞工熱危害之評估方法，該

指標在全世界勞工安全衛生領域業已

應用 60年以上，目前觀察各國熱指標
之相關措施，日本、香港及澳洲等都

以WBGT作為熱指標之一。

在穿戴式裝置於熱暴露之應用，T. 
Hamatani等學者利用Microsoft Band以
及 Gagge’s two node model進行熱危害
預防之相關研究；其利用心率、WBGT
與走路步數三種指標以探討戶外熱壓

力程度對勞工生理的影響 [6]。Sungjoo 
Hwang與 SangHyun Lee等學者利用腕
帶式心率感測器，針對美國某營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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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戶外作業勞工熱暴露生理值現場量測實況

地中 19位作業勞工，進行心率量測，
並與熱環境監測結果（例如：WBGT）
進行分析，最後提出「最佳化作息－

休息時間分配管理決策」[7]。Dehghan
等學者也探討在波斯灣夏季時高溫潮

濕氣候其 71位勞工的 WBGT 測值與生
理危害指數 （Physiological Strain Index, 
PSI）之相關性，提出WBGT作為作業
/休息循環的熱壓力單一管理指標仍有
待驗證；應增加生理測值，使熱危害

之評估模式更為周全 [8]。

因此在生理熱應變之個人危害因

子評估方面，參考「國內高氣溫戶外

工作者熱危害預防及檢查作法研究」

報告中的建議 [9]，生理熱調節的過程
傳統上可透過皮膚溫度、排汗率、心

率、血壓等變化觀察。因此，本文即

採用皮膚溫度、心率、血壓等生理特

性作為評估人體生理熱調節之工具。

為即時反應生理變化情形，本文探討

利用可長時間穿戴於人體之智慧型通

訊裝置（即現今最常見的穿戴式裝置）

量測皮膚溫度、心率，期可於熱應變

發生時能辨識出來，趁早警示勞工（同

時可建立個人化的健康數據），及早採

取預防措施及改善周遭環境，以降低

熱傷害發生。

本文中作物栽培現場勞動人員，

平時位於南投、嘉義、花蓮、台東、高

雄、彰化等縣市，並從事稻作、雜糧、

蔬菜等作物栽培，適合使用穿戴式裝

置（運動式心率腕帶與皮膚溫度貼片，

兩者重量皆小於 30公克）測定皮膚溫
度與心率之生理變數，結合WBGT計
量測作業環境氣候實態（如圖 1），其
中 WBGT量測採用 QUESTemp 36及
WBGT-2010SD記憶式熱指數偵測儀，
以建立生理變數與WBGT相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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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評估作物栽培現場潛在熱危害程

度，提出高氣溫引發之熱壓力對生理

健康風險之管理對策與措施。

本文中生理數值與WBGT數值皆
取值至小數第二位，最後再經由統計

軟體 SPSS進行分析，並以描述性統計
（平均數、標準差）表示參與者各項測

量結果，統計值將取值至小數第三位，

考驗之顯著水準皆設定為 p-value需達
到 α < 0.05。

穿戴式裝置於高氣溫作業危害預
防之應用

本文以現地實測的方式，針對戶

外高氣溫環境空間進行WBGT以及勞
工生理數值的量測，以瞭解影響戶外

勞工熱危害之相關因子，更進一步藉

由統計分析提出未來於戶外高氣溫環

境工作之評估模式參考。根據研究 [9]，
曾提出第Ⅲ級風險等級區（日本暑熱指

數為 28∼ 31oC），其中若生理監測結
果顯示勞工可能發生逾量生理熱負荷

時，可視作業環境需求與資源，考慮

進行醫療監測。故利用WBGT = 28oC
為其分群（分類）標準，進行其相關

生理監測數據分析。

本文之結果如表 1，此獨立樣本 t
檢定能用於比較兩樣本的平均數是否

有顯著差異，可區分受試者在WBGT > 
= 28.00 oC與WBGT < 28.00 oC之差異，
也就是進行兩組比較，檢測兩組樣本的

心率跟皮膚溫度在不同的外界溫度下，

是否不同。首先先探討外界WBGT變
化對於皮膚溫度之影響，當WBGT > 
= 28.00 oC，N = 108，皮膚溫度平均值
為 35.16 oC，標準差為 0.81；當WBGT 

< 28.00 oC，N = 42，皮膚溫度平均值
為 34.37 oC，標準差為 0.95。接著，
我們探討外界WBGT變化對於心率之
影響，心率的數值定義為 BPM（每分
鐘心跳）；當WBGT > = 28.00 oC，N = 
108，心率平均值為 102.84 BPM，標準
差為 16.07；當WBGT < 28.00 oC，N = 
42，心率平均值為 93.32 BPM，標準差
為 15.18。

表1　皮膚溫度、心率群組統計量

群組統計量

WBGT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

皮膚

溫度

> = 28.00 108 35.15 oC 0.81 0.07

< 28.00 42 34.37 oC 0.95 0.14

心率
> = 28.00 108 102.84 BPM 16.07 1.54

< 28.00 42 93.32 BPM 15.18 2.34

而 從 表 2 得 知， 皮 膚 溫 度 之
Levene 檢 定 未 達 顯 著（F = 0.127 > 
0.05），所以 t值查看「採用相等變異數」
（意即假設變異數相等）一列，可以得

知 t值為 5.074，在 α = 0.05之下，達
到顯著水準，所以我們從平均數得知： 
WBGT > = 28.00 oC組的平均皮膚溫度
35.15 oC顯著的高於WBGT < 28.00 oC
組的平均皮膚溫度 34.37 oC。由表 2，
心率之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713 
> 0.05），所以 t值查看「採用相等變異
數」（意即假設變異數相等）一列，可

以得知 t值為 3.306，在 α = 0.05之下，
達到顯著水準，所以我們從平均數得

知： WBGT > = 28.00 oC組的平均心率
102.84 BPM顯著的高於WBGT < 28.00 
oC組的平均心率 93.32 BPM。本文結
果表示，受試者在WBGT > = 28.00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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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場實測戶外作物栽培勞動人員作業環境之
照片（南部、蔬菜）

與WBGT < 28.00 oC之心率與皮膚溫度
顯著不同，意即利用上述之生理測值，

確實有助於合理保護我國勞工免受於

熱危害，至於熱危害警戒的生理閥值

（皮膚溫度與心率），依然需要更多的

研究來佐證。

在實際場域工作過程中，戶外作

物栽培勞動人員的工作環境WBGT多
有高於 28 oC（如圖 2），雇主（或作業
勞工本身）應該適時使用電風扇與低

溫細水霧，以降低環境溫度，增加舒

適程度，類似作業環境之相關建議措

施有：

表2　皮膚溫度、心率獨立樣本檢定

獨立樣本檢定

變異數等式的 
Levene檢定

平均值等式的 t 檢定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皮膚

溫度

採用相等

變異數
2.352 0.127 5.074 148 .000 0.784 0.154 0.478 1.089

不採用相

等變異數
4.718 65.171 .000 0.784 0.166 0.045 1.116

心率

採用相等

變異數
.136 0.713 3.306 148 .001 9.518 2.879 3.828 15.208

3.390 78.789 .001 9.518 2.807 3.929 15.106

1. 增加空氣濕度：在電風扇前增加低
溫細水霧（如：用超音波將低溫水

振盪成水霧滴），並將低溫空氣吹向

人體，加速帶走人體熱量。

2. 環境溫度低於人體皮膚溫度（約
32∼33 oC）時：將電風扇吹向人體，
加速帶走人體熱量。

3. 環境溫度高於人體皮膚溫度時：將
電風扇吹向熱源，避免熱源之熱風

吹向人體。

在調查現場也發現，戶外作物栽

培勞動人員會穿著不同的衣著以防止

高溫及紫外線，因此戶外作業勞工選

擇工作服時可考慮以下之建議 [10]：

1. 應選擇透氣、吸汗，如：棉質、易
排汗之衣服材質。

2. 選擇淺色衣服，減少輻射熱吸收。

3. 在不影響作業安全狀況下，尤其在
紫外線指數很高時，建議穿著長袖

衣服，減少紫外線照射皮膚。

在本文中，參與量測的戶外作物

栽培勞動人員大多都給予評估工具非

常不錯的評價，因為不會干擾其日常

之工作（如圖 3）。透過穿戴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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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作物栽培勞動人員可以即時了解

自己的身體狀況，並獲得些許醫學常

識 （如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所
述，應充分提供運動飲料、加少許鹽

的冷開水或可考慮食用具膠質之冷飲，

以減緩人體水份流失），日後如於作業

現場使用穿戴式裝置，將可使勞工在

高氣溫具熱危害之作業場所走向自主、

預防之健康管理。

圖 3　現場實測戶外作物栽培勞動人員作業環境之
照片（東部、蔬菜）

調查過程發現，大多數的戶外作

物栽培勞動人員並沒有接受過熱適應

與高氣溫危害教育訓練，建議未來相

關單位可以為戶外作物栽培勞動人員

進行相關的熱危害預防訓練，以避免

熱危害發生。同時應參考職安署的高

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 [7]
之建議，需要確認熱氣溫環境中作業

勞工身體健康狀況，如以下幾點：

1. 雇主於作業場所應配置足夠之體溫
及血壓量測裝置，並於作業前及作

業期間，指派專人定期確認作業勞

工之身體健康狀況。

2. 雇主應使勞工採團隊作業（至少 2
人一組），作業勞工間應隨時互相注

意是否有不舒服之反應，並於出現

熱危害相關症狀時請求救援，彼此

互相照應。

3. 勞工身體不適時，應即通知作業夥
伴，暫停作業並於陰涼處稍作休息；

必要時，應立即請求醫療協助。

從上述之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穿戴式裝置所提供的生理測值，能支

持與檢定WBGT在熱危害評估之使
用，確實有助於合理保護我國勞工免

受於熱危害，未來勞工在使用上，會

要求更多的舒適度與可攜性，同時因

應使用者的活動空間與手機使用之習

慣，我們接著提出臺灣發展之建議方

向，以增加熱危害防治的便利性與可

靠性。

穿戴式裝置在發展趨勢與創新產
品之建議
1. 運用智慧穿戴以預防中暑

隨著科技的進步，預防中暑用

的智慧穿戴的技術紛紛出現，有些

朝商品化前進（例如 Sony與紡織業
者 Kuraray分別研發的穿戴空調裝置
Reon Pocket、背心皆利用熱電效應來
控制溫度，進行冷卻、加熱），有些技

術仍停留在實驗室階段（例如美國加

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研製出
外觀像是暖暖包的穿戴式智慧恆溫貼

片，可依據皮膚表面與空氣溫度來調

節冷熱感）。雖然這些技術處在不同的

開發階段，但目標都是讓使用者在熱

環境中活動時，能夠減少熱危害的發

生。以上技術也促使智慧衣從醫療健

身等專業用途，走向提升舒適與安全

的生活用品發展；最近穿戴式電子的

趨勢，亦走向軟性混合電子（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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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Electronics；FHE）[11]，因其
具備柔軟、可撓、易彎折的特性，使

得產品外觀設計得以跳脫常規，不再

受限於固定格式，未來可以應用於預

防中暑的智慧穿戴解決方案（如：智

慧穿戴可與戶外作物栽培從業人員最

常穿戴的袖套作結合）。

2. 智慧型 APP服務

職安署為了強化從事戶外作業

勞工健康保障，架設了高氣溫戶外作

業熱危害預防行動資訊網，提供基

於「溫度」及「相對濕度」之 Heat 
index 熱指數與熱危害風險等級查詢。
目前 WBGT已為許多國際運動賽事
之熱危害標準參考（如：世界盃足球

賽、馬拉松賽等），且已於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令所規範，運用於戶外相

關勞動作業場所之熱危害預防，技術

上不是問題，惟可能面臨需要根據不

同的工作環境制定相應的溫度區間和

措施標準，並能利用智慧型 APP服務
提供警示功能，也需要有專業的監測

團隊，讓智慧型 APP服務實際推行
至高氣溫環境作業的場域中。例如美

國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 有 開 發
出 Heat index熱指數量測計算為主的
OSHA-NIOSH Heat Safety Tool App；
但 NIOSH也指出，若是未來能開發
出以 WBGT量測計算為主的 APP，
並針對其對應之危害風險等級，提供

勞工於戶外高氣溫從事作業之熱危害

預防的規定，將會是高氣溫環境下工

作勞工的一大福音。

本文介紹運用穿戴式裝置建置作

物栽培從業人員高氣溫熱危害暴露資

料，從熱暴露生理反應觀點，保護作

物栽培勞動人員，本文中實際訪查之

作物栽培勞動人員受測回饋皆屬滿意，

並未影響原先規劃之農務工作，建議

未來可研發客製化心率感測穿戴式裝

置，熱危害風險生理特徵值之演算法，

評估不同作業之熱應力，進行熱危害

監控，並且以生理指標回饋方式提供

預警功能，田間勞動者可長期配戴，

對工作活動自定節奏，達到熱危害指

標時，及時適當休息及補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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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養殖場所金黃色葡萄
球菌污染與工作人員暴露

張靜文、許蜜璇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摘要
暴露於金黃色葡萄球菌可引發致死性肺炎與中毒性休克。本研究透過回顧近

期國際學術文獻，彙整各類家禽家畜養殖場所工作人員、飼養動物以及工作環境

內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檢出情形。結果顯示，工作人員鼻部遭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

之陽性率為 0∼ 63%；其中，非洲、中美洲以及飼養羊群與牛隻的歐洲工作場域，
工作者鼻腔內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比例有較高現象，部分地區養豬場工作人員的

陽性率亦超過三成。對飼養的動物而言，鼻腔亦是金黃色葡萄球菌容易移生與繁

殖之處，且豬與羊隻鼻腔內金黃色葡萄球菌之陽性率有高於牛隻之情形。除鼻腔

外，飼養動物的皮膚、口腔、乳腺、腸道以及排出的糞便中亦可檢出金黃色葡萄

球菌，其中皮膚與口腔較直腸容易檢出此菌；除檢出部位外，動物陽性率也呈現

地域間的不同，以美國、奈及利亞以及位處南歐之義大利及希臘之陽性率較高。

環境檢測數據則顯示，禽畜舍的圍欄、地板、各類儀器表面、以及在土壤、廢水、

飲用水、飼料與空氣中，均可檢測出活性金黃色葡萄球菌。工作人員可經由呼吸

吸入或手部接觸這些環境介質，衍生職業暴露與病原菌感染的可能。文獻顯示，

養豬從業者與家禽飼養人員具有職業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鼻腔的顯著風險，且

與其工作場域飼養的家禽家畜數量、個人工作年資以及工作內容（如：近距離接

觸動物從事豬隻清洗與餵食、接觸禽舍糞肥）等有關。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於

養殖動物場所規劃採樣分析策略以及介入管理控制措施之參考，用以執行職場環

境監測及維護工作者與飼養動物的健康，透過促進職業衛生及避免牲畜或相關產

品損失，創造產業經濟與職場健康雙贏局面。

關鍵詞：金黃色葡萄球菌、動物養殖場、職業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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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人體暴露於環境中微生物可

導致感染、過敏與中毒反應，而感

染的要件之一係因接觸具有活性

（viable）之病原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屬於革蘭氏陽
性細菌，其對環境中的溫度、鹽分與

乾燥具有耐受性。當人體皮膚有傷口、

處於免疫力低下、個人衛生習慣不佳

或環境衛生條件較差時，活性金黃色

葡萄球菌可引發肺囊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 CF）、致死性肺炎、皮膚感染、
骨髓炎、菌血症及中毒性休克等 [1]。

目前已知活性金黃色葡萄球菌可

存在於醫院環境中 [2-6]，為導致院
內感染重要的致病菌。此外，金黃色

葡萄球菌也出現於住家與動物養殖場

所，衍生社區感染與職業感染風險 [7-
13]。其中，動物養殖場所若存在金
黃色葡萄球菌，不僅影響工作者的健

康，對於飼養的動物，也因可能遭此

菌感染而罹患疾病與衍生食品安全風

險 [14]，因此實需瞭解此菌在動物養
殖環境的流佈與成因，以保障從業工

作者免於職業感染，亦有助於照顧家

禽家畜的健康，避免經濟損失，並維

護食品安全。

有鑒於此，透過回顧近期國際學

術文獻的方式，本研究整理與分析了

不同國家地區，各類家禽家畜養殖場

所工作人員、飼養動物以及工作環境

內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檢出情形，比較

不同動物以及國家地域間之差異，以

及探討影響微生物檢出之顯著因子。

方法
本 研 究 以 Staphylococcus aureus

與 Animal farm為關鍵詞，自 Web of 
Science資料庫中蒐尋發表於 2012年 
12月至 2019年 10月之英文學術文獻，
共計取得 391 篇文章。透過逐篇檢視
方式，篩選其中具有畜養環境、養殖

動物或工作人員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

率、濃度或影響因子之文獻 39篇，以
Excel軟體進行文獻資料的彙整。彙整
資訊主要包含：國家 /洲、畜養場所、
動物或人的採樣部位、環境之採樣位

置、分析樣本數、陽性樣本數、動物

別之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以及文獻

出處。

結果與討論
1. 養殖動物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
(1)鼻腔抹拭樣本

文獻回顧顯示，許多飼養的動物

身上均可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包含

豬、牛、羊、馬、鹿、兔、雞、鴨以

及鳥類。在上述的各類家畜中，動物

採檢部位以鼻腔抹拭最多，共有 22篇
文獻提供了豬、牛、羊、馬、鹿等動

物 38 筆鼻拭子檢測結果，其金黃色葡
萄球菌陽性率分別彙整於表 1與表 2。

表 1顯示 11筆豬鼻抹拭數據中，
超過半數的陽性率數據低於 30%，其
分佈於亞洲的尼泊爾（20.6%）與中國
（6.8%）、歐洲的比利時（27.5%）與捷
克（15.2%）、中美洲的千里達（13.4%）
以及南美洲的巴西（18.0%）；不同
於上述地區，在義大利、美國以及奈

及利亞養豬場之豬鼻抹拭陽性率超過 
50%，介於 64% 與 82.1%。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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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動物養殖場所豬與牛鼻抹拭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年代 作者

亞洲 尼泊爾 養豬場 20.6 　 58/282 2018 Roberts et al. [23]
中國 養豬場 6.8 　 28/411 2018 Guo et al. [15]
土耳其 養牛場 　 3.2 8/250 2015 Garipcin and Seker [24]
伊朗 畜牧場 5.1 4/79 2015 Rahimi et al. [25]
印度 畜牧場 42.6 26/61 2017 Rao et al. [26]

歐洲 比利時 養豬場 27.5 　 55/200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捷克 養豬場 15.2 　 10/66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義大利 養豬場 82.1 　 390/475 2019 Pirolo et al. [29]
比利時 小肉牛場 　 7.0 14/200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乳牛場 　 25.0 25/100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肉牛場 　 18.0 18/100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捷克 乳牛場 　 0.0 0/2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希臘 乳牛場 　 24.7 22/89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希臘 乳牛場 　 54.3 19/35 2018 Papadopoulos et al. [31]

美洲 美國 養豬場 67.7 　 130/192 2015 Linhares et al. [32]
美國 養豬場 32.8 　 85/259 2013 Osadebe et al. [33]
美國 乳牛場 　 4.0 1/25 2018 Roberts et al. [34]
千里達 養豬場 13.4 　 97/723 2014 Gordon et al. [35]
巴西 養豬場 18.0 　 63/350 2016 Takeuti et al. [36]
智利 養豬場 32.3 　 50/155 2018 Velasco et al. [37]

非洲 奈及利亞 畜牧場 64.0 　 32/50 2019 Adesida et al. [38]
奈及利亞 畜牧場 64.0 32/50 2019 Adesida et al. [38]

表 2　動物養殖場所羊、馬與鹿鼻抹拭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S. aureus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羊 馬 鹿 年代 作者

亞洲 印度 畜牧場 28.4 　 　 19/67 2017 Rao et al. [26]
伊朗 畜牧場 14.1 　 　 11/78 2015 Rahimi et al. [25]
伊朗 畜牧場 25.0 　 　 11/44 2015 Rahimi et al. [25]
阿拉伯 乳山羊場 10.2 　 　 40/394 2018 El-Deeb et al. [39]
以色列 養馬場 　 0.0 　 0/206 2015 Tirosh-Levy et al. [40]

歐洲 捷克 乳綿羊場 23.3 　 　 7/3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山羊場 40.0 　 　 12/3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希臘 乳羊場 51.0 　 　 53/104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希臘 乳羊場 82.0 　 　 91/111 2018 Papadopoulos et al. [31]
希臘 乳山羊場 69.0 　 　 58/84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希臘 乳山羊場 76.9 　 　 30/39 2018 Papadopoulos et al. [31]
丹麥 養馬場 　 13.5 　 54/401 2017 Islam et al. [41]
西班牙 養鹿場 　 　 24.6 16/65 2015 Gomez et al. [42]

美洲 美國 乳山羊場 46.2 　 　 232/502 2019 Anderson et al. [14]
非洲 奈及利亞 畜牧場 50.0 　 　 25/50 2019 Adesida et al. [38]

奈及利亞 畜牧場 48.0 　 　 24/50 2019 Adesida et al.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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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豬鼻抹拭陽性率

與豬隻年紀有關，年紀小於三個月的

幼豬其陽性率（4.1%, 8/194）顯著低
於年紀較大者（10.4%, 131/124）[15]。

養牛場牛鼻抹拭亦有 11 筆數據
（表 1），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低於 
25%者佔多數，共有 8 筆，其中土耳
其、伊朗、比利時、捷克以及美國養

牛場之陽性率甚至小於 10%。反之，
印度、希臘以及奈及利亞牛鼻抹拭的

陽性率偏高，介於 42.6%∼ 64.0%。
羊鼻抹拭之檢出數據共有 13 筆，

其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均高於 10%
（表 2）。就地域觀之，相較於歐美非
等地，亞洲地區印度、伊朗與阿拉伯

等國之陽性率稍低，介於 10.2%∼
28.4%；美國與奈及利亞之陽性率
為 46.2%∼ 50.0%，希臘之陽性率最
高， 介 於 51% ∼ 82%。Anderson 等

人（2019）[14]進一步探究 30 處美國
乳山羊場影響羊鼻陽性率之因子，發

現有接觸外來山羊之養殖場其陽性率

（63.5%, n=20）顯著高於未接觸外來羊
群者（31.0%, n=10）；飼養山羊數量高
於中位數者，其陽性率顯著較低於中

位數者為高（52.4% vs 30.9%）；此外，
該研究亦發現，以醫療照護人員從事

擠奶作業的養羊場，其羊鼻陽性率顯

著高於不以醫療照護人員從事擠奶之

場所（59.1% vs 31.6%），此可能與人
與飼養動物間雙向交叉污染有關 [16]。
至於養馬場與養鹿場之數據各僅有 2 
與 1 筆，其陽性率分別為 0%∼ 13.5% 
與 24.6%（表 2）。

鼻腔是金黃色葡萄球菌容易移生

（colonization）或繁衍之處。從陽性率
數據較多的豬、牛、羊三類家畜之鼻

拭子結果綜觀之（表 1與表 2），豬與

表 3　各類動物皮膚、口腔、直腸與乳房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採樣部位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羊 兔 雞 野鳥 年代 作者

歐洲 義大利 兔子養殖場 皮膚拭子 41.4 1036/2500 2014 Agnoletti et al. [43]

美洲 美國 養豬場 皮膚拭子 62.5 120/192 2015 Linhares et al. [32]

智利 養豬場 皮膚拭子 24.9 44/177 2018 Velasco et al. [37]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口腔拭子 55.6 15/27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綿羊場 口腔拭子 83.3 10/12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山羊場 口腔拭子 81.3 13/16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雞場 口腔拭子 77.5 31/40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鳥類公園 口腔拭子 　 　 　 　 　 47.6 10/21 2019 Dweba et al. [17]

歐洲 拉脫維亞 乳牛場 直腸拭子 1.7 3/180 2019 Terentjeva et al. [44]

捷克 乳牛場 直腸拭子 0.0 0/2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綿羊場 直腸拭子 3.3 1/3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山羊場 直腸拭子 6.7 2/3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美洲 美國 養豬場 直腸拭子 41.7 80/192 2015 Linhares et al. [32]

亞洲 印度 乳牛場 乳房拭子 46.9 38/81 2017 Gandhale et al. [45]

美洲 美國 乳牛場 乳房拭子 0.0 0/25 2018 Roberts et al.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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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隻鼻腔遭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的情

況似有高於牛隻情形，至於國家中則

以美國、奈及利亞以及位處南歐之義

大利及希臘陽性率較高。

(2) 皮膚、口腔、直腸、乳房以及糞便
樣本

 除鼻腔外，葡萄球菌也可存在於
動物的其他部位，包含皮膚、口腔、

乳腺、腸道以及排出的糞便中。表 3
與表 4 為各類飼養動物之皮膚、口腔、
直腸以及糞便樣本檢出金黃色葡萄球

菌情形，共彙整了 9 篇文獻 28 筆陽性
率數據。

整體而言，表 3顯示動物皮膚與
口腔之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有較直

腸為高之趨勢；此外，印度乳牛乳房

之金黃色葡萄球菌檢出率近五成，亦

值得注意；然需留意文獻篇數較少或

集中於某一研究，例如： 5 筆口腔陽
性率數據均源自於南非單一研究 [17]。
表 4則顯示出地域間糞便樣本陽性率

之歧異性，其中捷克之豬、牛、羊糞

便均未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反之，

南非豬、牛、羊、馬、雞、鴨與野鳥

糞便的陽性率介於 30.%∼ 80.0%，且
其豬糞便檢出率（30.8%）與中國相近
（25%）。
2. 工作人員金黃色葡萄球菌陽性率

表 5 為不同動物養殖場所工作人
員金黃色葡萄球菌檢出情形，共彙整

了 14篇文獻 25筆數據，以養牛場為
最大宗（10筆），養豬場與養羊場次
之（各有 6筆），家禽與養鹿場各有 2 
與 1 筆數據。採樣部位則以工作者的
鼻部抹拭為主，少數研究也採檢了工

作人員的手部與其咽或喉處。

從地域觀之，美國與亞洲地區

養殖場所工作者之金黃色葡萄球菌

陽性率相似且低於三成，分別介於 
15.2%∼ 29.3% 及 4.2%∼ 25.8%。非
洲與中美洲工作者之陽性率則較高，

分別為 36.7%∼ 40% 與 30.6%。至於

表 4　各類動物糞便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羊 馬 雞 鴨 野鳥 年代 作者

亞洲 中國 養豬場 25.0 30/120 2013 He et al. [46]
歐洲 捷克 養豬場 0.0 0/1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牛場 0.0 0/2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綿羊場 0.0 0/3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山羊場 0.0 0/3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30.8 16/52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牛場 80.0 4/5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綿羊場 70.0 7/10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山羊場 73.9 17/23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馬場 40.0 2/5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雞場 72.5 29/40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鴨場 40.0 4/10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鳥類公園 　 　 　 　 　 33.3 7/21 2019 Dweba et al. [17]

035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歐洲地區之陽性率變異較大，介於 0% ∼
63%，然 14筆陽性率數據中有 9筆數值
高於 35%，且多數集中於飼養牛隻與羊
隻的場所；相形之下，歐洲地區養豬場工

作人員金黃色葡萄球菌的陽性率較低且

與亞洲地區及美國工作者相似，均小於 
25%。這些資訊顯示，從事動物養殖的工
作人員，其鼻部易遭金黃色葡萄球菌移

生；非洲、中美洲以及飼養羊群與牛隻

的歐洲工作場域，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

於工作者鼻腔內的比例似有較高現象。

為探討工作人員鼻拭子檢出金黃色

葡萄球菌之關連因子，Ye 等人（2016）
[18]以橫斷式研究法於中國廣東招募了

244名職業性接觸豬隻的工作者（包含 20
名獸醫與 224名養豬場員工）、200名擁
有寵物的工作者以及 978名未接觸動物的
人員為對照組，透過問卷調查與鼻腔抹拭

進行資訊收集與檢體分析，發現上述三組

人員鼻腔陽性率依序為 15.2%（37/244）、
11.5%（23/200）與 8.8%（86/978）；兩兩
統計檢定顯示，職業性接觸豬隻者鼻腔陽

性率顯著高於未接觸動物的對照組，其餘

組間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Rasamiravaka 
等人（2017）[19]則於非洲馬達加斯加
針對 90名養豬場員工進行研究，發現工
作年資是影響養豬工作者鼻腔陽性的顯

著因子，相較於年資 < 1年者，年資為

表 5　不同動物養殖場所人員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採樣部位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羊 鹿 家禽 年代 作者

亞洲 中國 養豬場 鼻拭子 15.2 37/244 2016 Ye et al. [18]

土耳其 養牛場 鼻拭子 29.3 44/150 2015 Garipcin and Seker [24]

歐洲 比利時 養豬場 鼻拭子 16.0 4/25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小肉牛場 鼻拭子 8.9 4/45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乳牛場 鼻拭子 45.5 10/22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肉牛場 鼻拭子 38.1 8/21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比利時 肉雞場 鼻拭子 41.7 15/36 2014 Vandendriessche et al. [27]

捷克 養豬場 手、鼻咽、鼻拭子 0.0 0/6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牛場 手、鼻咽、鼻拭子 0.0 0/12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綿羊場 手、鼻咽、鼻拭子 25.0 6/24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山羊場 手、鼻咽、鼻拭子 58.3 7/12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希臘 乳牛場 鼻 63.0 17/27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希臘 乳山羊場 鼻拭子 38.5 5/13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希臘 乳羊場 鼻拭子 54.5 12/22 2019 Papadopoulos et al. [30]

義大利 綿羊場 口咽與鼻拭子 35.3 97/275 2019 Mascaro et al. [47]

西班牙 紅鹿養殖場 鼻拭子 40.0 6/15 2015 Gomez et al. [42]

美洲 美國 養豬場 咽喉、鼻拭子 22.2 2/9) 2013 Osadebe et al. [33]

美國 乳牛場 鼻 16.7 4/24 2018 Roberts et al. [34]

美國 乳牛場 手 4.2 1/24 2018 Roberts et al. [34]

美國 乳山羊場 手、鼻拭子 25.8 25/97 2019 Anderson et al. [14]

千里達 養豬場 鼻拭子 30.6 22/72 2014 Gordon et al. [35]

非洲 馬達加斯加 養豬場 鼻拭子 36.7 33/90 2017 Rasamiravaka et al. [19]

馬達加斯加 家禽場 鼻拭子 38.9 35/90 2017 Rasamiravaka et al. [19]

阿爾及利亞 乳牛場 鼻拭子 38.0 49/129 2018 Akkou et al. [48]

　 埃及 乳牛場 鼻拭子 　 40.0 　 　 　 20/50 2015 Elhaig and Selim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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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年、3∼ 5年與 > 5年者之陽性
風險比（odds ratio, OR）分別為 1.7、
6.3 與 10.6，上述各年資組之陽性率
分別為 17.2%（5/29）、26.1（6/23）、
42.9%（12/28）與 100%（10/10）。除
工作年資外，增加飼養豬隻數量亦顯

著提高工作人員之陽性風險比（OR = 
14.7∼ 38.5）。此外，需近距離接觸動
物以從事豬隻清洗與餵食者，其陽性

風險比是不需從事此類工作者的 2.8與
3.5倍，亦達統計顯著差異。上述研究
顯示，養豬從業者具有職業性金黃色

葡萄球菌移生鼻腔顯著風險，且其與

飼養豬隻數量、工作年資以及工作內

容有關。

除養豬業者外，Rasamiravaka 等
人（2017）[19]亦對 90 名家禽飼養場
員工進行調查，發現飼養家禽數量以

及員工工作年資亦是家禽場員工鼻腔

陽性檢出的顯著因子（OR = 4.1∼ 35 
與 7.3∼ 10.6），此外，接觸家禽糞肥
者以及住家距離禽舍近者，亦顯著增

加其鼻腔陽性風險比（OR = 3.7與 6）。
顯示家禽飼養人員亦如同養豬從業人

員一般，具有職業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鼻腔移生之顯著風險，且其與工作年

資、飼養家禽數、是否接觸糞肥及與

禽舍距離有關。

3. 養殖場所環境中金黃色葡萄球菌陽
性率

表 6與表 7為家禽家畜養殖場內
各式環境介面中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檢

出情形，共彙整了8 篇文獻25 筆數據。
採樣位置包含了禽畜舍環境（如：圍

欄、地板）與儀器表面、土壤、廢水

與飲用水、飼料、牧草、空氣等。

各式樣本中以環境與儀器表面數

據較多，共有 9筆，其豬舍、牛舍、
羊舍與兔舍的陽性率分別為 0%∼
13%、0%∼ 62.5%、6.7%∼ 26.7% 與 
100%（表 6）。土壤與水樣方面（表 
7），中國乳牛場陽性率為 85.7%，南
非豬、羊與雞隻養殖場的陽性率與

中國相似，其土壤與水樣分別介於 
60% ∼ 100% 與 33.3% ∼ 83.3%；然
澳洲乳牛、乳綿羊與乳山羊場之土壤

與水樣均未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呈

現了地域上的差異性。除土壤與水樣

表 6　動物養殖場所環境與儀器表面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採樣位置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羊 兔 年代 作者

亞洲 印度 乳牛場 擠奶儀器表面 62.5 5/8 2017 Gandhale et al. [45]

印度 乳牛場 環境地板 48.1 13/27 2017 Gandhale et al. [45]

歐洲 捷克 養豬場 畜舍環境表面 0.0 0/9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牛場 畜舍環境表面 0.0 0/10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綿羊場 畜舍環境表面 6.7 1/15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捷克 乳山羊場 畜舍環境表面 26.7 4/15 2017 Klimešová et al. [28]

義大利 兔子養殖場 圍籬、籠子、自動餵飼機 100.0 10/10 2014 Agnoletti et al. [43]

美洲 美國 乳牛場 擠奶及清洗設備 0.0 0/48 2018 Roberts et al. [34]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圍欄、地板、欄杆、儀器 13.0 6/46 2019 Dweba et a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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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澳洲養牛 /羊場的飼料與牧草樣本
亦呈現零檢出；至於南非養豬場之飼

料陽性率則達 29.6%（表 7）。
對於動物養殖場所從業人員而

言，遭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或感染之

職業暴露途徑，除了與動物直接接觸

以及上述各類環境介面的間接接觸外，

亦可能透過空氣傳播所致。事實上，

空氣傳播已被認為是人類感染金黃色

葡萄球菌的重要途徑 [2-4, 11, 13]。空
氣中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可經由直接沈

降於皮膚傷口，或是沈降於器材表面

再經手部接觸傳播的方式導致感染 
[20]。此外，空氣中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也可經由直接吸入，在鼻腔或呼吸道

處移生與繁衍，並可再藉空氣傳播感

染他人。於動物養殖場所相關研究上，

Masclaux 等人（2013）[21]曾於 37 間
瑞士養豬場畜舍走道中央離地 1.5 公尺
處進行 3 – 4 小時的連續空氣採樣，結
果共有 12 件樣本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
（32.4%, 12/37）（表 7），其陽性樣本的
平均濃度為 1616 CFU/m3；進一步分析

發現，養豬場空氣中金黃色葡萄球菌

表 7　動物養殖場所土壤、水、飼料、牧草與空氣樣本之 S. aureus陽性率

地區 國家 養殖場所 樣本種類
S. aureus 陽性率 (%) 陽性樣本數 

/總樣本數

文獻出處

豬 牛 羊 兔 雞 年代 作者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土壤 100.0 9/9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牛場 土壤 100.0 5/5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綿羊場 土壤 100.0 6/6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山羊場 土壤 83.3 5/6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雞場 土壤 60.0 3/5 2019 Dweba et al. [17]

大洋洲 澳洲 乳牛、乳綿羊、

乳山羊場

土壤 0.0[註 ] 0/14 2014 McAuley et al. [50]

亞洲 中國 乳牛場 土壤 /廢水 
/飲用水

85.7 12/14 2015 Xi et al. et al. [51]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水 83.3 5/6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山羊場 水 33.3 2/6 2019 Dweba et al. [17]

南非 養雞場 水 60.0 3/5 2019 Dweba et al. [17]

大洋洲 澳洲 乳牛、乳綿羊、

乳山羊場

水 0.0[註 ] 0/31 2014 McAuley et al. [50]

非洲 南非 養豬場 飼料 29.6 8/27 2019 Dweba et al. [17]

大洋洲 澳洲 乳牛、乳綿羊、

乳山羊場

飼料 0.0[註 ] 0/21 2014 McAuley et al. [50]

澳洲 乳牛、乳綿羊、

乳山羊場

牧草 0.0[註 ] 0/14 2014 McAuley et al. [50]

歐洲 瑞士 養豬場 畜舍空氣 32.4 12/37 2013 Masclaux et al. [21]

義大利 兔子養殖場 畜舍空氣 66.7 2/3 2014 Agnoletti et al. [43]

[註 ] 此陽性率為乳牛、乳綿羊及乳山羊場合併之 S. aureus 陽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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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呈現季節上的差異，夏季樣本平

均濃度為 580 CFU/m3，顯著低於冬季

樣本濃度（2357 CFU/m3）。此可能因

冬季的節能考量降低了養豬場的通風

換氣，致使微生物於畜舍內大量累積

所致。除季節差異性外，近期丹麥的

養豬場研究則發現產仔區空氣中金黃

色葡萄球菌平均濃度達 3000 CFU/m3，

顯著高於飼料存放處之平均濃度（131 
CFU/m3），顯示不同採樣地點間空氣

濃度的明顯差異 [22]。除養豬場外，
表 7 亦顯示義大利肉用兔養殖場空氣
中金黃色葡萄球菌檢出率可達 66.7%，
惟其採樣樣本數有限。

結論與建議
回顧近期國際學術文獻結果顯

示，金黃色葡萄球菌容易移生於從事

動物養殖的工作人員鼻部，且具地域

間之差異，以中美洲、非洲以及飼養

牛隻與羊群的歐洲工作場域工作者較

高。除工作人員外，受飼養動物的鼻

腔亦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易移生與繁殖

之處，且相較於牛鼻，豬與羊隻鼻腔

內金黃色葡萄球菌之陽性率較高。除

鼻腔外，金黃色葡萄球菌亦可見於受

飼養動物的皮膚、口腔、乳腺、腸道

以及排出的糞便；至於在地域上則以

美國、奈及利亞以及位處南歐之義大

利及希臘之陽性率較高。不同研究

間陽性率上的差異可能與其地理位

置、飼養密度與管理方法、以及使

用的採樣分析技術（如：是否增殖

（Enrichment）、分子生物檢測或培養 /
生化鑑定）有關。

除人與動物外，環境樣本分析結

果顯示，金黃色葡萄球菌亦污染了禽

畜舍的空氣、土壤、飲用水、飼料、

圍欄、地板以及各類儀器表面。經由

呼吸或手部接觸這些環境介質，可導

致工作人員的暴露。其中，對於養豬

與家禽飼養人員而言，文獻顯示其具

有較高的金黃色葡萄球菌移生鼻腔風

險，工作年資、飼養的家禽家畜數量、

以及工作內容（如：近距離接觸動物

從事豬隻清洗與餵食、接觸禽舍糞肥）

則為影響風險之因子。

有鑑於動物養殖場所屬於微生物

高污染場域，參酌本研究文獻解析結

果，建議未來對此類職業場所之監測規

劃，宜將工作人員、飼養動物以及傳播

媒介盡可能納入採樣策略規劃；在採樣

對象上，則宜包含工作人員與受飼養動

物的鼻腔、人員與動物易接觸之表面

（如 :圍欄、地板）、以及飼料與空氣等
傳播介質。透過生物檢體與環境樣本分

析結果的交叉比較，將有助於釐清重要

污染源與高暴露風險族群，進而擬定與

執行適當之介入措施。

在職業衛生政策上，建議優先輔

導動物數量高之大型家禽家畜飼養場

所，並以與動物與糞肥接觸頻繁之工

作者為主要對象。除對其進行職場暴

露監測外，也宜積極透過溝通與教育

宣導，使業者了解有效的預防管理作

為有助於維護工作者與飼養動物的健

康，避免發生牲畜或相關產品的損失，

藉由經濟誘因達到增進職業衛生的雙

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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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Animal Feeding Farms and Worker Exposure

Ching-Wen Chang    Mi-Hsuan Hsu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ciences (EOHS)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Exposure to Staphylococcus aureus may lead to lethal pneumonia and toxic shock 

syndrom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of S. aureus detected in various kinds 
of animal feeding farms via the article review.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S. 
aureus colonized in the nose of the personnel working in animal farms ranged between 
0% and 63%, with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in Africa, Central America, and in European 
sheep and cattle farms. The positive rate of S. aureus in workers of a certain pig farms 
also exceeded 30%. S. aureus also colonized in the nasal cavity of animals, with a higher 
positive rate of S. aureus in pigs and sheep than that of cattle. In addition to the nasal 
cavity, S. aureus was also detected in the skin, mouth, breast, intestine and excrement 
of the animals. The positive rate of S. aureus in animal noses differed between regions 
with more frequently det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igeria, Italy and Greece. S. aureus 
was also detected in the enclosures, floors, surfaces of various instruments, and in soil, 
wastewater, drinking water, feed and air. Workers may occupationally expose to S. 
aureus via inhalation or touch those environmental media, leading to potential infection. 
The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pig farmers and poultry breeders possess a significant risk 
of occupational S. aureus colonization. Such risk i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poultry 
and livestock raised, personal working years and work content (i.e., close contact with 
animals to engage in pig cleaning/feeding, and contact with poultry manu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future planning/conducting the 
sampling and analysis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animal 
farms. By helping promote occupational hygiene and avoiding livestock or related 
product losses, it is expected that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imal feeding farms, Occupation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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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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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台灣有 5位非破壞性檢測員工於一年內先後罹患白血病。由於非破壞性

檢測中所使用之游離輻射能破壞 DNA而致癌。藉勞動部提供資料找出工作資歷超
過 3年者。詳閱每人的醫療紀錄、家族病史、工作經歷、物質使用情形後排除不
適合分析的個案。再依輻射暴露紀錄分暴露與非暴露組。後按台灣人口分布、癌

症登錄資料算出標準化發病比。再以二項式及卜松檢定估算 21人裡出現 5人罹患
白血病的機率。本研究共納入 45名員工。21人從事放射線檢測超過 3年。推算非
破壞性檢測員工的標準化發病比為 2,075.62。二項式及卜松檢定估算 21人中出現
1至 5人罹患白血病之機率為 0.00147。在探討非破壞性檢測員工的作業情形後，
本研究顯示該公司中非破壞性檢測員工如未遵守安全標準的作業流程，會使罹患

血癌的風險提高。與先前研究指出游離輻射暴露會增加罹患癌的風險相符，此結

果可提供相關產業做為借鏡。未來須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職業性游離輻射暴

露與健康危害的風險。

關鍵詞：非破壞性檢測、放射線照相檢測、游離輻射、白血病、標準化發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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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近期於 2018年 7月到 2019年 3

月，陸續有 5位從事「非破壞性檢測」
之員工，因為體檢報告異常、合併有

發燒、盜汗、牙齦腫脹⋯等症狀而就

醫，後來相繼診斷為白血病。由於此

異常群聚事件的發生，我國職業安全

衛生署委託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進

行調查，以釐清此異常事件是否具有

流行病學意義，並提供後續防治建議。

該事件中所提及之非破壞性檢測

（Nondestructive-Testing, NDT）是指在
不損害待測物件的結構、材料、組織與

性能之情形下，去偵測及評估該物件

是否有材料或結構上瑕疵的技術 [1-3]。
在工業上較常使用的檢測方式包含了：

放射線照相檢測、超音波檢測、液滲

檢測、磁力檢測、目視檢測、絕緣漏

電檢測、材質分析 ...等方式 [1-4]，不
同的檢測方式可以針對不同材質的物

件提供不同的檢查細節。當中，放射

線照相檢測法常被用來檢驗管路、儲

槽、管線、鍋爐⋯等物件在電銲組裝

的銲道是否有出現瑕疵之狀況 [1-3]。
放射線照相檢測原理是以電能

或放射性物質，產生高能量的游離輻

射，如：X射線（X-ray）、伽瑪射線
（Gamma, γ-ray）等射線穿過銲道或其
他待測物後對底片進行曝光，並藉由

判讀底片成像的結果，來評估銲道中

的瑕疵或缺陷。現行國內工業界所使

用的射線檢測，因成本、設備與使用

便利性的考量，大多數以伽瑪射線檢

測法為主，當中最常被採用為射源的

放射性物質為銥 -192 （Ir-192）。該
物質所產生的伽瑪射線主要用來觀測

20∼ 100 mm厚的鋼材所構成的待測
物 [5, 6]。

我國在執行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

前，應先由具有法定資格的輻射防護

人員評估照相作業環境、工作性質，

以及是否有妥當執行管制措施，並將

評估結果紀錄於工作日誌，提點注意

事項後，交由現場工作人員作為工作

執 行的依據。工作人員在領用放射線
照相檢驗所需的放射性物質（存放於

射源屏體內）與相關設備後，應仔細

檢查作業用的照射器其輻射標誌、標

牌、安全鎖與各項裝備（含搖把、前

導管）的外觀與功能是否正常，也須

確認作業人員自身的防護設備（劑量

佩章、個人警報器以及輻射偵檢儀器）

是否能正常運作，以及工作人員是否

正確配戴。開始作業前，先規劃出輻

射管制區，禁止無關人員進入，並確

保管制區外的輻射劑量不能超過每小

時 20微西弗。作業時先將照相底片與
照射器固定於欲測量的地方，照射頭

最好能加裝束射器，並盡量使用掩體

來減少游離輻射的逸散。接著將照射

器、導管、射源、搖把等照射工具組

裝好並詳細檢查整組儀器功能是否正

常。在確認完成後，開始使用搖把將

射源由射源屏體經導管輸送至照射器

進行攝影，此時工作人員盡量退避至

遠處，並躲至掩體後方來減少游離輻

射的暴露，同時亦須持續以輻射偵檢

儀器來確認自身不會暴露於過高的輻

射劑量。照射完畢後將射源搖回射源

屏體內，並收拾好器具。在完成放射

線照相檢驗作業後，工作人員要再次

執行輻射偵檢，以確保環境沒有因輻

射物質逸散而汙染工作區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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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放射性射源對底片曝光的過

程中，需要操作人員實際於現場作業。

因此，操作人員常會在非破壞性檢測

的作業中，暴露到由射源所產生游離

輻射 [2]。雖然在放射線檢測的操作過
程中，會使用束射器或其他防護設備

來減少游離輻射的散逸，但仍無法完

全阻絕在攝影過程中所產生的游離輻

射。甚至因待測物件影響，或受限於

場地因素，而妨礙防護措施的設置，

甚至造成工作人員無法與放射性射源

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而增加暴露到

游離輻射的風險與劑量 [3, 7, 8]。
本研究中放射線照相檢測技術所

使用的放射性射源為 Ir-192，為一固態
放射性物質，通常會用一更堅固的物

質做成保護層密封起來，僅讓游離輻

射釋放出來，屬於密封放射性物質。

在正常使用下，鮮少會發生放射性物

質直接洩漏到環境中。由於使用方便

且不太會造成環境染汙，所以應用相

當廣泛。為了防止射源自密封容器洩

漏至環境中，故於使用時須嚴格遵守

使用規定，絕不可在超出規定的環境

（溫度、壓力、機械振動、磨損狀況等）

下操作，也需定期檢查以降低密封容

器破損的機會。又根據密封放射性物

質所發射的輻射種類不同，又可分為：

阿伐（α）密封放射性物質、貝他（β）

密封放射性物質、低能光子密封放射

性物質以及伽瑪（γ）密封放射性物

質，而 Ir-192則屬於當中的伽瑪密封
放射性物質。實務上密封性射源的選

用會依照工作需求做選擇，但同時也

應將射源產生的輻射種類、活度、放

射核種、半衰期、能量、尺寸、形狀

等物理特性納入考量。此外，也須瞭

解射源的物理和化學特性以及製作方

式、密封方法、密封容器材質、結構

是否符合工作場所的條件或要求等，

切不可因成本或方便考量而使用不符

規定之射源 [3]。
密封放射性物質在操作時輻射防

護的重點主要著重在防止操作人員接

受過量的體外暴露，以及避免密封放

射性物質遺失或射源的密封性失效，

產生不必要的輻射暴露或汙染，甚至

因吸入、食入或沾附體表，造成體內

暴露。相較於低活度的密封放射性物

質，因產生的體外暴露劑量較小，可

在無特殊保護的狀態下操作，本事件

中採用的 Ir-192則為高活度的密封放
射性物質，因此必須在一固定管制範

圍區域內操作，雖然操作時會有固定

的防護屏蔽以及防護措施，但因該射

源設計成方便攜帶的形式，因此可能

會因疏忽而遺失，並進一步造成輻射

汙染 [3]。
游離輻射因能夠藉由直接破壞

染色體的結構，或游離細胞質中的物

質而產生自由基，並間接破壞染色體

而產生基因突變，並進一步使細胞凋

亡或產生致癌性 [9, 10]，並被國際癌
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列為一級
致癌物，且在胃癌、大腸癌、肺癌、

基底細胞癌、女性乳癌、甲狀腺癌、

白血病等疾病，已有許多相關文獻證

實暴露游離輻射後會增加的罹病前述

疾病的風險 [9]。根據國際放射防護
委 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第 60
號 報 告（ICRP-60; 1990） 指 出， 游
離輻射導致白血病發生的平均最短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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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期為 2年 [11]。雖然過去關於游離
輻射導致白血病發病風險增加的研究

成果主要來自長崎、廣島的原子彈爆

炸事件的世代追蹤，該事件屬於人類

在短時間內接受極大劑量的游離輻射

暴露後，所導致的健康傷害。然而隨

著科技發展，核子能的運用也越來越

普及，不論是工業上或是醫療用途，

人類暴露到游離輻射的機會也越來越

多，根據Mettler 等人在美國的研究發
現，人們平均每年因醫療需求而暴露

到游離輻射的劑量由 1982年的 0.5毫
葛雷（mGy），增加到 2006 年的 3.0 
mGy[12]。因此，近期有越來越多的調
查研究在探討長期低劑量游離輻射暴

露所帶來的健康危害，如英美法等國

INWORK調查從事放射物質產業工作
人員共 308,297人（8.22百萬人年）的
結果顯示，531名發生除了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以外的白血病的研究對象中超

過半數（281人，53%），其紅骨髓累
積暴露劑量 < 5 mGy，而累計暴露量
為 200∼ 300 mGy組者顯著比 <5 mGy
者易發生血癌（RR=2.3, 90%CI: 1.46∼
3.62），而大於 300 mGy組雖未有統
計顯著，但仍有上升的趨勢（RR=1.7, 
90%CI: 0.85∼ 3.36），但可能為受樣
本數少（僅 6人）影響。而該調查估
算出游離輻射暴露造成白血病（除慢

性淋巴性白血病）之額外增加風險為

每增加 1葛雷（Gy）之暴露會額外增
加風險 2.96倍，且無閾值效應，而在
長期觀察下會有雙高峰現象：常會在

暴露後的 2∼ 10年間及 20∼ 30年間
發病 [13]。

Robert D Daniels等人對 23份以
世代研究（Cohort Study）及巢氏病

例對照研究（Nested Case-Control）方
式設計，調查因職業與環境而暴露到

低劑量的伽瑪射線的人罹患白血病風

險的研究報告進行統合分析（Meta-
Analysis）後發現游離輻射暴露造成白
血病（除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額外

增加風險為每增加 100 mGy之暴露會
額外增加風險 0.19倍 [14]。

而台灣在 1992年發現首例輻射
屋事件後，即積極展開全國各縣市潛

在輻射屋之普查作業，並在 2015年時
發表該研究結果，該事件的輻射屋主

要為建築物內使用了被鈷 60汙染的鋼
筋作為建材，這些建築包含了住家、

公寓、辦公室、學校⋯等。在鈷 60的
衰變過程中，會不斷釋放出伽瑪射線

等游離輻射，並危害在輻射屋內活動

的人。經過原能會陸續地進行調查與

普查，在台北市、新北市（當時為台

北縣）、基隆市、桃園市（當時為桃園

縣）、新竹縣市、彰化市等地偵測到

1,660戶建物受到了輻射污染，輻射屋
居民暴露世代共計 32,356人，該研究
針對暴露組的性別、遷入輻射屋的年

齡、遷入時間、輻射屋所在之行政區

配對，配對比例為 1:10，選取對照組
325,050 人。暴露組之癌症發生粗率為
85.28（每十萬），對照組為 83.68（每
十萬）。在暴露組與對照組兩組間，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的發生密度比

（Incidence Density Ratio, IDR）者為白
血病（IDR=1.66, 95%CI = 1.14-2.41）。
該研究亦使用現場游離輻射的環測結

果，以及問卷調查來估算每個個案在

輻射污染建築物內的活動時間，綜合

評估出累計的暴露劑量，並進一步指

出，游離輻射的終身累計暴露量與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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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白血病，額

外增加的風險間的關係為，每增加 100
毫西弗（mSv），額外增加的風險為
0.31倍 [15]。

白血病中又以非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之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急

性淋巴性白血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和游離輻射暴

露最具相關性，且風險增加的程度，

可視為機率效應，並會和終生累計的

暴露劑量呈現一個不具閾值的線性關

係 [10, 13]，尤其在暴露後的 2至 10
年以及 20至 30年間，會出現兩段發
生率高峰 [10]。

本研究將探討該群聚事件中，執

行非破壞性檢測中放射線檢測的作業

人員是否較一般民眾會有較高罹患非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白血病的發生率，

同時藉由對該事件調查報告之結果提

出改善非破壞性檢測的作業環境或流

程，以減少或避免因執行該作業可能

造成的健康危害。

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的篩選：

本研究納入了自 2007年 1月 1日
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曾從事非破
壞性檢測工作之員工，在詳閱此期間

的員工雇用名單後，逐一確認出實際

作業資歷超過三年的作業人員，並共

計有 45位男性非破壞性檢測作業員，
但無女性作業人員，且無資料顯示有

任何作業人員在從事非破壞性檢測作

業之前就曾患有任何癌症的病史，但

2018年時已經失去追蹤的 2名員工資
料只好捨去，並再扣除 1名已知有白

血病家族史的員工（由勞動部所提供

之資料而得知），最後總共納入了 42
名作業人員的有效資料進行進一步分

析。本研究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之審查通過（IRB
編號：KMUHIRB-E（I）-20200039）。

2. 游離輻射暴露證據蒐集：
由勞動部提供之調查資料中，該

公司的工作分配表與健康檢查紀錄，

確認出自 2013年 1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有從事放射線檢測
的工作人員，以及實際有在職業中受

到游離輻射暴露的作業人員。而考慮

到目前多數文獻證據指出游離輻射引

起白血病之最短潛伏期為兩年，因此，

我們將執行游離輻射作業至少 3年的
員工歸類於暴露組，故該公司共有 21
名從事放射線檢測工作史 3年以上。

3. 罹病證據：
根據勞動部所提供之資料的就醫

資料、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並

從中找出具有足以證實該作業人員罹

患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白血病（急

性骨髓性白血病、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骨髓造血不良症

候群）的資料，作為研究對象的罹病

證據。

4. 罹病標準化參考資料：
參考我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最新

公布之 2015年白血病及惡性淋巴瘤申
報人數資料 [16]與內政部戶政司所公
布的 2015年年底人口按性別及年齡分
層的統計資料 [17]，來計算出我國男性
各年齡分層的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

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急性淋

巴性白血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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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造血不良症候群）的發病率，並依

此資料對本調查研究的非破壞性檢測

員工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白血病的

發病率做標準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調整 [18]。

5. 統計分析：

運用台灣男性族群之年齡標準化

罹病比來分析某工程檢驗公司非破壞

性檢測作業人員之白血病，以比較全

台灣男性之發病率的差異是否具有統

計意義。此外，由於本次事件中，有 5
名作業員工罹患白血病，因此我們參

考 2015年 25至 64歲男性罹患白血病
發生率，再以二項式檢定（比例檢定

Proportional Test）[19]，而當一個二項
式分布如果發生機率 p極小時，就會符
合卜松分配（Poisson Distribution ）[20, 
21]，故以卜松分配來估算在台灣 21名
男性中出現 5人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結果
根據勞動部所提供的調查資料顯

示，該公司員工年齡分佈介於 25歲至
64歲之間，而在 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3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先後共有 5
名員工罹患白血病，估算該事件的粗

發生率約為 0.119。而根據我國現有
最新白血病登錄資料及人口分布資料

[16, 17]進行計算，2015年全台灣 25
至 64歲男性民眾罹患白血病之發生率
約為 7.00 x10-5。而我們依據 2015年之
衛生福利部之白血病及惡性淋巴瘤申

報人數統計資料 [16]及內政部戶政司
提供的統計查詢網之人口 [17]，來將
該公司非破壞性檢測作業人員的白血

病發病率做作分層加權，並得出標準

化發病比（以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做
為標準加權值）為 2,075.62（95%CI： 
673.95 ∼ 4,843.81）（詳見表 1）。而
進一步分析該公司實際執行過游離輻

射作業超過 3年的 21人，其粗發生
率約為 0.2381。並對照 2015年之年
全國男性人口所推算之標準化發病比

為 5,088.7792（95%CI: 1,652.3128 ∼
11,875.5133）（詳見表 2）。

如果不考慮族群大小，以全台灣

25至 64歲男性民眾罹患白血病之發生
率約為 7.00 x10-5，由二項式檢定來估

算該公司 21名作業員中出現恰有 5名
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約為 3.42x10-17，

而在 21名作業員中出現 1至 5名員工
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為 0.00147（詳見表
3），由卜松分配來估算該公司 21名作
業員中超過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
率遠小於 0.0001（詳見表 4）。

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某非破

壞性檢測公司之 42名男性作業員在
短短一年內罹患白血病之粗發生率約

為 0.119，並依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
年齡標準化後，其發病比為 2,075.62
（95%CI: 673.95 ∼ 4,843.81）， 而 進

一步分析該公司實際執行過游離輻射

作業超過 3年的 21人，其粗發生率
約為 0.2381。並對照 2015年之年全
國男性人口所推算之標準化發病比

為 5,088.7792（95%CI: 1,652.3128 ∼
11,875.5133）。此外，藉由二項式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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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某非破壞性檢測公司的放射線檢查作業員 (n=21)與 2015年全國男性之白血病標準化發病比

某工程檢驗公司員工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

年齡 發病數 族群人口數 年齡別發病率 發病數 族群人口數 年齡別發病率

25∼ 29 0 2 0 32 818,133 3.91 x10−5

30∼ 34 1 5 0.1667 32 948,459 3.37 x10−5

35∼ 39 1 5 0.1429 47 1,004,245 4.68 x10−5

40∼ 44 1 5 0.0909 45 877836 5.13 x10−5

45∼ 49 2 4 0.2222 56 913,117 6.13 x10−5

合計 5 21 0.1190 212 4,561,790 9.83 x10−4

年齡標準化發病率 0.08257 9.82554 x10−4

年齡標準化發病比 5,088.7793 1

（以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做為標準加權值）

 SIRlower  =
Olower 1,652.3128

E

 SIRupper  =
Oupper 11,875.5133

E

表 1　某非破壞性檢測公司員工 (n=45)與 2015年全國男性之白血病標準化發病比

某工程檢驗公司員工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

年齡 發病數 族群人口數 年齡別發病率 發病數 族群人口數 年齡別發病率

25∼ 29 0 2 0 32 818,133 3.91 x10−5

30∼ 34 1 6 0.1667 32 948,459 3.37 x10−5

35∼ 39 1 7 0.1429 47 1,004,245 4.68 x10−5

40∼ 44 1 11 0.0909 45 877836 5.13 x10−5

45∼ 49 2 9 0.2222 56 913,117 6.13 x10−5

50∼ 54 0 5 0 79 926,100 8.53 x10−5

55∼ 59 0 1 0 102 851,684 1.20 x10−4

60∼ 64 0 1 0 102 736,337 1.39 x10−4

合計 5 42 0.1190 495 7,075,911 7.00 x10−5

年齡標準化發病率 0.08257 6.99557 x10−5

年齡標準化發病比 2,075.6206 1

（以 2015年全國男性人口做為標準加權值）

 SIRlower  =
Olower 673.9484

E

 SIRupper  =
Oupper 4,843.806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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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二項式檢定來估算該公司 21名作業員中出現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二項式檢定公式：

假定 n = 樣本數，p = 發生率，q = 1−p，r = 發生個案數

以式 (1)：Pr = Cn・p r・q n−r = n! ・p r・q n−r
r r!・(n−r)!

計算 n個樣本中恰有 r個個案發生發生率為 p之機率 Pr如下：

而根據 2015年全台灣 25至 64歲男性民眾罹患白血病之發生率約為 7.00 x10−5，因此 21名作業員中，
恰好出現 0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0為：C 21

・( 7・10−5)0・(1−7・10−5)21−0≒ 0.9985；0

恰好出現 1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1為：C 21
・( 7・10−5)1・(1−7・10−5)21−1≒ 0.00147；1

恰好出現 2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2為：C 21
・( 7・10−5)2・(1−7・10−5)21−2≒ 1.03x10−6；2

恰好出現 3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3為：C 21
・( 7・10−5)3・(1−7・10−5)21−3≒ 4.56x10−10；3

恰好出現 4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4為：C 21
・( 7・10−5)4・(1−7・10−5)21−4≒ 1.44x10−13；4

恰好出現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5為：C 21
・( 7・10−5)5・(1−7・10−5)21−5≒ 3.42x10−17；5

故以式 (2) ∑n Pkk=1

計算出在 21名作業員中出現 1至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為：∑5 Pk≒ P1 ≒ 0.00147k=1

表 4　以卜松分配來估算該公司 21名作業員中出現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卜松分配公式：

假定 X = 發生數，λ = 樣本預期發生數 = 樣本數 x 年發生率

以式 (3)：f(x) =  λx e−λ

x = 1, 2, 3......x!

計算一年內恰有 X個個案發生之機率 Px如下：

而根據 2015年全台灣 25至 64歲男性民眾罹患白血病之發生率約為 7.00 x10-5，因此 21名作業員中，
恰好出現 0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0為：0.998531
恰好出現 1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1為：1.4678 x10−3

恰好出現 2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2為：1.0789 x10−6

恰好出現 3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3為：5.2864 x10−10

恰好出現 4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4為：1.9428 x10−13

恰好出現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 P5為：5.7117 x10−17

由此知 4名以下員工發生白血病的機率為 P0+P1 +P2+P3+P4≒ 1，而超過 4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為
1-(P0+P1 +P2+P3+P4)遠小於 0.0001，可知該公司員工白血病發生率顯著大於全國發生率。然而本研究
中從事游離輻射作業的員工僅 21人，因此即便僅有 1名員工罹患白血病，其機率為 1−P0 = 0.00147，
亦構成統計顯著高於全國發生率。

定可估算出該公司 21名作業員中出
現恰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約為
3.42x10-17，並相對於 21名作業員中出
現 1至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為
0.00147，為一極低之或然率。而當由
卜松分配來估算該公司 21名作業員中
超過 5名員工發生白血病之機率遠小

於 0.0001，可知該公司員工白血病發生
率顯著大於全國發生率。然而本研究

中從事游離輻射作業的員工僅 21人，
因此即便僅有 1名員工罹患白血病，
其機率為 0.00147，亦構成統計顯著高
於全國發生率。綜上述資料足可推估

從事該作業的員工顯著比全國男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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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案數量及作業型態來作為推測暴露

量的間接證據。因此我們且依照現場

訪視標準作業流程執行的檢測業務作

為示範參數，作標準作業流程的曝露

量模擬試算來嘗試還原該作業員工於

工作時可能暴露到游離輻射的劑量。

在嘗試推算輻射曝露情形時，需

考量曝露源能量強度、可能曝露情況

以及輻射曝露三大影響因素：距離、

時間、屏蔽。以本案曝露源為 Ir-192，
實務上 Ir-192進口時活度為 95Ci，活
度降至 5Ci時則會被淘汰。接著在確
認工作中每個步驟可能的曝露情形後，

使用下列式（4）、（5）計算曝露量：

式 (4)：

 D(mSv)  =
Γ(m2 R/hrCi)×S(Ci)×T(hr)×F(cGy/R)×Times×R

×10d2

D (mSv)：曝露劑量、Γ (m2R/hrCi)：曝露率常數、S：射
源活度、T (hr)：曝露時間、F (cGy/R)：曝露－吸收劑量
轉換常數、Times：曝露頻率、R：衰減比率、d：距離

式 (5)  T =     F×D 2

S

T (hr)：曝露時間、F：曝光係數、D：焦距、S：射源活度

參考調查資料提供該公司所設計

的標準放射線照相檢測作業流程，以

及該公司員工陳述於工作時的實際作

業流程知，在進行高架管線作業類型

之標準作業流程來評估檢測 4”管件
時，個案會使用 30 kg純鉛屏體（屏體
為半徑 6.8 cm鉛立方體）裝載射源活
度 6 Ci的 Ir-192執行作業，在作業開
始及結束時會移動、組裝、架設射源 2
次，每次需時 5分鐘，個案距離射源 1 
m，並隔著 6.8 cm之鉛板（鉛屏體）。
再以訪視當日該公司所述每日 40∼ 45
張底片計算拍攝過程的暴露劑量，個

案每拍攝 1張底片需操作把手搖出射
源及回收射源各 1次（共 80∼ 90次），

每次需時 3秒，並距離射源 12 m，作
業時隔著 0.2 cm鉛板（衣）及 30 cm
水泥牆。個案在每張底片曝光完成後，

會將設源收回至 30 kg純鉛屏體，並更
換位置及調整射源（共 40∼ 45次），
再搖出射源執行下一張底片的曝光，

在更換位置及調整射源的 30秒間，個
案距離射源 1 m，並隔著 6.8 cm之鉛
板（鉛屏體）。而個案在等待每張底片

曝光（共 40∼ 45張）30秒時會距離
射源 15 m並隔著 0.2 cm鉛板（衣）和
2道 30 cm水泥牆。綜上述內容，以式
（4）、（5）推算標準作業流程檢測 4”
管件的每日全身游離輻射曝露量約為

0.0051 mSv。
但根據個案自述實際檢測高架管

線的 4”管件時，因隨著設備進入廠
區，天花板輕鋼架施工，射源可固定

位置越來越少，領班只能走在 H型
鋼直接施照或待在高空車直接進行照

射，並無法如標準作業流程來執行。

又根據個案自述實際檢測鍋爐內管的

12”管件時，領班跟助手皆須待在爐內
執行作業，爐內無任何屏蔽物可躲，

因此會處於更高的游離輻射的暴露情

形。據個案自述之執行過程代入所述

環境條件設定各項參數，以式（4）、
（5）推算實際作業時，檢測鍋爐內管
的 12”管件拍攝 150∼ 200張底片，
以及檢測鍋爐內管的 12”管件拍攝 50
張底片時，個案每日全身游離輻射曝

露量分別約為 4.21 mSv、37.27 mSv、
7.25mSv，詳見下表 5。

依理論推算標準作業流程的數

據，顯示檢測師在良好的屏蔽及防護

措施下單日曝露量可為 0.005 mSv，若
按年工作日 220日推估，年曝露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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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罹患白血病。此結果與先前文獻對

於游離輻射會增加非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之白血病發生機率的情形一致。

雖然本研究藉由 2015年全國男性
人口年齡標準化來調整變因，但可能

仍存在健康工作者效應而使研究結果

被低估。此外，就實際現場訪視時，

並未發現該公司內部有其他會導致白

血病之物質（如苯、甲醛⋯⋯等），但

發現該公司員工普遍有抽菸之情形，

而抽菸雖為已知導致白血病之危險因

子 [22, 23]，特別是大於 60歲的急性
骨髓性白血症患者 [22]，在本研究之
調查對象中僅一名非游離輻射操作員

年齡超過 60歲，且研究結果所發現的
極高罹病發病率無法單純以抽菸作為

解釋本研究結果，但未來仍須進一步

的調查來確認抽菸在本研究中的影響

力。此外，本研究亦在研究對象篩選

時，排除一名已知有白血病家族史之

個案來減少家族遺傳之干擾。

然而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來

自一間公司的群聚事件調查，故存

在樣本數較少也可能會有選樣偏差

（Selection Bias）之問題，而可能導致
95%信賴區間過大，且在篩選及分析
上無法將所有可能之干擾因子進行有

效控制，並可能無法代表所有非破壞

性檢測作業均會發生此種情形。但考

量游離輻射暴露導致罹患血癌的發生

率增加的相關性相當高，故此結果應

仍可提供相關產業做為借鏡。而將來

仍需要有更廣泛的調查並蒐集更多觀

察對象以及更長的觀察時間來建立游

離輻射是否會導致白血病發生率上升

更明確的證據。

又根據本次群聚事件調查報告之

人員體外輻射劑量測試報告中顯示，

罹病的 5位個案歷年暴露劑量佩章
累計暴露劑量分別為 7.01 mSv、8.15 
mSv、9.9 mSv、19.7 mSv、3.55 mSv，
皆未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七

條之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

度（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

超過 100 mSv，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
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規定之劑量
限度，然而據勞動部所提供的調查報

告指出，一些個案為避免暴露劑量超

過標準，工作時常常未佩戴暴露劑量

佩章，致使實際暴露值難以估計。而

檢視該公司中亦未有作業員之全身累

計暴露劑量超過劑量限制標準，甚至

還出現許多作業員之累積暴露量僅為

背景值，因此該輻射劑量測試報告可

能無法確實反應作業員在工作中實際

暴露到的游離輻射劑量。因此我們嘗

試運用保健物理的原理推論這些作業

員的可能暴露劑量如下。

由勞動部所提供作業訪談紀錄中

知，該五名罹患血癌之員工均曾在民國

106年中因公司接案而須執行大量的放
射線檢測。根據勞動部所提供之調查

內容中提及雖然該公司會以合理抑低

游離輻射暴露的原則，針對放射線照

相設計一套標準作業流程，但實際上

員工在局限空間（鍋爐、桶槽中）進

行非破壞性檢測時，因空間侷限且進

出作業空間不方便，使作業人員會在

一定時間內無法和游離輻射的射源保

持適當的安全距離，加上進出局限空

間不易，導致暴露時間的增加，故使

未依標準作業流程作業的員工會暴露

到較大劑量的游離輻射。雖然本研究

無直接的輻射暴露劑量證據，但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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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Sv，接近、甚至低於個案歷年劑
量佩章讀值。而理論推算個案自述中

執行高架管線檢測，單日曝露量可達

4.21 mSv；執行鍋爐內管檢測，單日
曝露量可達 37.27 mSv及 7.25 mSv，
顯示在沒有良好的屏蔽及防護距離之

下執行業務，確有曝露較高的風險。

另外根據 Chien-Yi Ting等人在一
次於台灣發生的放射線檢測的一場工

安意外事件調查中發現，有 2名放射
線檢測員工因在作業時因經驗不足，

並在未作任何安全防護的情形下曝露

到大劑量 Ir-192產生的伽瑪射線，並
引起了急性症狀，其中一人出現了手

指的組織壞死以及角質化、血球低下、

甲狀腺瀰散性增生（diffuse hyperplasia 

of the thyroid gland）、水晶體不透明斑
點（opaque spots）等症狀。一般而言，
具經驗的放射性檢測技師在進行攝影

時每張照片作業約需1.5至2.5分鐘（包
含操縱搖桿將射源由導管輸送到檢測

部位定點的 0.5分鐘）。但該事件中的
兩名作業員，有一人在拍攝 40至 50
張影像時，曝露了 2至 2.5小時，另一
名作業人員則在拍攝 20至 30張影像
時曝露了 0.5至 1小時。此外，兩人在
執行拍攝時，曾用手以近距離（約 0.5 
cm）調整射源（每張約 3至 7秒）。在
根據個案的作業流程，並以前述方法

計算，當中一人的食指在以 0.5cm的
距離暴露於 Ir-192約 2∼ 6分鐘後，
推估其食指指尖暴露劑量約 269至

表 5　不同作業情形之游離輻射理論計算暴露劑量表

作業類型 會暴露到游離輻射的情形
作業人員與

射源距離
遮蔽物 暴露時間

暴露

次數

每日

暴露劑量

4”高架管線
（公司制定標準作業

流程）

射源活度：6Ci
每日 40 - 45張

移動、組裝、架設射源 1 m 6.8 cm鉛板 5分 2

0.0051 mSv

搖把操作（搖出、回收） 12 m
0.2 cm鉛板
30 cm水泥牆

3秒 80-90

底片曝光 15 m
0.2 cm鉛板
30 cm水泥牆 2道

30秒 40-45

更換位置、調整射源 1 m 6.8 cm鉛板 30秒 40-45

4”高架管線
（員工自述）

射源活度：18-95Ci
每日 40 - 45張

移動、組裝、架設射源 1m 6.8 cm鉛板 5分 2

4.21 mSv
搖把操作（搖出、回收） 2-5 m 0.2 cm鉛板 3秒 80-90

底片曝光 2-5 m 0.2 cm鉛板 隨活度設定 40-45

更換位置、調整射源 1 m 6.8 cm鉛板 30秒 40-45

12”鍋爐內管
（員工自述）

射源活度：18-95Ci
每日 150-200張

移動、組裝、架設射源 1 m 6.8cm 鉛板 5分 2

37.27 mSv
搖把操作（搖出、回收） 2-5 m 0.2cm 鉛板 3秒 350

底片曝光 2-5 m 0.2cm 鉛板 隨活度設定 175

更換位置、調整射源 1 m 6.8cm 鉛板 30秒 175

12”鍋爐內管
（員工自述）

射源活度：18-95Ci
每日 50張

移動、組裝、架設射源 1 m 6.8cm 鉛板 5分 2

7.25 mSv
搖把操作（搖出、回收） 3 m 0.2cm 鉛板 3秒 50

底片曝光 3 m 0.2cm 鉛板 隨活度設定 25

更換位置、調整射源 1 m 6.8cm 鉛板 30秒 25

註 1：員工於執行 4”高架管線照相作業時，應依公司制定的標準作業執行，此時推估其游離輻射劑量為 0.0051 mSv，但按
員工自述實際作業情形做推估，則其游離輻射劑量會高達 4.21 mSv。

註 2：勞動部調查報告中未提供 12”鍋爐內管照相作業的標準作業流程，故僅放上依員工自述工的 2種作情形的游離輻射暴
露量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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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Gy，另因該作業員的身體離射源
約25∼35 cm並暴露了90至100分鐘，
估計其紅骨髓的輻射暴露約為3.1∼7.5 
Gy。另一人食指在以 0.5 cm的距離暴
露於 Ir-192約 1∼ 3.5分鐘後，推估其
食指指尖暴露劑量約 185至 646格雷，
另因該作業員的身體離射源約 25∼ 35 
cm並暴露了 10至 60分鐘，估計其紅
骨髓的輻射暴露約為 0.58∼ 4.68 Gy。
可見若沒有運用屏蔽物防護且沒有保

持適當的安全距離下進行放射線檢驗，

會導致極其高劑量的游離輻射暴露，

該劑量甚至會達到引發急性症狀的產

生 [8]。過去洪千惠等人也在 2002年
觀察一名放射線照影員工於作業時誤

Ir-192而急性暴露到全身 2∼ 4 Gy的
游離輻射，其指尖的暴露劑量甚至高

達 52 Gy，數天後出現雙手手指脫皮、
紅腫潰爛等急性症狀，並20天後緩解，
但半年後症狀復發且持續惡化導致皮

膚及軟組織壞死而接受雙手第二、三

指截肢 [7]。可見若以不適當的方式操
作放射線攝影器具，會暴露到大量游

離輻射，導致嚴重的健康危害。

由於本調查中，放射線照相檢測

所使用的射源為密封性射源，因此防

止游離輻射的危害重點包含了杜絕射

源自密封器外洩的發生，以及如何有

效的減少作業時遭到體外暴露的游離

輻射劑量。

根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33號
報告（ICRP Publication No.33）建議使
用密封放射性物質的機構，應對每年

對密封射源的密封狀況至少檢測一次，

以確保該射源有妥善使用與保管，以

避免不必要的外洩，而常見的檢測方

式包含下面六種：濕擦拭法、乾擦拭

法、浸泡法、煮沸浸泡法、射氣固體

吸收法（適用於 226Ra），以及射氣液
體閃爍法（適用於 226Ra）等，而我
國則有「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來規

定密封放射性物質定期檢查方式與細

節 [3, 24]，藉以降低射源自密封器外
洩的發生機率。

目前主要減低體外游離輻射暴

露危害的原則為 TSD原則。T：時間
（Time），盡量減少會暴露到游離輻射
的作業時間，除了縮短每次拍照過程

中暴露到游離輻射的時間外，更應謹

慎規劃每日總拍照張數，減少游離輻

射的總累積暴露。S：屏蔽（Shielding），
作業時盡量躲在適當屏蔽物之後，

或穿著防護具（如鉛衣）。D：距離
（Distance），儘量遠離輻射源，並應在
作業現場按輻射強度劃分出管制區，

除了可方便管理並估算作業人員的游

離輻射暴露劑量外，也能防止其他人

員的意外暴露 [3]。當中，雖然以建
立適當的防護屏蔽最有效，但適當屏

蔽物須考慮到不同游離輻射射線種類

會因能量與構成內容不同而有不同的

穿透力，還需考慮散射輻射、滲漏輻

射和向天散射的防護。故在屏蔽物的

設置除了經濟、重量體積等因素外，

更應考慮輻射的特性、屏體材質的特

性、與適當的厚度。若選用不適當之

防護具反而會讓作業人員輕忽輻射暴

露而導致更嚴重的危害，例如在能量

約為 1,000 keV之伽瑪射線可輕易穿透
鉛衣，而使鉛衣失去保護作用，反而

會減緩作業人員行動能力而增加暴露

時間造成更大的危害 [25]。因此在游
離輻射的個人防護具選用，應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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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意見與指導。而游離輻射照相檢

查器具也應安裝安全連鎖保全系統，

藉由警報信號和安全連鎖同步運作，

來達到警示功能以及緊急終止運轉，

或將射源自動迅速移回安全儲放位置，

來防止輻射意外事故的發生或擴大。

此外，因伽瑪射源具高輻射危險性，

因此在射源的保管、儲存和運送過程

均須規劃並遵循安全讀作業流程 [3]。
最後，針對現場作業人員的輻射

暴露，應定期評估（包括現場抽驗或

是輻射佩章判讀），也應定期執行特殊

作業健檢，儘早將亞健康或出現健康

問題的員工提供醫療建議，並作為異

常游離輻射暴露的警訊，並做進一步

詳細的事件調查，作為保障勞工的最

後防線。

根據勞動部提供資料分析，該公

司實際從事放射線檢測之員工相較於

全國男性有明顯較高的血癌發生率，

但本研究的限制因無精確可提供進一

步分析的游離輻射累計暴露劑量的數

據，而無法進行劑量與額外增加風險

的相關性分析，且可能也會因沒有可

靠的游離輻射的累計暴露劑量報告，

導致讓這群作業員工未能受到警告並

錯過可及時進行醫療移離 （medical 
removal protection）的機會，有鑑於
此，除了防護設備的提升外，我們也

應重視游離輻射作業人員的安全教育

以及落實累計輻射暴露劑量的監控。

結論
本研究根據對一間非破壞性檢測

公司的白血病群聚事件調查結果，發

現員工如未遵守安全標準的作業流程，

可能會暴露過多的游離輻射而增加罹

患血癌的風險。雖然此結果可能受限於

資料來源僅來自一間公司，且樣本數

較少，但仍可提供相關產業做為借鏡。

未來須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職業

性游離輻射暴露與健康危害的風險。

考量本次事件以及文獻討論中所

提到的兩例非破壞性檢測作業的工安

事件，有兩個造成危害的共通點：

1.  作業人員因未按照標準作業流程操
作而沒有使用屏蔽保護且未與射源

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造成游離輻射

暴露量增加。

2.  因技術或作業需求而未按照標準作
業流程執行，導致暴露到游離輻射

的時間過長。

由於人體無法直接感知游離輻射

的存在，因此該風險很容易被忽略，

需要藉由安全教育訓練以及危害案例

教育，讓勞工能知道游離輻射可能會

對身體健康造成怎樣的危害，以加強

勞工對於游離輻射的危害意識。並在

職場上落實安全的標準作業程序是相

當重要的。未來若可進一步針對放射

性攝影作業行定量分析，來做為每次

拍照時預期暴露的劑量多寡，以便能

建立更精確、快速且容易執行的評估

方式，甚至應對放射性照相的工作環

境與檢查工具的擺放位置與人員操作

位置做進一步的規範，也應考慮限制

每位工作人員的每日、每月、每年拍

照張數上限，以期能比輻射佩章更早、

更嚴格的防範放射照相技師暴露到過

多的游離輻射，也希望藉由此限制使員

工能在合理的時間完成合理的工作量，

避免勞工因趕時間而不去遵守安全的

標準作業程序，導致作業中暴露過多

的游離輻射危害。此外國外也有利用

機器人來進行游離輻射照相作業，亦

可供非破壞檢測單位評估其適用性。

056



非破壞性檢測員之白血病群聚事件危害探討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致謝
感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協助

本次研究之調查並提供詳盡調查資訊，

謹此敬表謝忱。

參考文獻
[1] Prakash  R .  Non-des t ruc t ive  t e s t ing  o f 

composites. Composites 1980;11(4):217-24.
[2] Halmshaw R. Introduction to th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of welded joints.Woodhead Publishing; 
1996.

[3] 張寶樹：游離輻射防護：財團法人慈寶安
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輻
射人員訓練教材。初版，台灣新北市，合
記圖書出版社；2015。

[4] Dwivedi SK, Vishwakarma M, Soni PA. 
Advances and Researches on Non Destructive 
Testing: A Review. Materials Today: Proceedings 
2018;5(2):3690-8.

[5] Hayward P, Currie D. Radiography of welds 
using Selenium 75, IR 192 and X-Rays. 12th 
A-PCNDT 2006.

[6] ISO I. 17636-2. Non-destructive testing of welds-
Radiographic testing-Part 2013;2:17636-2.

[7] 洪千惠、陳國熏、余幸司、莊弘毅：
Occupational Radiodermatitis: an Accidental 
Overexposure to Ir192 Gamma Rays。中華皮
膚科醫學雜誌 2002；20(2)：128-35。

[8] Ting CY, Wang HE, Lin JP, Lin CC. Evaluating 
the Radiation From Accidental Exposure During 
a Nondestructive Testing Event. Health Phys 
2015;109(2):171-6.

[9]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Radiation 2012.

[10] Daniels RD, Bertke SJ, Richardson DB, 
Cardis E, Gillies M, O'Hagan JA, et al. 
Examining temporal effects on cancer risk in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workers' study. Int J 
Cancer 2017;140(6):1260-9.

[11] I C R P. 1 9 9 0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o f  t h 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1991.

[12] Mettler FA, Jr., Thomadsen BR, Bhargavan 
M, Gilley DB, Gray JE, Lipoti JA, et al. 

Medical radiation exposure in the U.S. 
in 2006: preliminary results. Health Phys  
2008;95(5):502-7.

[13] Leuraud K, Richardson DB, Cardis E, Daniels 
RD, Gillies M, O'Hagan JA, et al. Ionising 
radiation and risk of death from leukaemia 
and lymphoma in radiation-monitored workers 
(INWORKS): an international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Haematology 2015;2(7):e276-e81.

[14] Daniels RD, Schubauer-Berigan MK. A meta-
analysis of leukaemia risk from protracted 
exposure to low-dose gamma radiation. Occup 
Environ Med 2011;68(6):457-64.

[15] 劉紹興：輻射屋居民流行病學調查及研究。
台北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1。

[16]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白血病及惡性淋巴
瘤申報人數；2016。

[17]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年底人口按
性別及年齡；2018。

[18] 王榮德：流行病學方法論。二版，台灣
台北市，健康世界有限公司；2010。

[19] 楊志良：生物統計學新論。二版，台灣
新北市，藝軒圖書出版社；2005。

[20] Fisher RA. The significance of deviations from 
expectation in a Poisson Series. Biometrics 
1950;6:17-24.

[21] 林惠玲、陳正倉：統計學方法與應用。
五版，台灣台北市，雙葉書廊出版社；
2021。

[22] Sandler DP, Shore DL, Anderson JR, Davey 
FR, Arthur D, Mayer RJ, et al. Cigarette 
smoking  and  r i sk  o f  acu te  l eukemia : 
associations with morphology and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in bone marrow. J Natl Cancer 
Inst 1993;85(24):1994-2003.

[23] Wendy Stock MJT. Pathogenesis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UpToDate. Waltham, MA: 
UpToDate 2019.

[2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質與可
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
法；2018。

[25] 陳清江：鉛衣的迷思。輻射防護簡訊 
2002；58：9-10。

057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Hazard Investigation of Leukemia Outbreak 
among Nondestructive Testing Workers

Li-Wei Huang1 　Chiu-Shong Liu2 　Ya-Chin Huang3 　Chao-Ling Wang1 　 

Chi-Kung Ho1, 4 　 Hung-Yi Chuang1, 5 

1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2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3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Kaohsiung Municipal Ta-Tung Hospital

4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5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were 5 Nondestructive-Testing (NDT) technicians diagnosed 

leukemia within 1 year in Taiwan. Ionizing radiation utilized by NDT technicians can 
cause cancer through damaging DNA.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risk of NDT 
leukemia cluster and the 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 We reviewed workers who 
had worked for NDT more than 3 years. We also reviewed each person’s medical records, 
family history, working history and substance use habits to exclude inappropriate cases. 
45 workers were included, 21 workers among them had worked for Radiographic Testing 
(RT) over 3 years. 5 members was diagnosed leukemia. Then we used Taiwan male 
demographic data and cancer registration data to calculate SIR. We also use binomial 
probability and Poisson distributions to calculate the chance of such event could happen. 
We calculated the SIR of leukemia in these NDT workers was 2,075.62. We also used 
binomial probability and Poisson distributions to find out the chance for 1 to 5 people 
getting leukemia among 21 workers was 0.00147. After reviewing working condition, 
we suppose that NDT workers in this company, who did not obey safety standard might 
have greater risk to get leukemia. This result consists with other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can be provided as a lesson for related industries. Further studies for health hazard from 
occupational ionizing radiation exposure are necessary.

Keywords:  Nondestructive-Testing (NDT), Radiographic Testing (RT), lonizing radiation, 
Leukemia, 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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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作業場所空氣中
有害污染物之濃度調查研究

林育柔 1、洪粕宸 2、李侑蓁 1、劉又甄 1、蔡詩偉 1

1國立台灣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近年來，在國內街道上隨處可見美髮、美容等類型的商店林立。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以民國 100年為例，美髮及美容美體產業的生產總額與民國 85年相比成長了 1.6倍，可見這個
行業充滿了勃勃生機；而其中，美甲也越來越受人們重視，相關工作室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雖然國內估計約有超過 6萬的美容相關從業人員，但與美甲作業相關的職業衛生狀況可供
參考的資料極為有限。因此，本研究調查美甲作業場所空氣中有害污染物的濃度，以提供未來

擬定相關管理策略之參考。

本研究以主動採樣幫浦搭配採樣管，針對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US OSHA） 於 2012年所
列出的美甲業可能存在之 11項化學有害物質進行空氣採樣與分析；而樣本經溶劑脫附後，使
用氣相層析質譜儀進行分析。本研究於主動式空氣採樣期間，亦同時以總揮發性有機物（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s）、甲醛等直讀式儀器監測環境濃度。

本研究共完成 12間美甲作業場所的訪視，並針對其中 10家美甲作業場所進行空氣採樣；結
果顯示，大多數的美甲店屬於較密閉的空間，且二氧化碳濃度偏高。美甲業於使用特定產品時，

其 TVOCs濃度會瞬間拉高；而若作業場所無適當的通風排氣設備，便可能造成污染物的累積。
主動式空氣採樣的結果發現，11項有害物質皆可被測出（包括：丙酮、乙腈、乙酸丁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乙酸乙酯、甲基丙烯酸乙酯、甲醛、乙酸異丙酯、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

酸甲酯及甲苯等）；而除了甲醛以外，其餘物質的濃度皆低於 1/10 容許暴露標準（Permission 
Exposure Limits; PELs）。不論使用直讀式儀器或主動式採樣，在所有的美甲店皆可檢測出甲醛，
且部份採樣點之濃度範圍為 PEL之 2-3.17倍，顯示美甲業的潛在甲醛暴露問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綜合本研究的結果，建議美甲作業場所應加強室內整體換氣，並加裝局部排氣設備來降低

美甲作業區的有害物濃度；同時，亦建議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具。另外，美甲業者於選用各式

產品前，建議應詳細閱讀產品標籤，以避免使用含甲醛或甲醛釋放物之產品，並定期監測作業

場所之有害物質濃度，以降低員工的相關健康風險。

關鍵詞：美甲作業場所、空氣採樣、美甲作業人員、職場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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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近年來，在國內街道上隨處可見

美髮、美容等類型的商店林立。依據

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以民國 100年為
例，美髮及美容美體產業的生產總額

與民國 85年相比成長了 1.6倍 [1]，可
見這個行業充滿了勃勃生機；而其中，

美甲也越來越受人們重視，相關工作

室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另一方面，從事相關行業之勞動

人口數也不容小覷，由 105年工業及
服務業普查的結果顯示，美髮及美容

美體產業的從業人員在 105年的普查
結果中有 75,320人，較 100年的普查
結果為 60,081人共增加了 25.36%，
而美髮及美容美體產業的店數，在

105年的普查結果顯示有 38,820家，
比 100年的 34,432家共增加了 12.74% 
[1]，由此可瞭解美甲產業近年來的迅
速發展。

隨著產業的興起，美甲顧客數及

服務量大幅增加；然而，許多研究指

出美甲作業人員可能透過皮膚、呼吸

道等暴露到產品內的有害物質，進而

影響到工作者及顧客的健康，例如：

皮膚接觸到去光水或指甲油內的溶劑、

吸入產品內揮發出的有機化合物等。

若該工作環境的通風設備不足，美甲

作業人員可能長期累積這些有害物，

進而造成不良之健康效應。

雖然國內美甲業之家數及從業人

數持續增加，但目前相關資訊仍十分

有限；而在美甲作業人員的化合物暴

露種類及暴露量不明確的情況下，亦

需進一步的調查及研究以保障美甲作

業人員之職場安全及健康。

因此，本研究透過收集及整理國

內外有關美甲作業有害物質暴露之職

業衛生相關文獻，以及美甲作業使用

或文獻顯示較有健康危害的產品種類、

成份、危害等資訊，選定 11個有害物
作為採樣物質，並至 10間美甲作業場
所進行主動式空氣採樣及直讀式儀器

監測，對環境中的暴露進行調查，以

提供後續研究方向及未來制定相關管

理策略之參考。

文獻回顧
1. 美甲作業使用產品種類、成份及
危害

隨著現代人們對於外表美觀的重

視，手及腳指甲的美容服務量也急遽

上升；顧客們除了要求修剪指甲的形

狀外，近年來更發展出人造指甲、指

甲彩繪等服務。美甲人員在進行這些

服務時，會使用到不同種類的美甲產

品，但因為這些美甲產品中普遍存在

各種潛在的有害化學物質，例如：溶

劑、增塑劑、染料及樹脂等，而這些

化學混合物便可能會透過各種途徑接

觸到美甲工作人員及顧客，進而對人

體產生危害。

關於美甲作業場所常用的產品種

類、成份及危害，本研究透過各類文

獻整理不同美甲產品與其常見的化學

成份及可能的健康效應如表 1所示 [2, 
3, 4]，例如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醇、異丙醇、丙酮、丁酮等物質會對

眼睛、皮膚、鼻子等產生刺激性，另

外，異丙醇、丙酮及丁酮等物質會導

致中樞神經疾病，而鄰苯二甲酸二甲

酯影響生殖系統，詳細健康效應可見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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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美甲產品與其常見的化學成份及可能的健康效應

美甲產品 常見的化學成份 可能的健康效應

指甲油 
（底漆、顏料等）

包括 : 顏料、樹脂、
溶劑、增塑劑及紫

外線穩定劑

乙酸乙酯 刺激眼睛、皮膚、鼻子及喉嚨 ;皮膚炎

乙酸丁酯 刺激眼睛、皮膚及上呼吸道系統 ;頭痛

乙醇 刺激眼睛、皮膚及鼻子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咳嗽 ;肝
損害 ;貧血 ;生殖效應

異丙醇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頭痛 ;皮膚乾燥、
龜裂

丙酮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丁酮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甲苯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
瞳孔放大、流淚 ;焦慮、肌肉疲勞、失眠 ;感覺異常 ;肝、腎
損害

二甲苯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角膜損傷 ;
皮膚炎 ;生殖效應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刺激眼睛、上呼吸系統及胃 ;生殖影響（胎兒毒性）

硝化纖維 未知

甲苯磺酰胺甲醛樹脂 皮膚炎

二氧化鈦 肺纖維化 ;潛在的職業性致癌物

指甲油去除劑 丙酮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乙酸乙酯 刺激眼睛、皮膚、鼻子及喉嚨 ;皮膚炎

乙酸丁酯 刺激眼睛、皮膚及上呼吸道系統 ;頭痛

人造指甲

包括：丙烯酸聚合

物、硬化劑、底漆

及脫水劑

甲基丙烯酸乙酯
刺激眼睛、皮膚、鼻子及喉嚨 ;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 呼吸道
致敏物（asthmagen）

甲基丙烯酸甲酯

甲基丙烯酸丁酯

甲基丙烯酸 刺激眼睛、皮膚及粘膜 ;眼睛、皮膚灼傷

丁酮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指甲黏合劑 氰基丙烯酸乙酯 刺激眼睛、皮膚、鼻子及喉嚨 ;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人造指甲去除劑 丙酮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頭痛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炎

N-甲基吡咯烷酮 皮膚炎、影響生殖系統

乙腈 刺激鼻子、喉嚨 ;窒息 ;噁心、嘔吐 ;胸痛 ;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
抽搐 ;在動物中：肝臟，腎臟受損

消毒劑 福馬林 /多聚甲醛
（甲醛）

刺激眼睛、鼻子、喉嚨及呼吸系統 ;流淚 ;咳嗽 ;喘息 ;皮膚炎 ;
潛在的職業致癌物

異丙醇 刺激眼睛、鼻子及喉嚨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頭痛 ;皮膚乾燥、
龜裂

漂白劑（次氯酸鈉） 刺激眼睛、鼻子、喉嚨及呼吸系統 ;致皮膚過敏

醫院級消毒劑，例

如 : 銨鹽化合物
呼吸道致敏物（asthm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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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甲作業人員之有害物暴露
隨著美甲業的家數、從業人數，

以及指甲油需求量的日益增加，相

關的暴露以及健康效應也開始被大

家注意；而依據美國職業安全衛生

署（U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US OSHA）的整理，美
甲沙龍員工及顧客的主要暴露途徑及

危害包括 [5] ：
(1) 肌肉骨骼性危害：因美甲沙龍提供
的服務包含修手指甲 (甚至是腳趾
甲亦在服務範圍 )，因此員工可能
因長期倚靠在工作台的硬質表面或

尖銳邊緣，並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動

作（如：拋光指甲），而導致手肘

疼痛或受傷，並造成人體工學及對

骨骼的壓迫。

(2) 生物性危害：包括真菌、細菌以及
病毒的侵襲。若員工接觸到顧客或

同事被感染的血液，則有可能暴露

於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
munodeficiency Virus, HIV）、肝炎
病毒等危害；而若員工接觸到顧客

受感染的皮膚，或是器具清潔不良

時，則可能造成真菌感染。

(3) 化學品危害：為美甲業的主要危害
，因從業人員多數暴露於美甲產品

中（如拋光劑、增強劑、去除劑以

及人造指甲液），而其中一些化學

物質可能會對人體造成毒性，產生

健康不良效應，由不同的暴露途徑

會有不同的健康效應，例如：藉由

吸入產品所揮發的蒸氣、以及通風

不良而累積的各種空氣中有害物，

造成呼吸道疾病的危害；若美甲業

使用的化學藥劑（例如：去光水、

彩繪指甲等顏料）接觸到皮膚，可

能造成皮膚過敏、異位性皮膚炎、

腫脹、皮膚癢等情況；另顧客或員

工不小心吃到美甲相關的化學品，

則可能造成消化系統以及其他方面

的危害。

3. 相關美甲產業法規議題
美甲業存在著許多潛在危害，因

此美國紐約州於 2015年通過「美甲工
人權利法案」，希望能保護美甲勞工的

安全；其內容主要包含兩大方向 [6]；
(1) 禁止營業：州長授權州務院（De-

partment of State）對違法美甲場所
立即採取行動；透過該法案，州務

院能夠透過下令禁止未獲授權的美

甲場所營業，並可對違法行為處以

高額罰鍰。 
(2) 員工的訓練和提供就業資源：為無
照的美甲從業人員提供訓練，而所

有的美甲沙龍工作人員皆可透過勞

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獲得
就業資訊。

「美甲工人權利法案」亦對勞工職

業環境有更多的要求，包括：「個人防

護設備與通風要求」，例如：美甲沙龍

所有者須提供恰當的面罩 /呼吸器、丁
腈手套和護目裝置。所有的美甲沙龍

工人在拋光指甲或者處理水晶粉時皆

需佩戴面罩 /呼吸器，並且在處理可
能有害的化學品或在皮膚可能會破裂

時皆需佩戴手套。當分裝散裝容器中

可能有害的化學品及準備可能有害的

化學品供使用時，皆需佩戴護目裝置。

另外，亦需透過明顯的標牌提醒工作

者，他們有權要求提供面罩和手套，

並有權要求隨時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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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甲工人權利法案」也

包括「化學試劑健康審查」：由衛

生 部（Department of Health） 掌 握

包 括：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 EPA）, US 
OSHA 及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US 
NIOSH）等單位的科學資訊，以瞭解
美甲沙龍中所使用各式化學品的潛在

危害，並確認是否需採取進一步行動

來減少其在行業內的使用，從而保護

工作者和一般民眾的安全。

透過上述整理可以瞭解，化學物

質的潛在暴露可能對於美甲業者的健

康產生影響，然而目前國內相關可供

參考的職業衛生調查資訊（包括美甲

產品中的有害物辨識等）極為有限。

4. 美甲產品操作流程

(1) 修整過程：

A. 消毒去色
做凝膠指甲前，雙手使用酒精或手

部專用消毒劑做簡單清潔。

B. 指甲修型
依照顧客需求或喜好程度進行指甲

修型或修磨。

C. 修剪甘皮 /指緣厚皮修磨
塗抹於指緣，靜置 1分鐘待角質軟
化，修整甘皮及清除老廢角質，最

後使用海綿拋磨甲面，以利於之後

凝膠容易固著。

D. 甲面清潔
使用海綿沾取甲面清潔液作擦拭，可

深入清潔並乾燥指甲，有效提高之後

上美甲產品附著力，且預防感染。

(2) 上色過程：
A. 硬甲底層油
因為凝膠無法直接附著於真甲上，

因此需要底膠來當作之間的橋樑，

增加抓合力，薄擦打底後，照 UV
燈 30秒硬化，即可上色。

B. 指甲油上色
薄擦一層後，照 UV燈 30秒硬化
，觀察顏色是否飽和，決定是否多

擦幾層；若色淺，需要多次上色 。
C. 添加飾品或圖案
擦上建構膠，照 UV燈 30秒硬化
；可依美甲師設計放置飾品或貼紙

等於指甲上，增加造型感。

D. 上層膠保護
上層膠後（也就是頂膠或封膠，有

保護與增亮效果），以 UV燈照射
60秒使其硬化，最後使用凝膠清潔
液去除指甲上未硬化的殘膠，指甲

油上色部分即完成。

(3) 保養過程：
在指緣塗抹上指緣油按摩修護滋潤。

(4) 卸甲過程：
卸甲水主要成份為丙酮，卸甲步驟

為先以磨棒將凝膠指甲上層去除，

再使用棉花沾溼卸甲水，放置於指

甲上；接著以鋁箔紙或專用夾包覆

，經靜置 5-10分鐘後，使用鐵推棒
或木棒將凝膠剃除，最後再使用指

緣油或乳液保養指甲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整理過往文獻後，歸

納出 11 種可能共同存在美甲作業
環境空氣中的化合物，包含：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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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one）、 乙 腈（Acetonitrile）、 乙
酸丁酯（Butyl acetate）、鄰苯二甲酸
二 丁 酯（Dibutyl phthalate；DBP）、
乙 酸 乙 酯（Ethyl acetate）、 甲 基 丙
烯 酸 乙 酯（Ethyl methacrylate）、
甲 醛（Formaldehyde）、 乙 酸 異 丙
酯（Isopropyl acetate）、甲基丙烯酸
（Methacrylic acid）、甲基丙烯酸甲酯
（Methyl methacrylate；MMA）、 及 甲
苯（Toluene）等十一種揮發性或半揮
發性之有機物質；至於採樣方法，則

參考並合併 US NIOSH method 1300、
1501、1450、1457、1454、2541、
2537、1606及 US OSHA 104、PV2005
等共 10種方法，同步採集並分析美甲
作業環境空氣中 11項有害物質。

本研究使用活性碳管（包括：

100/50mg 及 400/200 mg 兩 種 ）、

XAD-2 管、XAD-2 treated with 2-HMP 
管、Anasorb 708 管 及 OVS-Tenax 管
等共 6種不同之採樣管並聯，以幫浦
做主動式採樣。採樣結束後，分別

取採樣管之前後段，倒入瓶中分別

以二硫化碳、甲苯、甲醇及二氯甲

烷 /甲醇（85:15）等不同溶劑進行脫
附；之後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GC/MS）進行定量分析。

1. 活性碳管

根據 US NIOSH公佈的空氣採樣
分析方法，丙酮、甲苯、乙酸乙酯、

乙酸異丙酯及乙酸丁酯等五種物質建

議使用填充有椰子殼活性碳的固體吸

附管進行採樣（長 7cm，外徑 6mm，
內徑 4mm，兩端密閉之玻璃管，SKC

產品編號為 226-01）。採樣管內含兩
段 20/40篩目活性碳，由 2mmPU泡
棉分開；吸附管前段含有 100mg活性
碳，後段含 50mg，前段及後段之間
置放矽化玻璃棉，後段與出口端間則

有 3mmPU 泡棉；而根據 US NIOSH 
method 1606，乙腈的吸附管填充物與
前述相同；長 11cm，外徑 8mm，內徑 
6mm，前段為 400mg，後段為 200mg 
（SKC產品編號為 226-09）。

另外，甲基丙烯酸甲酯及甲基

丙烯酸乙酯之採樣，根據 US NIOSH 
method 2537 需使用 XAD-2採樣管；
此採樣管長 11cm，外徑 8mm，內徑 
6mm，採樣前段含 400mg XAD-2樹
脂，後段含 200mg（SKC產品編號為 
226-30-06）。另外，參考 US NIOSH 
method 2541， 甲 醛 的 採 樣 亦 需 使
用 XAD-2採樣管，但採樣介質需為
以 2-hydroxymethyl piperidine 塗 敷 的
XAD-2樹脂；此採樣管為長 11cm，外
徑 6mm，內徑 4mm，兩端密閉之玻璃
管（內含兩段，吸收管前段含 120mg 
XAD-2樹脂，後段含 60mg；兩端之間
及後段出口皆置有矽化玻璃綿（SKC
產品編號為 226-118））。當含有甲醛的
空氣經過採樣管，會與2-hydroxymethyl 
piperidine 反應產生甲醛衍生物，
而經樣本前處理後上機之分析物為

formaldehyde oxazolidine。
至於鄰苯二甲酸二丁酯的採樣，

需透過 OVS管進行（SKC產品編號為
226-56）；其以 Tenax為吸附介質，前
段含有 140mg，後段則含有 70mg。此
外，採樣管前段有一濾紙，可同時採

集粒狀之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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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甲基丙烯酸則參考 US 
OSHA method PV200 所使用之Anasorb 
708採樣管進行採樣（SKC產品編號
為 226-30-08）；此採樣管長 7cm，外
徑 6mm，內徑 4mm，僅有一吸附段。

2. 採樣系統
本研究使用 Gilian公司之 Gilair 

plus 採樣幫浦，加上流量調節器及可調
式低流量支持夾分別並聯兩種及四種

的採樣管，以在同一時間、同一採樣

點下，使用兩台幫浦及六種不同的採

樣管，採集共 11種物質；其流量設定
分別約為OVS-Tenax 1000 毫升 /分鐘、
Anasorb 708 100毫升 /分鐘、Coconut 
charcoal （100/50mg、400/200mg） 50
毫升 /分鐘、XAD-2 50毫升 /分鐘。
採樣前後皆使用 MesaLabs Defender 
520乾式流量計進行幫浦流量校正，並
以採樣前後流量之平均值計算該樣本

採樣體積。

3. 直讀式儀器
本研究共使用四台直讀式儀器，

包 括：PPM FormaldemeterTM 400、
ppbRAE 3000 有機揮發性氣體偵測
器、TSI 多功能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及
PPMonitor SAS室內空氣品質氣體偵
測器等，以分別偵測甲醛、TVOCs、
CO、CO2、溫度及相對濕度等。

4. 採樣策略
環境採樣部分，本研究以腳架固

定採樣管進氣口高度，且按照不同工

作區域之呼吸區決定；若為手部美甲

作業區則設置在高度約為 0.8∼ 1.2公
尺、若為足部美甲作業區，考慮到作

業區較低，設置在 0.5∼ 0.8公尺處。

每家美甲作業場所的採樣時間約為 5
小時；若情況允許，會在其操作美甲

作業時使用直讀式儀器紀錄總有機揮

發性氣體、甲醛及 CO2等濃度。

本研究考慮美甲業室內各區域操

作的差異，將採樣點分為手部美甲作

業區、足部美甲作業區及櫃檯等三個

區域；因此，一間美甲店家總共設置

三個不同的採樣點，各個採樣點分別

配置兩台主動幫浦及六種不同的採樣

管。

另外，本研究以 ppbRAE 3000 有
機揮發性氣體偵測器量測整個美甲作

業的過程，協助了解各個不同美甲操

作之總有機揮發物濃度。此外，亦使

用甲醛直讀式儀器，於美甲作業開始

前、進行中及結束後量測甲醛濃度，

藉以觀察甲醛濃度在美甲作業環境的

變化情況；而 TSI 多功能室內空氣品
質偵測器則是放置在該美甲作業環境

內，於採樣全程紀錄該空間之溫度、

相對濕度及 CO2濃度。

5. 樣本脫附
採樣完成後，將採樣管前後端

蓋上，並以石臘膜密封冷凍保存，等

待脫附。脫附時將活性碳、XAD-2、
Anasorb 708、Tenax等不同吸附介質分
別置於 1毫升或 4毫升大小之玻璃瓶
中，並根據 NIOSH或 OSHA的標準方
法進行樣本前處理。待脫附時間終止

後，將溶劑取出分裝，等待分析。

6. 分析條件（11種物質之升溫程式請
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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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採樣物質之分析升溫程式

物質 升溫程式

丙酮 初溫 50℃，以每分鐘 45℃升溫至 170℃，維持 5分鐘。

甲苯、乙酸乙酯、乙酸異丙酯、 
乙酸丁酯

初溫 45℃維持 4分鐘；以每分鐘 8℃的升溫速率升溫至 150℃；再以
每分鐘 25℃的速率升至 200℃，維持 1分鐘。

甲醛 初溫 70℃維持 1分鐘，以每分鐘上升 20℃的速率升至 200℃。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初溫 100℃，以每分鐘上升 45℃的速率升至 260℃，維持 6分鐘。

乙腈 初溫 50℃，維持 5分鐘，以每分鐘上升 25℃的速率升至 80℃。

甲基丙烯酸 初溫 50℃，以每分鐘上升 70℃的速率升至 180℃，維持 5分鐘。

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 初溫 45℃，維持 8分鐘，以每分鐘上升 40℃的速率升至 100℃。

0.25mm ID X 0.25µm
B. 目標分析物 :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C. 注射口溫度 : 220℃
D. 進樣體積 : 注射口使用不分流方式
，進樣 1µl

E. 質譜條件 : 滯留時間為 6.36分鐘；
定量離子 149、定性離子 223、205

(4) 乙腈分析儀器條件
A. 分 析 管 柱 : DB-WAX，30m X 

0.25mm ID X 0.25µm
B. 目標分析物 : 乙腈
C. 注射口溫度 : 240℃
D. 進樣體積 : 注射口使用不分流方式
，進樣 1µl

E. 質譜條件 : 滯留時間為 3.15分鐘；
定量離子 41、定性離子 40、39

(5) 甲基丙烯酸分析儀器條件
A. 分 析 管 柱 : DB-WAX，30m X 

0.25mm ID X 0.25μm
B. 目標分析物 : 甲基丙烯酸
C. 注射口溫度 : 180℃
D. 進樣體積 : 注射口使用不分流方式
，進樣 1µl

E. 質譜條件 : 滯留時間為 4.52分鐘；
定量離子 86、定性離子 69

(1) 揮發性有機物分析儀器條件
A. 分析管柱：RTX-Volatiles，60 m X 

0.32 mm ID X 1.50 µm
B. 注射口溫度：250℃
C. 進樣體積：注射口使用加壓不分流
方式，進樣 1µL

D. 定量定性離子 : 如表 3所示。

表 3　揮發性有機物分析條件

滯留時間 定量離子 定性離子

丙酮 4.6 43 58

甲苯 16.13 91 65

乙酸乙酯 11.17 43 88、61

乙酸異丙酯 12.48 43 61、87

乙酸丁酯 16.96 43 56、73

(2) 甲醛分析儀器條件
A. 分 析 管 柱 : DB-5MS，30m X 

0.25mm ID X 0.25μm
B. 目標分析物 : Formaldehyde oxazolidine
C. 注射口溫度 : 220℃
D. 進樣體積 : 注射口使用不分流方式
，進樣 1µL

E. 質譜條件 : 滯留時間為 4.92分鐘；
定量離子 97、定性離子 126、127

(3)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分析儀器條件
A. 分 析 管 柱 : DB-WAX，30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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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
分析儀器條件

A. 分 析 管 柱 : DB-WAX，30m X 
0.25mm ID X 0.25µm

B. 目標分析物 : 甲基丙烯酸甲酯、甲
基丙烯酸乙酯

C. 注射口溫度 : 260℃
D. 進樣體積 : 注射口使用不分流方式
，進樣 1µl

E. 質譜條件 : 滯留時間分別為 6.45、
8.09分鐘；定量離子皆為 69，定性
離子分別為 100、99

7. 品保 /品管 
本研究參考標準方法，每一批樣

本均包含運送空白樣本，打開採樣管

後不連接幫浦，以確認採樣過程、運

送過程中沒有抽氣的情形下是否有汙

染情形。方法空白樣本則在實驗室分

析時與樣本進行完全相同之前處理，

以確保脫附溶劑沒有受到汙染。採樣

結束後之採樣管以專用管蓋與石臘膜

密封冷藏保存，並於兩星期內脫附、

分析完畢。上機分析時，先進行管柱

空白、試劑空白之分析，以確認儀器

管柱無上批樣本殘留汙染；由於 11種
分析物須使用三不同種類之氣相層析

管柱，因此每一批樣本均重新配置、

上機檢量線，每十個樣本進行管柱空

白、試劑空白之分析。

結果與討論
1. 美甲店家空氣採樣結果分析

在主動式採樣的 11種有害物的分
析結果中，大多數的物質之採樣結果

皆小於 1/10的 PELs，其中，較值得討

論的物質為丙酮及甲醛，若該次採樣

期間有使用丙酮進行卸甲之作業，則

採樣的結果丙酮會明顯較高，但仍在

八小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Time Weighted Average; 
PEL-TWA） （1800 mg/m3）內。甲醛

的主動式空氣採樣結果顯示 （表 4 ），
採樣對象中有 50％的店家其甲醛濃度
高於 PEL-TWA （1.23 mg/m3），尤其

是在同時操作美髮行為（如：燙髮、

護髮等）及美甲的店家（店家編號 3）
中測得之甲醛濃度最高，為 PEL-TWA
的 2-3.17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一家美甲作業場所的空氣採樣分析

結果中測得甲基丙烯酸甲酯，此物質

已禁用於指甲油，而該店的美甲師為

越南籍，其使用的產品大多標示不清，

雖然從其產品標示無看到甲基丙烯酸

甲酯，但仍被測得。

表 4　甲醛主動式採樣之結果

店家編號 手部 足部 櫃台

1 - 0.37 0.20

2 1.33 0.03 0.66

3 2.69 2.47 3.90

4 0.22 1.00 0.29

5 1.08 1.08 1.15

6 0.67 0.56 0.19

7 0.97 1.70 0.85

8 0.71 0.71 0.95

9 0.91 1.11 1.33

10 0.50 1.36 1.17

備註：顏色標註說明：超過 1/2 PELs； 超過 PELs  
（台灣勞動部之甲醛 PEL-TWA: 1.23 mg/m3）

2. 直讀式儀器數據討論
本 研 究 於 採 樣 期 間， 共 使

用 四 台 直 讀 式 儀 器， 包 括：PPM 
FormaldemeterTM 400、ppbRAE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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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揮發性氣體偵測器、TSI 多功能
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及 PPMonitor SAS
室內空氣品質氣體偵測器等，以分別

偵測甲醛、TVOCs、CO、CO2、溫度

及相對濕度等。

ppbRAE 3000 有機揮發性氣體偵
測器主要用於偵測整個美甲作業過程

的 TVOCs濃度。在比較凝膠指甲與水
晶指甲兩種不同服務項目的 TVOCs濃
度變化時，可以發現若為操作水晶指

甲，其 TVOCs濃度值會遠高於凝膠指
甲，且相較於凝膠指甲，在操作水晶

指甲的過程中，濃度皆維持在高值，

直到水晶溶劑結束使用後才會降低，

兩者差異可參考於同一店家進行凝膠

指甲與水晶指甲作業期間之 TVOCs濃
度趨勢圖（圖 1、圖 2）；至於在進行
凝膠指甲作業時，TVOCs濃度會高起
的原因中，頻率最高者為使用卸甲水，

其次為甘皮軟化劑、指面清潔劑等。

卸甲水主要的成份為丙酮，而指面清

潔劑的主要成份有異丙醇、乙醇、丙

酮、乙酸丁酯等，應是造成 TVOCs讀
值升高的原因。

圖 1　ppbRAE 3000 TVOCs偵測器採樣之量測結果（凝膠指甲）

圖 2　ppbRAE 3000 TVOCs偵測器採樣之量測結果（水晶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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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FormaldemeterTM 400用於偵
測在美甲作業過程中使用不同產品時

空氣中的甲醛濃度；而結果顯示，使

用不同種類的美甲產品時，皆會影響

空氣中的甲醛濃度。本研究發現，部

分店家於使用色膠、底膠、上層膠或

水晶溶劑時，會得到該次美甲作業過

程中甲醛的最高讀值（甚至有 8家美
甲店的直讀式測值高於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0.08 ppm））；但實際觀察產品
瓶身的成份標示，卻沒有甲醛或其他

甲醛釋放劑。因此，建議未來可再了

解產品的詳細成份，以釐清相關作業

過程中空氣中甲醛濃度升高的來源。

結論
本研究共訪視了 12家不同型態的

美甲店家，並針對其有意願的 10家美
甲店進行主動式空氣採樣，包含個人

工作室、連鎖店，以及提供複合式服

務的店家，店面規模 3-30坪不等，員
工數為 1-7位。

作業環境部分，本研究透過實地

訪視了解美甲業工作環境情況，發現

大多數美甲店於營業時間雖有使用空

調，但都沒有常開式的門或窗戶，屬

於較密閉的空間，全都是靠空調來達

到整體環境的空氣流通。工作區的局

部排氣設備僅有一家使用集塵器，主

要是因為在使用卸甲液前需要先把表

層的光療膠磨薄，使卸甲液更能夠滲

透至底膠，故磨甲過程會產生大量的

粉塵；而集塵器能夠將大部分的粉塵

吸至機器內的集塵袋，以減少碎屑散

佈在空氣中。 

個人防護具部分，大多數的美甲

作業人員會使用口罩，但使用目的大

多為防止卸甲時產生的碎屑，而非美

甲產品可能產生的氣味。

原物料部分，發現美甲業產品相

當多元，產品的選擇大多為美甲作業

人員根據自己的喜好、客群或顧客需

求等，選擇不同的產品，例如：同一

店家可能有 3-5種不同廠商製作之色
膠，主要依照顏色來選擇產品，故一

次的美甲服務下可能會使用到許多不

同廠商的產品；而產品成份大多僅標

示出主要成份，因此無法從產品瓶身

了解所有的成份。美甲業屬於長期且

重複的工作特性，其所累積的暴露是

否造成工作者之健康效應，亦值得進

一步調查。

根據臺灣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7]，二氧化碳濃度應低於 1000 ppm，
但受測的 11間美甲店家中，僅有 4
間的數據沒有超過標準，其餘的都在

1000ppm以上，甚至高達 2200ppm左
右，顯示該環境無良好的通風；且在

此二氧化碳濃度下，人員可能會感到

頭暈或噁心等症狀，加上不良的通風

造成空氣中有害物質累積於室內，可

能也會提高其他有害物質之暴露濃度。

此外，大多數店家會使用薰香精油、

水氧機等增加環境的芬香；而若無相

應通風設施，則可能使人員暴露於更

複雜之化合物中。

TVOCs的量測結果顯示，在室內
通風不良及服務量高的情況下，可能

造成污染物的累積或瞬間濃度拉高，

因此應建議美甲業者使用局部排氣設

備或加強室內通風之換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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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動式空氣採樣分析的結

果，除了甲醛以外的 10個物質濃度都
低於 1/10 PELs，但在室內通風不良及
服務量高的情況下，可能造成有害物

濃度累積；而不論使用甲醛直讀式儀

器或主動式採樣，在所有的美甲店皆

可檢測出甲醛，部份採樣點之濃度甚

至高達 PEL之 2-3.17倍，顯示甲醛的
暴露問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針對美甲作

業環境提出以下建議：

1. 建議加強作業場所之通風換氣，或
加裝局部排氣設備：

因為大多數店家 TVOCs及二氧化
碳的濃度偏高，建議加強空調的換氣

率，定期清洗濾網以避免有害物持續

在室內累積，或是加裝局部排氣設備

將從產品逸散出的有害物給排出，以

降低美甲作業人員工作區之有害物濃

度，並且，為了維持工作場所中適當

通風，至少需開一扇窗，且窗縫至少

要有一個拳頭寬。

2. 美甲作業人員應接受甲醛或其他物
質的相關教育，了解其危害，並且

知道如何選用不含甲醛釋放物或其

他已禁用物質的產品；另外，在產

品供應商的部份，需加強宣導配方

的安全性。

3. 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具，以降低美
甲作業人員之有害物暴露：

根據 OSHA的建議，使用丁腈手
套可有效防止產品中的危害物質暴露，

而在處理含有丙酮成份的產品時，可

使用乳膠或聚乙烯材質的手套。至於

呼吸防護具，可使用 N95口罩以有效
降低粉塵及微生物的暴露。

4.  肌肉骨骼及生物性危害預防：
應針對美甲從業人員的作業動作

進行分析，確認其常見的人因危害因

子，並規劃相關的改善預防措施及相

關的教育訓練。

5. 法規建議修改方向：
美國紐約州已於 2015年通過「美

甲工人權利法案」，此法案內容為保護

美甲作業人員的安全，包括個人防護

設備與通風的要求，產品成份化學試

劑的審查，以及對美甲作業人員的教

育訓練和提供就業資源，並可對違法

的美甲場所立即採取禁止營業的行動；

透過本研究結果顯示營業場所內的粉

塵、CO2及甲醛濃度為較值得關注的

物質，因此建議可參考美國紐約州的

法案，增列相關規範限制美甲作業場

所有害物的濃度標準值。另外，甲醛

釋放劑於產品內的添加濃度亦建議應

納入法規修改之評估。

定期監測美甲作業環境空氣中甲

醛及其他有害物之濃度，並建議針對

可能造成甲醛濃度升高的產品進行成

份分析，以釐清空氣中甲醛濃度的來

源，並持續觀察美甲作業人員之健康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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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s of Airborne Pollutants in  
Nail Salons

Yu-Jou Lin1 　 Po-Chen Hung2 　 Yu-Chen Lee1 　 Yu-Chen Liu1 　 Shih-Wei Tsai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Beauty salon is a fast growing industry in Taiwan recentl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available from the Executive Yuan,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2011 from beauty salon has 
increased 160% when compared with what it was in 1996. Among them, nail salon causes people’s 
attention since it can be found almost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 

In term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concerns have been raised regarding the possible exposures 
of various hazards in nail salon.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data for the airborne concentration of the 
associated chemicals.

In this study, walk-through survey was carried out for 12 different nail salons. Besides, field air 
samplings were performed at 10 nail salons. Air samplings were conducted by active sampling pumps 
with sampling tubes and analysis on 11 hazardous chemicals listed by the U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US OSHA) in the nail industry in 2012.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was also monitored by direct reading instruments, including the measurements of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s) and formaldehyde.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nail salons were located in enclosed space,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CO2 were relatively high. Besides, when certain products were applied, the concentration of TVOCs 
rose instantaneously. As for active air sampling, 11 hazardous chemicals were detected in different 
salons. Among them, formaldehyde was detected in all nail salons, and the concentrations were 2.7-
4.2 times higher than the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s (PELs) at some sal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ossible exposures of formaldehyde for workers in nail salons deserve further attentions. Besides 
formaldehyde, the concentrations of 10 other substances were lower than 1/10 PELs. 

To lower the levels of exposur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ail salons should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e the air exchange rates. In addition, wearing prope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s also important to lower the possible health risk. Besides, using products which 
contain formaldehyde or formaldehyde releasers should be avoided. In addi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airborne hazardous chemicals should be monitored periodically.

Keywords: Nail salon workplace, Air sampling, Nail salon worker, Occupation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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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化學品虛擬實境
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系統

巖正傑 1、洪粕宸 2、杜珮君 2、許晉源 2、施凱茗 2

1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2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化學物質種類繁多、性質複雜，若無足夠化學品安全危害資訊、無適當儲存

或操作條件、人員訓練不足或危害認知不足等，皆可能造成重大意外。因此需要

多加強化學品安全管理相關專業訓練，避免因專業訓練不足而導致化學品不當使

用、誤用或其他危害事故之產生。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技術開發化學品教育訓練工具，以減少從事化學品作業

時可能發生的危害，目前已完成 11單元之化學品虛擬實境教育訓練單元的虛擬實
境頭盔版與個人電腦版教材，可作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使用。同時建立網路虛擬實境教育訓練平台整合所有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育

訓練工具，發展一套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要求且能提升化學品安全衛

生管理能力的新型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系統。

根據使用者回饋意見分析，有九成五以上的使用者認為教材內容編排可以提

升化學品安全管理的概念，單元的練習有適當的指引正確操作模式且虛擬實境訓

練教材會比傳統教育訓練更能引發學習之興趣。使用者對各教材單元內容都認為

難度適中淺顯易懂，認為此化學品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育訓練教材相當適合作為

入門級之危害性化學品與化學相關操作危害預防之教育訓練教材。

關鍵詞：化學品教育訓練、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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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化學品相關產業造就我國經濟快

速成長，然而一旦發生重大災害，事

業單位除面對設備損壞、居民圍廠、

環保署罰款及勞檢單位加強檢查之各

種困擾外，若有員工傷亡，可能引發

勞資糾紛與社會輿論撻伐也造成巨大

的家庭與社會損失 [1]。國際上化學品
的洩漏、火災及爆炸事故中約有 14∼
32%是發生於儲存過程中 [2-4] 。根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9-108年統計資料
顯示國內總計發生 3,986件化學物質事
故案件 [5]，地點涵蓋工廠、交通運輸、
倉儲、學校與實驗場所等，除生命與

財產損失外，常伴隨空氣、水、土壤

及廢棄物之危害。由 102-109年度全
國毒化物事故案例研討會所列事故案

例資料分析，除了槽車運送意外、運

作場廠製程意外與火災之外，還有因

儲槽破損、鏽蝕、液位計閥異常，鋼

瓶安全閥破裂，墊片或管線閥件異常

等因素引發滲漏或溢散 [6]。目前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如製造、處置或使

用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一定數量之

工作場所且已建立 TOSHMS系統者應
該具有化學品自主管理之機制，然而

中小型廠的化學品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仍有待改善 [7]。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是

一個透過電腦介面讓使用者相信他們

實際上是處在電腦生成的環境中，通

過快速、高解析度的圖形、三維音訊

和視頻界面、頭盔顯示裝置、有線手

套和其他衣物、觸覺回饋以及多種心

理技巧，實現了高度的沉浸 [8-9]，透
過虛擬實境應能增進學習者記憶的長

期保存。虛擬的角色可以被程式設計

來對情境控制所設定的條件做出反應

和回饋，使受訓者對各種情境建立更

好的瞭解與行為模式不同可能導致不

同之結果。本案將結合虛擬實境技術

與化學品安全管理教育訓練需求，以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為基礎，

參考化學品相關法規、職災案例與標

準作業程序等資訊，開發化學品相關

虛擬實境作業教育訓練工具。同時也

規劃整合化學品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

育訓練工具系統平台架構，開放線上

使用模式作為不受時空限制之遠距教

育訓練系統模式之基礎。

研究方法
1. 文獻資料分析

經由彙整相關法規內容，化工廠、

半導體廠與其他使用化學品工廠等的

化學品相關作業方式現況與標準作業

流程、相關職業安全衛生規定、自動

檢查重點與檢點表等資訊。以及從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局 [10]與
勞動部職安署 [11-12]網站資料中蒐集
近 10年之職災案例等，多面向探討國
內化學品作業之現況、職災案例發生

因素及事業單位化學品安全管理需求，

並以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為

中心主軸分析導致錯誤之環節及如何

正確操作來避免錯誤發生等資訊並廣

納相關業者和專家之意見，以作為虛

擬實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教材與腳

本撰寫之基礎並提升教材之適用性與

效益。

2. 建置化學品應用虛擬實境沉浸式教
育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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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相關作業包括化學品進料、

入庫倉儲與領料，儲槽與槽車灌裝，

批次反應進料，儲槽維護保養，化學

設施管線維護保養，化學廢液廢棄物

處理，槽底汙泥清除等之相關檢查規

定、標準作業程序流程、檢查重點、

檢點表、物聯網應用及化學品管理等

資訊，並將相關案例缺失原因也納入

教材之素材資料庫且符合相關規定與

標準作業程序之應用虛擬實境沉浸式

互動的作業流程。採用真實的比例製

作化學品虛擬實境沉浸式教育訓練工

具必要組件，運用強化貼圖材質的擬

真度並透過光影的渲染效果，將光影

材質加入貼圖上，建構具有真實外觀

的虛擬物件，讓使用者沉浸在模擬化

學品操作場景中，以視覺與聽覺體驗

擬真的感覺，配合即時互動，達到身

歷其境，使操作者融入其中並進一步

產生互動以達到模擬的效果。這種沉

浸的體驗感與沉浸經驗所帶來的感受

讓使用者得到愉悅與自我認同的力量，

並促使其努力學習新技能因而學習成

效也越佳 [13]。
使用者戴上 VR顯示器可環顧虛

擬之場景環境，若需移動位置觀看整

個環境，可以手把選擇畫面中的移動

點做位置的轉換；進行化學品作業時，

系統會以文字輔助說明任務內容，並

提示需要控制場景中的某一物件，使

用者以手把做選取即可操作。針對不

同危害因素，操作正確方式，例如庫

房安全與監測設施檢視、局限空間危

害預防、靜電預防措施、防墜措施、

閥門檢視與確認等。管線閥門與各項

接頭確認、動力機械作動確認、原料

與觸媒確認、各項計測儀器與偵測器

確認及緊急應變處置等。其他如穿戴

適當的防護衣物、手套、戴護目鏡／

面罩，呼吸防護具或現場通風條件等。

此外，操作錯誤時將呈現錯誤程序引

發之 3D擬真的災害結果與嚴重性，如
爆炸火災、煙霧瀰漫等的震撼性視覺

畫面與聲音效果，加強對危害之辨識

能力並達到教育訓練之目的。同時，

邀請不同領域（安全衛生、勞動檢查、

工廠運作與管理實務與資訊工程與人

機介面程式等）之專業人員來協助檢

視虛擬實境沉浸式教育訓練工具可行

性與正確性並提出改善建議。

本案開發之 VR執行檔將製作適
用於 HTC VIVE裝置的 VR 應用程式
及遠距學習用之個人電腦程式版本兩

個版本，以利後續推廣使用，個人電

腦程式版本使用者可透過自己的電腦，

直接在應用程式平台下載安裝，即可

體驗化學品虛擬實境沉浸式教育訓練

內容。

3. 建構網路教育訓練平台系統
建構網路虛擬實境教育訓練平

台，以整合所有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沉

浸式教育訓練工具訓練單元且內部建

置多層次資安保護機制以保護系統資

料庫。平台內建教育訓練成效評量系

統含題庫資料庫及自動選題機制以隨

機形成試卷格式實施使用者學習效果

評量，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之訓練紀錄之要求。同時建置教

育訓練紀錄管理系統，記錄使用者的

學習成效，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之訓練紀錄之要求，並可提

供未來系統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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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訓練教材成效驗證

邀請事業單位化學品相關作業人

員（製程工程師、生產線作業人員、

儲槽與管線維修人員、廠務與勞安人

員等），參加虛擬實境沉浸式教育訓練

教材之體驗活動以驗證此教育訓練工

具之成效與可行性。參與人員體驗教

材後，透過問卷（表 1）填寫方式收集
對教材之危害缺陷設計、模型擬真、

學習認知、互動狀況、使用問題與滿

意度等意見，並透過現場實質討論進

一步瞭解參與者對教材之應用層面、

改善方向與未來發展建議等進行整理

與評估。

研究成果
1. 法規與化學品職災案例等資料彙整
分析

政府自 63年制訂勞工安全衛生法
起，就一直持續依據產業發展需求與

國際管理現況修訂該法與制訂相關之

法規，包括新近修訂的職業安全衛生

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及危害

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等共約 25項
化學品危害預防相關之法規與辦法。

其中「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係針對危害性化學品有做較為明確定

義與分類的規範，藉由危害分類、標

示及安全資料表揭露，瞭解製造、處

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資訊，以保

障勞工的安全健康，也是本教材作為

中心主軸之法規依據。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

局 [9]與勞動部職安署 [10-11]網站資
料中蒐集近 10年國內化學品意外與職
災案例，並進一步分析其常見事故原

因與預防之道融入教材腳本中。化學

品職災案例常見之事故包括火災爆炸、

健康危害與化學品洩漏等，而其原因

有靜電危害、粉塵火災及爆炸、不相

容物質混合、化學品噴濺、裝卸料錯

誤、通風不良、管線閥件洩漏與氣爆

等，匯集整理如圖 1。

圖 1　化學品職災案例常見事故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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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化學品虛擬實境教育訓練教材
透過化學品重大職災案例之蒐集

及分析，收集並整理化學品作業之相

關檢查規定、標準作業程序流程、檢

查重點、檢點表、物聯網應用及化學

品管理等資訊，並將相關案例缺失原

因也納入教材之素材資料庫並參考專

家建議之現場實務要項如角色分工與

操作注意事項等細節流程彙整如圖 2
所示。

採用真實的比例製作化學品虛擬

實境技術之教育訓練工具必要細部組

件，例如 3D 虛擬物件及場景、化學
儲槽與附屬管線裝置、化學原料槽、

主要化學品輸送管線、化學廢液廢棄

物儲存裝置與相關組件、人物、儲存

區 3D虛擬物件、安全作業程序標準
等虛擬實境 3D虛擬物件、組件與場

景等，均需符合化學品危害通識管理

之危害預防注意事項。例如：環境控

制與防護設施、個人防護設備與措施、

安全處置程序與方法、緊急應變措施

準備、其他安全管制及注意事項等。

部分 3D 虛擬物件與場景設計圖如圖 3
及 4所示。

VR 執行檔將製作適用於 HTC 
VIVE裝置的 VR應用程式及個人電腦
程式執行版本兩個版本，以利後續推

廣使用。在操作過程中，使用者配合

畫面情境依據程式設定作互動或簡單

測驗，並配合點選結果給予體感回饋

如一般操作之器物點選、物品分類、

使用手工具等；又例如點選（操作）

錯誤時的火災、爆炸、液體噴濺或是

煙霧瀰漫等，讓使用者可以有身歷其

境的感覺，能有效加強學習效果。

圖 2　化學品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育訓練工具結構流程圖

077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儲槽與批次反應場景

裝卸料工作區場景

圖 3　3D 虛擬物件及場景設計圖

圖 4　3D 虛擬物件及防護器材設計圖

防墜與救援三腳架 四用氣體偵測器 有機氣體偵測器 全身背負式安全帶正面

火焰偵測器 半罩式防毒面具 酸性氣體偵測器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1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2 應變器材櫃 化學洩漏處理車 SDS安全資料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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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化學品虛擬實境教育訓練系統
網路平台

應用虛擬實境技術已開發完成危

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課程、化

學品進 /領料與倉儲入庫、儲槽灌裝
及批次反應作業、化學儲槽維護保養

作業、化學設施管線維護保養作業、

化學廢液廢棄物處理作業、槽底汙泥

清除作業等共 11個化學品教育訓練單
元，配合實務需求將相關課程置於網

路平台上供使用者登錄後體驗各單元

操作。

本項在網站主架構共規劃各主要

功能模組（圖 5），將其規劃設計簡述
如下：

(1) 註冊申請功能模組 :操作者於首頁
點選會員登入，或輸入所需資料完

成註冊即可登入系統，若忘記密碼

可於頁面操作輸入資料發送 E-mail
密碼修改信件。

(2) 線上課程功能模組 :用戶於此處可
查看課程大綱了解 11個化學品教
育訓練單元課程主旨，並依自身需

求選擇課程或查看課程內容。

(3) 帳號管理功能模組 :用戶於此功能
可進行基本資料修改和填寫線上回

報等功能。

(4) 學習評量功能模組 : 課程學習完畢
後，可進行相關訓練成果之測驗，

測驗題目採自動選題機制隨機形成

試卷，測驗完畢後即時顯示分數與

通過與否。

(5)用戶管理功能模組 :管理員於此處
可進行查詢、修改、新增、刪除等

使用者帳號管理操作功能。

(6) 單元管理功能模組 :管理員於此處
可進行查詢、修改、新增、刪除單

元等操作。

(7) 訊息通知功能模組 :管理員於此處
設定各項通知、手動發送通知至使

用者信箱、網頁提醒。

(8) 用戶意見功能模組 :用戶回覆意見
後，將回覆之意見按時間編號陳列

並標註主旨，並於選擇後進入回覆

頁面，管理者填寫回覆內容後發送

回使用者。

(9) 題庫管理功能模組 : 管理者於此處進
行題庫之相關新增、修改等操作。

圖 5　虛擬實境教育訓練系統網路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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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統計分析功能模組 :管理員於此處
可查看各項數據，例：各題正確

率、單元測驗通過率等。

(11)教育訓練紀錄管理模組 : 管理員於
此處可查詢用戶訓練記錄，記錄

使用者的學習成效，並可查看用

戶測驗進度與核發成績證明等資

訊，若合格亦可於此處取得電子

證明。

4. 化學品虛擬實境教育訓練教材成效
驗證結果

藉由事業單位化學品相關作業人

員（製程工程師、生產線作業人員、

儲槽與管線維修人員、廠務與勞安人

員等）共 416位參與教材適用性體驗
與試用心得討論，以驗證工具成效與

可行性並收集訓練回饋問卷資料，問

卷內容如表 1所示，問卷統計結果整
理於表 2。在滿意度調查問卷方面皆有
八成以上之滿意度且有九成五以上的

使用者認為教材內容編排，可以提升

化學品安全管理的概念。各單元的練

習與測試均有適當的指引正確操作模

式且虛擬實境訓練教材會比傳統教育

訓練更能引發學習之興趣。顯示參加

學員對化學品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育

訓練教材接受度很高。然而，得到較

低滿意度回饋的是試用內容花費時間

洽當部分（約 84%），推論應該是與配
戴 VR頭盔與校正位置需要一些時間
有關，建議未來在設備升級調校與協

助佩戴頭盔時建立更有效率之標準流

程以提升試用者體驗之舒適度。

根據試用者現場討論回饋之意

見，多數皆認為採用真實的比例製作

化學品操作場景與設施，搭配教材內

容難度適中到偏易且有適當的指引正

確操作模式，相當適合新進人員與資

淺員工教育訓練使用，教材內容豐富

互動模式佳，可以透過虛擬實境教材

體驗實際操作狀況與流程。同時，因

化學品相關操作項目與流程多且複

雜，未來可參考各重要產業製程需求，

在原有之基礎架構上再適度增加相關

操作細項轉化成適用不同產業製程的

教育訓練教材。此外，利用 VR實際
操作過程搭配情境測試能讓演練記憶

更加深刻，期待有更多訓練情境與體

驗未遵守規範的後果（增加特效感應

力與渲染效果）等，將更能感受預防

災害發生及災後應變訓練之重要性。

也有試用者提出 VR硬體設備需求較
高不利推廣之意見，因本教材同時開

發 VR頭盔版與 PC版教材，其中 PC
版執行所需設備只要Win 10系統電腦
有獨立顯卡且顯卡記憶體 4G（含）以
上即可順暢執行，使用者可透過自己

的電腦直接在應用程式平台下載 PC
版教材，即可體驗化學品虛擬實境沉

浸式教育訓練內容，將有利於後續推

廣使用。

表 1　虛擬實境技術加強化學品危害通識訓練工具
開發問卷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20~30歲 □ 31~40歲 □ 41歲以上

3.工作類型：□勞安 □廠務 □倉管 □生產線 □其他

4.專業證照：□乙安 □甲安 □甲衛 □技師 □其他

5.過去一年曾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 
□ 0小時 □ 3小時 □ 6小時 □ 6小時以上

6. 過去一年曾受危害性化學品通識教育訓練 :  
□有   □無

080



開發化學品虛擬實境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系統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表 2　虛擬實境技術加強化學品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問卷統計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性 56.5% 女性 43.5%

2.年齡

20-30歲 31-40歲 41歲以上
23.5% 47.5% 29.0%

3.工作類型

勞安 廠務 倉管 生產線 其他

44.9% 6.5% 10.2% 9.8% 28.6%

4.專業證照

乙安 甲安 甲衛 技師
其他

(含無 )
24.3% 15.2% 17.7% 1.5% 41.3%

5.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

0小時 3小時 6小時 6小時以上
17.7% 23.6% 18.8% 39.9%

6. 危害性化學品通識教育訓練

有 56.5% 無 43.5%

二、虛擬實境訓練教材試用意見回饋

1.教材內容編排，可以提升化學品安全管理的概
念？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46.9% 48.6% 4.6% 0% 0%

2.教材內呈現的 3D虛擬物件及場景，具高度真
實感？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51.0% 43.0% 5.3% 0% 0.7%

3.教材內容流暢度，合乎需求？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6.5% 52.4% 9.6% 0.7% 0.7%

4.各單元的練習與測試均有適當的指引正確操作
模式，以達到學習的目的？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46.2% 49.3% 3.4% 0.5% 0.7%

5.課程中互動模式、特殊效果及體感模式可以達
到沉浸式的教學目的？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49.0% 45.7% 4.3% 0.2% 0.7%

6.各單元內安排的測試情境，可以加深化學品危
害認知的效果？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48.8% 45.7% 4.8% 0% 0.7%

7. 試用教材內容時花費之時間恰當？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6.8% 47.4% 14.2% 1.0% 0.7%

8. 虛擬實境訓練教材會比傳統教育訓練更能引發
學習之興趣？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58.9% 36.3% 4.1% 0% 0.7%

二、虛擬實境訓練教材試用意見回饋

1.教材內容編排，可以提升化學品安全管理的概念？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教材內呈現的3D虛擬物件及場景，具高度真實感？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教材內容流暢度，合乎需求？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各單元的練習與測試均有適當的指引正確操作模
式，以達到學習的目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課程中互動模式、特殊效果及體感模式可以達到
沉浸式的教學目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各單元內安排的測試情境，可以加深化學品危害
認知的效果？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試用教材內容時花費之時間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虛擬實境訓練教材會比傳統教育訓練更能引發學
習之興趣？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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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虛擬實境（VR）是一個透過電腦

介面讓使用者相信他們實際上是處在

電腦生成的環境中，而不是一個外部

觀察者。一個有效的虛擬環境也必須

高度互動，讓使用者盡可能多的控制

他們的環境。通過快速、高解析度的

圖形、三維音訊和視頻界面、頭盔安

裝顯示裝置、有線手套和其他衣物、

觸覺回饋以及多種心理技巧， 實現了
高度的沉浸 [9,13]。本研究成果運用具
有高度的沉浸性、交互性、視覺化、

高度的感官性、普遍的刺激和趣味性

的虛擬實境技術，藉由案例分析模擬

真實情境，並結合法令規範及正確的

操作步驟，透過專家會議討論及約 416
位的試用者體驗並回饋意見修正系統，

開發完成化學品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工

具系統。目前已經完成化學品進料、

化學品領料、化學品入庫倉儲、危害

性化學品標示與通識規則基礎教育、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與通識規則現場實

務、儲槽灌裝、批式進料、化學設施

管線維護保養作業、化學儲槽維護保

養作業、化學廢液廢棄物處理作業、

槽底汙泥清除作業等 11單元之教育訓
練工具。為推廣應用，本案架設了化

學品危害通識虛擬實境教育訓練系統

平台網站，將相關課程置於網路平台

上供使用者登錄後進行線上（遠距）

教育訓練。

本系統經由教材試用意見回饋問

卷統計得到的滿意度皆在八成以上且

有九成五以上的使用者認為可引發學

習興趣。此虛擬實境教育訓練工具培

訓方式將提供我國各種使用化學品之

半導體、光電、生技產業、石化業、

塑膠業與傳統製造業以及相關儲槽管

線維護保養作業與汙泥清除作業之承

攬商或業者等，有更多元、遠距且不

受時空限制之網路平台教育訓練教材

下載模式，將能更有效的化學品使用

人員教育訓練方式，透過全新的虛擬

實境版或電腦版教材體驗，可以讓受

訓學員更深度的學習且能加深印象。

未來在後續教材開發之建議包括 :
1. 可朝向客製化與通用規格兩種模式
推行，例如晶圓產業、光電產業、

化工製程、化學材料、生物科技、

印刷電路板等皆有其特定製程與高

風險製程，可經由與業界或同業公

會合作開發客製化 VR/AR教材，
而針對常發生職災或健康危害之製

程則可依其風險高低與從業人數依

序開發通用規格之 VR/AR教材。
並應與事業單位有更緊密之合作來

落實產官學界共同完成提升化學品

教育訓練之目標。

2. 未來在提升使用者體驗之舒適度方
面，本案開發之虛擬實境教育訓練

工具可以適用於目前市面上更高階

之 VR頭盔，解析度提高可減少紗
窗效應以及配戴過程較簡捷，將可

有效提升使用者之體驗舒適度。

3. 化學品作業很多是 2人或多人共同
作業，目前商品化之 VR軟體已有
多人共同操作之程式設計，未來可

嘗試導入此多人作業模式以符合實

務操作方式。

4. 配合後疫情時代遠距學習發展趨勢
，開發新教材之內容將往模型更精

細之 VR頭盔版與程式較小適用於
遠距教學之 PC版教材兩個方向並
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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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chemical safety hazard information, improper storage or 

delivery conditions, inadequate training of personnel or lack of awareness of hazards may 
cause major accidents. It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hould strengthened to avoid the improper use, misuse or other 
hazard accidents caused b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r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provides a unique sense of experience and has used 
by more and more institutions as an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simulation practice model. 
This study has completed 11 training units, which can be as gener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and on-the-job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This work is to 
develop chem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ols on the themes of chemical operations and 
establish a network virtual re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tform to integrate all tools. 

According to user feedback,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users believe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chem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ols can enhance the concept of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the module exercises have appropriate guidance on the correct mode of 
oper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 training materials will be more than tradi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to arouse interest in learning. Participants think that the difficulty of training 
tools are moderate, interactive good or easy to understand and other positive affirmation, 
showing that this set of virtual reality chem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ols are quite 
suitable as entry-level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hemical-related operational hazard 
prevention.

Keywords:  Chem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Hazard communication, Virtual 
reality

Accepted 9 July, 2021
Correspondence to: Cheng-Chieh Yen,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No. 110, Sec. 1, Jianguo N.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306, Taiwan (R.O.C.), E-mail: ycj@csmu.edu.tw

084



Research 
Articles
研究論文

重大職業災害的人因工程風險評估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民國 110年 5月 31日投稿，民國 110年 7月 5日修改，民國 110年 7月 14日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杜珮君，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004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 407巷 99號，
電子郵件信箱：peggytu@mail.ilosh.gov.tw

重大職業災害的
人因工程風險評估

杜珮君 1、李永輝 2、劉伯祥 3、陳紫昀 2、林琇寧 3、劉立文 1

1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3聖約翰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摘要
我國重大職業災害中，因作業場所未設置適當之防護設備、未考量安全操作

的機械設計、人員的不當操作及未設置警報裝置等人因工程設計不良而誘發或導

致的案例每年層出不窮。本研究透過 2013年至 2018年，我國不屬營造業之一般
行業重大職災案例進行分析，找出有關人因工程設計不良之案例，並探討案例中

人因工程設計不良之致災原因。針對 237件重大職災個案利用「人為因素分析與
歸類系統（Human Factors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HFACS）」與「人因工程
檢核（Ergonomics Checkpoints, EC）」進行肇因分析，75.3%個案和事故人的（第
一層次）個人不安全的行為有關，27.4%個案和所處的不安全個人、作業及環境（第
二層次）關聯，52.4%事故可歸諸管理的督導及支援問題（第三層次），33.8%個
案和影響最大的公司組織運作及文化（最高層次）相關。

關鍵詞：重大職業災害、人因工程、事故原因檢核

085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研究背景與目的
降低持續居高不下的職業災害與

保障勞工作業安全，是中央與地方政

府及各界多年來的重點努力工作。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年出版之勞
動檢查統計年報顯示 [1]，自民國 98
年至 107年不含交通事故，營造業與
非營造業合計之歷年工作場所重大職

災死亡人數，持續在每年三百人上下

徘迴。而且以勞動部勞保局近 5年來
的統計而言，我國工作場所重大職災

死亡人數總數為 2,720人，而僅僅勞保
局針對勞工死亡暨家屬補助總金額就

高達 25億 2,100萬之譜 [2]。因此，如
何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的發生是我國相

當重要的一個議題。

意外事故發生原因的調查理論，

由早年的單一因子的分析，發展為動

態且多元因子的分析模式。單一因子

的分析模式如骨牌理論 [3]，以及瑞士
乳酪模型（Swiss Cheese Model）[4]。
骨牌理論將事故的肇因，視為一連串

的事件在一定秩序的骨牌中發生的結

果。事件發生是一連串肇因的連結，

任何其中一骨牌抽走，都可能在可預

測的途徑中移除事故發生。這理論強

調不安全的人員行為較不安全的作業

條件更易造成事故，所以聚焦在不安

全的人員行為改善上。後續發展的骨

牌理論，增加了管理責任以及組織與

管理機制的影響 [5, 6]。
多元因子的模式設計者則認為事

故無法由單一因子詮釋，而應由機、

人、界面及管理四維結構進行分析 [7]。
從人因工程的角度看來，過度的作業

負荷（如 :環境負荷、生理負荷、心智

負荷），不正確的動作（如 :感受危險
卻未修正，將機械的防護移除，無視

安全需求），不正確的反應行為（如 :
未接受妥善訓練，低估事件的風險），

也都將導致意外事故的發生 [8]。
美國海軍及陸戰隊的飛航事故

中，有 80%是跟人為的失誤有關，所
使用之飛航事故原因調查及趨勢分析

的方法為「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

（HFACS）」，由Wiegmann and Shappell 
[9]根據瑞士乳酪模型所發展出來的。
HFACS將意外事故發生原因分為四個
先後因果關聯的類型 [10]，包含：不
安全的行為、不安全的前置狀況、不

充分的督導與支持、組織（管理）之

影響等。Li et al.[11]證明HFACS架構，
能用來鑑別中華民國空軍的飛安事故

與人為因素的關係，同時也說明「組

織（管理）之影響」與「不安全的督導」

等導致飛安事故發生因素有超越文化

的差別。

國 際 勞 工 組 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和國際人因
工程聯合會（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 IEA），在累積第一版人因
工程檢核表（1996）的現場使用經驗，
共同修訂編撰檢查表第二版（2010）。
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 128項檢查要
點中的 104項，另 8項由原來的檢查
要點合併而成，且額外增加了 20項檢
查要點，共計 132項檢核點。新增的
檢查要點包括：電腦工作站、叉車駕

駛和駕駛室、高空作業、低溫作業環

境、通風與空調系統、辦公室作業、

有害化學物的標示、廢棄物的回收及

再利用、密閉空間、消防及滅火設施、

疏散計畫、健身及舒展活動、女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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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全面參與、協助移民工及青年

勞工、安全文化，及風險管理等。

本研究的目的係根據我國重大職

災常見之人因工程設計不良問題，參

考預防職業災害之適用法令與人因工

程標準，發展一套專供業者進行職業

災害防止的人因工程檢核表架構，期

能透過事故肇因的改善，預防重大職

災的發生。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近 5年營造業以外行

業重大職災案件進行抽樣，以瞭解相

同災害類型的重大職災仍重複發生之

原因與可能因應之方法，並探討人因

工程設計上待改善之問題。職災真因

的分析，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

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的職災

報告內容，鏈結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

系統 HFACS為架構，佐以豐田管理系
統的豐田 5問法（5 Why 分析），完整
將各種要因提列。「人、機、料、法、

環」是豐田管理系統中，影響產品品

質的五個重要因素的簡稱，配合本研

究需要，依其本質重新給予定義 : 
1. 「人」是指人為失誤，包括：(1)不
安全的行為（知覺的錯誤，決策錯

誤，技術操作的錯誤，違反規定）；

(2)不安全行為的前置狀況（不佳
的心智狀況，不佳的生理狀況，心

智 /生理的限制，個人準備狀況，
組員資源管理）。

2. 「機」是指不安全機械，包括：(1)
不安全的設計與設備；(2)不安全
的運轉；(3)未落實的保養維護。

3. 「料」是指有害物及化學品，包括：
(1)化學藥劑及危險物品；(2)不安

全的物料運送，(3)不安全的物料
儲存。

4. 「法」是指不安全作業，包括：(1)
未整理整頓；(2)不安全的作業程序；
(3)不安全的工站設計；(4)不安全
的高空作業。

5. 「環」是指不安全環境，包括：(1)
作業照明；(2)作業噪音；(3)環境
溫度，(4)侷限空間作業。

6. 「管理」是指不充分的督導與支
持，包括：(1)未評估作業風險；(2)
未提供教育訓練；(3)未實施自動
檢查；(4)不周的指派督導；(5)未
提供個人防護。

7. 「組織」是指不遵守法規，包括：
(1)未設置職安衛組織；(2)未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人力；(3)未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4)未運作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依職業安全衛生署職災報告內

容，完整將各種要因提列「人、機、料、

法、環」、「管理」及「組織」，沿著因

果關係鏈條，直至找出原有問題的根

本原因，以完整將各種要因提列並產

生有效的對策。個案真因分析與對應

之歸納範例：

1. 遭掉落模具壓擊致頭胸背部夾（壓）
擊傷（人）；

2. 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未有
防止於停止時，因振動接觸，或其

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機）；

3. 鈎環勾住原吊耳，模具一角被抬起，
產生力矩使模具翻落（料）；

4. 未確定吊掛用鋼索鈎環已與吊耳脫
鈎，即升起固定式起重機（法）；

5. 從事模具吊掛作業時，操作位置之
空間狹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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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吊升荷重 10.1公噸以上固定
式起重機之操作人員，未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

定（管理）；

7. 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
員，未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管理）；

8. 未訂定吊掛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管理）；

9.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
檢查（管理）；

10. 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
行（組織）；

11. 未依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組織）。

並透過 HFACS人員及組織管理的
多元構面，將重大職災事故原因分析

分為四個先後因果關聯的類型，包含：

1. 第一層為不安全的行為（unsafe 
acts of operators）：包括知覺（感官）
的 錯 誤（perceptual error）、 決 策
（判斷）的錯誤（decision error）、
技術（操作）的錯誤（skill-based 
error）、違規（例行 /特殊）的錯誤
（violation error）；

2. 第 二 層 為 不 安 全 的 前 置 狀 況 
（precondition for unsafe acts）：包括 
不佳的心智狀況（adverse mental 
status）、不佳的生理狀況（adverse 
physiology status）、心智 /生理的極
限（mental/physiology limitations）、 
個 人 的 準 備 狀 況（personal  
readiness）、組員的資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不佳的實
體 環 境（physical environment）、
不佳的技術條件（adverse technical  
environment）；

3. 第三層為不充分的督導與支持（un-
safe supervision）：包括不足的督導
（inadequate supervision）、不周詳的
作業計畫（planned inappropriate op-
eration）、未修正的已知問題（fail-
ure to correct a known problem）、違
規的督導（supervisory violation）；

4. 第四層為組織（管理）之影響（or-
ganizational influences）：包括資源
管 理（resource management）、 組
織氣候（文化）（organizational cli-
mate）、組織的運作（organizational 
process）。
圖 1顯示這四層次的相互包容及

涵蓋性，其中第一層次屬個人不安全

的行為，所處的不安全個人，作業，

及環境列於第二層次，管理的督導及

支援列於第三層次，影響最大的組織

運作及文化為最高層次。

若應用 HFACS模式進行重大職
災事故原因分析，尚缺少對於公司管

理及作業現場的連結。ILO人因工程
檢核表共計 132項檢核點，提供作業
現場每項檢查要點所存在的風險以人

因工程解決方案，使用者可根據實際

情況設計適宜的檢查表。本研究以

HFACS模式為主要架構，納入 ILO人
因工程檢核表之檢核項目，兩者結合

適足以用來探究重大職災事故原因，

構想如表 1。
本研究進行 2013年至 2018年我

國重大職災案例分析，探討案例中人

因工程設計不良之致災原因，融入人

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與國際勞工

組織的人因工程檢核點，藉此發展事

業單位人因工程自行檢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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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鏈結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及人因工程檢核表

1 
物料
儲存
(1-17)
(法 )

2
手工具
(18-31)
(機 )

3
機械
安全

(32-50)
(機 )

4
工作站
設計

(51-63)
(法 )

5
照明

(64-72)
(環 )

6
周遭
環境

(73-84)
(環 )

7
化學藥
劑及危
險物品
(85-94)
(料 )

8
福利及
設施

(95-105)
(法 )

9
工作
組織

(106-132)
(法 )

I
不
安
全
行
為

1-1知覺的錯誤
(人 )

1-2決策 (判斷 )
的錯誤 (人 )

1-3技術 (操作 )
的錯誤 (人 )

1-4違反規定
(人 )

II
不
安
全
行
為
的
前
置
狀
況

2-1不佳的心智
狀況 (人 )

2-2不佳的生理
狀況 (人 )

2-3心智 /生理
的限制 (人 )

2-4個人準備狀
況 (人 )

2-5組員資源管
理 (人 )

2-6不佳實體環
境 (環 ) 
(工作環境 )
硬體 +軟體

1, 2, 3, 
4, 5, 31

64, 65, 
66, 

67,68, 
69, 70, 
71, 72

75, 76, 
77, 78, 
79, 80,

85, 91, 
93

95, 96, 
97, 98, 

99,

2-7不佳技術條
件 (法 ) 
(工作站 ) 
輔具 +方法
+姿勢工作
設計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6, 
47, 48,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89, 90 100, 101,

圖 1　影響最大的組織運作及文化為最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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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

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民

國 103年至 108年度重大職業災害個
案數合計 2,851件。其重大職業災害個
案排除營建工程業相關案件，且災害

類型排除交通事故相關案件合計 1,491
件。其中抽樣分析重大職災個案共計

237件，個案排名前五者分別為被夾、
被捲類計 59件（24.89%），墜落、滾
落類計 63件（26.58%），感電類計 27
件（11.39%），與有害物等之接觸類計
23件（9.70%），物體飛落類計 16件
（6.75%）等。抽樣時特別以有製造現
場及生產設備或工具者，即事故報告

中有勾選 "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 "的
個案優先。2013年至 2018年營造業
以外行業別，分析 19類重大職災案件
（母體）與抽樣個案之比例，如圖 2所
示，經獨立樣本無母數檢定結果顯示

兩者間無顯著差異（Mann-Whitney U 
= 208, p = 0.435），表示抽樣災害類型
比例與母體一致。

重大職災之災害檢查報告書，具

體明列個案違反法令事項，此一資訊

對於個案產生的原因有直接的關連性，

針對 237件重大職災個案，違反職安
衛法分析結果列於表 2。

表 2 分析結果顯示 237 件個案
中，122家業者（51.48%）未訂定自
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104家業者
（43.88%）沒有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103家業者（43.46%）未設管理
單位或管理人員，95家業者（40.08%）
沒有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此

結果顯示，56.5%的事故業者皆未遵
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絕大部分

發生屬三十人以下之小型公司或企業

社，且基本工作守則多未訂定，事故

發生後得付出高額的事故賠償金。近

半數（49.1%）的業者在自動檢查，也
就是機器設備的維修保養的工作都無

法做到，老舊損壞的機器設備傷人也

是肇事主因。21%業者機器設備在維
修、保養、清理、清料時，設備仍持

續運轉，當然無法避免悲劇事故發生。

圖 2　2013年至 2018年營造業以外行業重大職災案件（母體）與抽樣個案分佈一致性，經Mann-Whitney檢定結果顯示兩
者間無顯著差異（U = 208, p =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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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大職災個案違反職安衛法分析 (N=237)

法令 內文 總計 百分比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122 51.48%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23條第 1項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

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

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

104 43.88%

3
職業安全衛生法管理辦法第

8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

第三條之一、第六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

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

報備書，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103 43.46%

4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

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施。

95 40.08%

5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2 34.60%

6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及第 2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

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

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應採上

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

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前項機械停止運轉時，有彈簧

等彈性元件、液壓、氣壓或真空蓄能等殘壓引起之危

險者，雇主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等適當設備或措施。

44 18.57%

7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
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44 18.57%

8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條第 1項第 7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33 13.92%

9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6條第 1項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

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
19 8.02%

1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23條第 1項

雇主應要求並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17 7.17%

針對 237件重大職災個案進行
HFACS與 EC肇因分析，第一及第二
階檢核的結果列於表 3。依表 3的結果
顯示，在可多選下 75.3%個案和事故
人的（第一層次）個人不安全的行為有

關，27.4%個案和所處的不安全個人、
作業及環境（第二層次）關聯，52.4%
事故可歸諸管理的督導及支援問題（第

三層次），33.8%個案和影響最大的公
司組織運作及文化（最高層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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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之不安全的行為中，在可

多選下 214案（237案的 90.3%）和事
故者的決策（判斷）錯誤有關，指該

員依其所受的訓練、學識、及經驗等

判斷所面臨的狀況，經邏輯推理，思

考與評估解決方案後，決定採取的行

動，惟該行動仍不足以解決所面臨的

狀況。決策錯誤通常與資訊不充分或

知識與經驗不足有關。此一結果呼應

楊慧華及劉穎儒 [12]的 HFACS分析國
內跑道相關飛安事故原因，該研究發

現引發事故次數最多之 3項人為失誤
子項目為：「技術操作的錯誤」、「決策

錯誤」，以及「自然環境與物理條件」。

173案（73.0%）和事故者的技術操作
的錯誤關聯，指該員在執行例行或應

熟稔的操作動作，例如：執行檢驗、

輸入電腦、控制機械設備、使用個人

防護設備之過程中所犯的錯誤，通常

與注意力分配不當、遺忘或記錯、技

術不純熟、或習慣不當等有關。167案
（70.5%）和事故者的知覺的錯誤（指
該員因感官器官的限制或功能受到影

響，造成所接收到的訊息與實際狀況

有異或不精確，進而做出錯誤的決策

或操作。160案（67.5%）和事故者違
反規定關聯，指該員的行為雖違規，

然該行為經風險評估後，認為是解決

問題之最佳方式者。此類違規通常被

管理者所包容、默許或鮮少因該類違

規而處分。

第二層之不安全行為的前置狀

況中，在可多選下 201案（237案的
84.8%）和事故者的組員資源管理關
聯，指該員沒有有效運用所有可用資

源，包括人力資源（如其他員工、班

組長、管理同仁員）、硬體（如系統或

設備）、軟體（如操作手冊、檢查表）

等，以提升工作績效並適時地做出正

確決策與操作。130案（54.9%）和事
故者不佳技術條件關聯，指作業場所、

設備、裝備、或工具等，員工工作時

所需要的軟／硬體，因設計、製作、

維護不當、未能取得、未使用、或未

更新等因素，致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

進而產生人為疏失或不安全的情況。

87案（36.7%）和事故者心智 /生理的
限制關聯，指該員於執行作業時的生

理或心智能力，出現不足以處理所面

臨狀況之情形。

第三層之不安全督導或支援中，

在可多選下 184案（237案的 77.6%）
和管理者的不足的督導關聯，指管理

階層未能有效執行風險管理、提供員

工充分的指導、訓練、資源、或督導

等，造成員工作業時做出不安全行為

或產生不安全的情況。184案（77.6%）
和管理者的不周詳作業計畫關聯，指

作業分配及人員規劃不當，致產生無

法承受的風險、人員休息不足，而影

響作業遂行，上述內容隱含作業規劃

符合規定，但規劃結果卻隱藏著肇致

風險之可能性。

第四層之組織的影響中，在可多

選下 190案（237案的 80.2%）和公司
的組織與管理辦法建置關聯，指管理

高層未提供為確保職業安全與衛生管

理而建組織，設人力，置系統。73案
（30.8%）和公司組織運作關聯，指管
理高層未為維持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

組織日常運作與作業執行而頒布營運

政策、策略、目標、計畫、規定、程序、

以及管控與督導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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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37件重大職災個案 HFACS與 EC肇因分析（第一及第二階檢核）

第一層級、不安全行為（平均 75.3%） 總計 %
排序

（組內）

排序

（組間）

1-1知覺的錯誤（定義：指員工因感官器官的限制或功能受到影響，造成所
接收到的訊息與實際狀況有異或不精確，進而做出錯誤的決策或操作。）

167 70.5% 3 7

1-2決策（判斷）的錯誤（定義：指員工依其所受的訓練、學識、及經驗等
判斷所面臨的狀況，經邏輯推理，思考與評估解決方案後，決定採取的

行動，惟該行動仍不足以解決所面臨的狀況。決策錯誤通常與資訊不充

分或知識與經驗不足有關。）

214 90.3% 1 1

1-3技術（操作）的錯誤（定義：指員工在執行例行或應熟稔的操作動作，
例如：執行檢驗、輸入電腦、控制機械設備、使用個人防護設備之過程

中所犯的錯誤，通常與注意力分配不當、遺忘或記錯、技術不純熟、或

習慣不當等有關。）

173 73.0% 2 6

1-4違反規定（定義：員工的行為雖違規，然該行為經風險評估後，認為是
解決問題之最佳方式者。此類違規通常被管理者所包容、默許或鮮少因

該類違規而處分。此類違規通常被視為不守紀律，不被管理者所接受。）

160 67.5% 4 8

第二層級、不安全行為的前置狀況（平均 27.4%） 總計 %
排序

（組內）

排序

（組間）

2-1不佳的心智狀況（定義：指員工於執行作業時處於或產生對其工作表現
有不安全影響的心智狀態，進而增加其犯錯或違規的可能性。泛指影響

作業績效的心智狀態。）

2 0.8% 6 18

2-2不佳的生理狀況（定義：指員工於執行作業時處於或產生對其工作表現
有不安全影響的生理狀態，進而增加犯錯或違規的可能性。泛指妨礙安

全操作的用藥或生理狀態。）

7 3.0% 5 17

2-3心智 /生理的限制（定義：指員工於執行作業時的生理或心智能力，出
現不足以處理所面臨狀況之情形。例如：員工視覺受環境、天氣或照明

影響，造成無法正確辨識方向或高度。）

87 36.7% 3 10

2-4個人準備狀況（定義：指作業人員於作業前的不適當行為，以致直接或
間接影響員工作業時之生／心理狀況）

2 0.8% 6 18

2-5組員資源管 （定義：員工如何有效運用所有可用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如
其他員工、班組長、管理同仁員）、硬體（如系統或設備）、軟體（如操

作手冊、檢查表）等，以提升工作績效並適時地做出正確決策與操作。

資源管理不良可能會導致人為疏失或不安全情況。）

201 84.8% 1 2

第二層級、不安全行為的前置狀況（平均 27.4%） 總計 %
排序

（組內）

排序

（組間）

2-6不佳實體環境（工作環境）硬體 +軟體（定義：作業環境與工作站的周
邊環境。指員工於作業時，受到周遭自然環境與物理條件的干擾，以致

影響員工之生／心理狀況、工作表現、或產生不安全的情況。）

26 11.0% 4 15

2-7不佳技術條件（工作站）輔具 +方法 +姿勢（定義：指作業場所、設備、
裝備、或工具等，員工工作時所需要的軟／硬體，因設計、製作、維護

不當、未能取得、未使用、或未更新等因素，致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

進而產生人為疏失或不安全的情況。）

130 54.9% 2 9

第三層級、不安全督導或支援（平均 52.4%） 總計 %
排序

（組內）

排序

（組間）

3-1不周詳作業計畫（定義：作業分配及人員規劃不當，致產生無法承受的
風險、人員休息不足，而影響作業遂行，上述內容隱含作業規劃符合規

定，但規劃結果卻隱藏著肇致風險之可能性。）

184 77.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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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37件重大職災個案 HFACS與 EC肇因分析（第一及第二階檢核）（續）

3-2不足的督導（定義：指管理階層或技術人員於日常工作中，未能有效執
行風險管理、提供員工充分的指導、訓練、資源、或督導等，造成員工

作業時做出不安全行為或產生不安全的情況。）

184 77.6% 1 4

3-3未修正已知問題（定義：指人員發現職業安全與衛生潛在危害卻未提報。
管理者已知道個人、裝備、訓練或其他與安全有關的缺失，卻仍然允許

繼續執行作業。）

64 27.0% 4 13

3-4違規的督導（定義：指管理階層或技術人員不重視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政
策、命令、規定、工作指引、或作業程序等，而做出違規的行為或對第

一線人員做出不當的要求，造成員工的不安全行為或產生不安全情況。）

65 27.4% 3 12

第四層級、組織的影響（平均 33.8%） 總計 %
排序

（組內）

排序

（組間）

4-1組織與管理辦法建置（定義：指管理高層為確保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而
建組織，設人力，置系統。）

190 80.2% 1 3

4-2組織運作（定義：指管理高層為維持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組織日常運作
與作業執行所頒布之營運政策、策略、目標、計畫、規定、程序、以及

管控與督導機制等。）

73 30.8% 2 11

4-3資源管理（定義：組織最高層級對職業安全與衛生資產作整體性的分配
和維護的決策，包括：人力資源（人員）、財務／資產和設備／設施。）

31 13.1% 3 14

4-4組織文化（定義：指影響員工工作時的心情、態度、看法、價值觀、習性、
行事風格等之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組織相關事件、成文的制度與規定、

或約定俗成的作法等。）

26 11.0% 4 15

將原用於飛航事故原因調查之人

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為架構，融入

國際勞工組織的人因工程檢核點，在

重新定義「人、機、料、法、環、管理、

組織」的子檢核點如圖 3，新增重複性

作業肌肉骨骼傷害的連結（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完整人因工程

的涵蓋面，和職災報告的內容及違反

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鏈結後，發展出

人因工程檢核架構如圖 4：

圖 3　「人、機、料、法、環、管理、組織」的人因工程檢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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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檢核架構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上）及職災報告書（下）的聯結

本研究之檢核架構除了供職業安

全衛生人員事後追蹤職災事故真因，

以人因工程（人為疏失為主軸）及現

場（人機料法環）出發，並連結現場

改善及關聯法規，為事故預防用。針

對 “高 ”風險者（立即改善對象）及
“中 ”風險者（限時改善對象），引用
ILO EC各檢核點的改善建議：例如 (1)
以危害性較低的物質、製程、或設備

代替：以風險較低（並且較易管理），

取代風險較高的危害，例如：屋頂作

業以高空工作車取代臨時爬梯或上屋

頂面作業等。(2)重新設計設備或製程：
例如重新安排工作場所、改變機器設

備、整合作業、改變作業程序以減少

危險步驟、改變作業內容的順序、或

減少從事危險性工作的次數等。(3)隔
離：將危害從員工處分離或分開，或

將員工從危害處分離或分開。例如：

在危害區安裝護罩、隔板或障礙物。

結論
近 10年重大職災死亡人數隱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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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種正弦波的事故循環的現象，勞

保因公災害的死亡給付人數也逐年攀

升，相似的職災死亡事故一再發生，

顯示目前的職業安全衛生災害防止對

策忽略了人因工程危害因子，並未落

實以人因工程檢核，來擬訂職災預防

策略，以及思考現行規劃是否已經足

以因應發現職災原因的真正本質。本

研究透過職災案例的探討，發現近半

數（49.1%）的業者在自動檢查，無
自動檢查計畫，設備和工具無保養維

護，甚至老舊。28.0%案件未定期檢
查、清潔和維護機械設備，包括電線，

22.0%案件未定期維護工具和機械設
備，不安全的機械設備一直是作業現

場高風險源頭，事件持續發生，主管

難辭其咎。

本研究發現重大職災事故的發

生，是潛在一連串失誤交互影響的結

果，而這些肇因分散於不同的源頭

（人、機、料、法、環、管理、組織各

模塊）並由不同運作及不同單位管理 
（例如：現場生產製造單位、周邊採購、

供應鏈、人資、IE、職業安全衛生等），
運用人因工程檢核架構，能夠將重大

職災事故的發生之潛在且連串失誤，

及其交互影響，以四層結構整體檢出，

期能透過事故肇因的改善，預防重大

職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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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300 cases of major occupational disasters occurr yearly in Taiwan. Human 

errors, machine/equipment with poor engineering design, workplace lack of protection, 
wrongly handled materials, improper methods of operation, and poor environmental 
controls were at fault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accident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checklist for risk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 Factors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HFACS) and the Ergonomics Checkpoints (EC). After examining 
the root causes of a sample of 237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t was identified that 
75.3% of cases were related to unsafe acts of operators, 27.4% were the result of the 
preconditions for unsafe acts, 52.4% were related to unsafe supervisions, and 33.8% were 
due to organizational factors.

Keywords: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Human factors/ergonomics, Risk factor 
analysis

Accepted 14 July, 2021
Correspondence to: Pei-Chun Tu,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No. 99, Ln. 407, 
Hengke Rd., Xizhi Dist., New Taipei City 221004, Taiwan (R.O.C.),E-mail: peggytu@mail.ilosh.gov.tw

097



Research 
Articles
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9月號

民國 110年 6月 1日投稿，民國 110年 7月 8日修改，民國 110年 7月 14日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陳昱萍，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及現職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工廠廠長，

237002新北市三峽區二鬮路 186號，電子郵件信箱：jocelynchen22@gmail.com

探討落實製藥業道德 
與強化員工管理的可能性

陳昱萍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摘要
製藥業是一個需要從基層到管理者都落實優良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及職業安全衛生規範的行業，也是一群在工作中需要常常詢問自己
「我應該要做什麼？」的從業者，為的是做出達到有效性、一致性與安全性的藥品

品質，同時也提供勞工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本文探討製藥廠的品質監控情形及

製藥業的潛在危害與危害預防；從康德的義務論，探討「善意志」落實於製藥道

德上，如何可能？身為製藥業者，應盡什麼樣的義務？在日常管理中，如何引導

員工恪遵 GMP 及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最後提出業者可能面臨或發生的道德問題，
並提供業者落實「善意志」所可以遵循的方向與建議。本文主張從「理性」啟動

的「義務」行為，恰好符合製藥業應有的道德表現，並有助於提升藥廠整體職業

安全與衛生管理的實際作為，落實無條件的善。

關鍵詞：善意志、道德、倫理、義務、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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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從西元 1982 年實施藥品優

良 製 造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制度以來，藥廠的家
數從 500 多家減少至 1988 年的 211 
家 [1]。為了使台灣製藥的品質與國
際標準接軌，政府對製藥的規範要求

逐年提升。期間，歷經 1995 年推動
確效作業之實施，又於 2007 年開始
推廣實施 PIC/S GMP（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PIC/S GMP）規
範 [2]。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台灣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要求西藥製造業者必須符合 PIC/S 
GMP 之管理規範。當時在政府新的法
規要求下，品質管理系統無法符合標

準的廠家，逐漸地失去競爭力而遭淘

汰。截至 2021 年 6 月 25日，在台灣
通過 PIC/S GMP評鑑的西藥製造廠已
有 148家，原料藥廠也有 29家 [3]。
究竟，做為製藥業的經營者應有什麼

樣的義務（Obligation）呢？身為製藥
業的一員，又應該是怎麼樣的人呢？

在倫理學的領域中，我們或許可

以從「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與
康德的「義務論」（Deontology）來探
討製藥道德的問題。效益主義主張若

是某種行為最後所產生的結果，只要

結果是好的、快樂的、達到多數人的

利益，那麼該行為就是對的，因為具

有效益就是視為是道德的；儘管它可

能不盡然符合一般人常識所認為道德

的行為。「效益主義」在不同的情況

下，會依效益多寡而做不同的決定，

通常要以快樂和數量做為衡量的原則。

例如：說謊如果能給多數人帶來快樂，

那麼， 說謊比誠實來得有更大的價值。
但是，當快樂指數相同時，難道說謊

和誠實真的都是一樣的價值嗎？而康

德的「義務論」主要的軸心是在於人

的「理性自律」。他認為一個有理性的

人，本來就可以經過其理性得知什麼

是義務。一個因出於義務而為的行為，

才是具有道德價值的行為；而具有道

德價值的行為，必然是符合康德所謂

之「善意志」的行為；故，因為義務

而為的行為，即是符合善意志的行為。

這和效益主義的主張明顯不同。

GMP 的精神是要製造出達到有效
性（Effectiveness）、安全性（Safety）
與一致性（Consistency）的藥品；也
就是要以病患為優先，以服用藥品

者為考量。康德「義務論」所追求

的「善意志」（Good Will）是不論營
收，不管成本的。如果同樣是以病患

為優先的製藥業，同樣是對於產品品

質高度自我要求的業者，康德的「義

務論」立場恐怕是比「效益主義」更

難被企業主所採用的。因為，康德所

主張的唯一動機，就是必須建立於符

合「普遍性」的「善意志」之上。然

而，在製藥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環節

是人員獨立作業，有很多的案件是政

府尊重業者的專業，同意留廠備查。

此外，每一個藥廠都要面對異常與偏

差的處理，積極地調查偏離規格（Out 
of Specification, OOS）1 或 偏 離 趨 勢

（Out of Trend, OOT）問題的根本原因
（Root cause）。這些製藥作業或調查的
結果是否確實，是否找出並落實矯正

與預防的措施（Corrective A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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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ve Action, CAPA）2。其中，最

主要的關鍵，就是在於調查者或作業

者的個人操守（integrity）、專業度與
業者本身的自制力與道德感。調查問

題是要呈顯事實，不能因為成本可能

增加，而掩蓋事實。這些品質管理與

維護的工作，最終的目的，就是以病

患為考量，以達到藥品品質的一致性、

有效性與安全性為終極目標。

各個 PIC/S GMP 的會員國在藥廠
的監督管理有一個共同的機制，就是

對於判定嚴重違反 GMP 的標準是一致
的 [4]。業者嚴重違反 GMP 3最常見的

重大缺失就是數據造假，而造假必定

是由「人」刻意為之的。對於嚴重違

反 GMP 的業者，各國主管機關大多都
會將其公告或發佈於官方網站上。很

顯然地，當一個藥廠被政府公告嚴重

違反GMP 4，縱使是再有名的大藥廠，

訂單與營收一定會受到影響；而企業

形象與名譽的損失更是千金難買。因

此，本文主要是從製藥廠的作業者與

管理者的本身來探討製藥道德的問題。

業者本身必須有自我約束能力，必須

有著為了「義務」而去行動的基本道

德觀。這樣一來，所做出來的行為，

才會是善的。效益與成本固然是經營

者必然考量的要因，但若沒有誠實的

員工和善良的企業主，恐怕再大的品

牌，都會因為「人」的不善行為所造

成的嚴重偏差而付之一炬；再熱銷的

產品，也可能因為檢驗數據造假的重

大違規而失去市場，全盤皆輸。至今，

「人」所造成的嚴重缺失，仍舊是藥廠

管理上最大的風險來源之一，無論是

在製藥品質或職業安全衛生的作業上。

如果能夠藉由康德「義務論」的立場，

說明製藥業者與從業人員在「善意志」

實踐上的可能 [5]，並推行從細節就把
事情做對的觀念，業者自然就能減少

處理偏差與回收產品等問題的機率，

額外的花費也自然降低。當我們把處

理問題的工時轉而花費在提升產品品

質的實際作為上，自然也就正面地達

到企業經營的效益了。

研究方法
本文從應用倫理學的角度，以康

德「善意志」的理論為基礎，分析製

藥業者與員工可能面對的道德問題；

1 「偏離規格」，這是指產品檢驗結果超出制定的規格範圍。例如 : 某藥品的含量規格是 90%~100%，如果檢驗
出來的結果是 89%，即判定為 OOS。如果一直以來，該產品的含量結果都大約落在 97~99%之間，突然有一
個批次檢驗結果為 92%；這時，雖然含量結果在規格範圍內，但因為已經偏離期待值（Out of Expectation），
仍必須啟動調查。因為 92% 過於接近下限 90%，產品品質可能無法維持到有效期限結束時，含量還能保有 
90%以上。

2「矯正與預防措施」，這是在偏差發生後，藥廠針對不符合的事項進行調查、改正、風險評估與預防計劃。所

謂的偏差，例如 : 不良品、回收、查廠缺失、客戶抱怨或異常作業等。
3同註 [4]〈GMP 查核要點與缺失分析〉，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9 年度「持續提升國產藥品品質與 

GMP 國際法規趨勢之研究」計畫，並於民國 109年 9月 25日舉行「精進藥品上市後品質國際化管理論壇」。
會議中，TFDA 再次提醒業者，嚴重違反 GMP 的定義主要有二：「(1) 已生產出對人體有害之產品或導致具
顯著風險會生產出對人體有害之產品的缺失 (2) 涉及產品或數據的不實陳述或造假行為的任何觀察。」

4同上註 3。會議中，食品藥物管理署品質監督管理組謝榕副稽查員列出 2019 年的查核結果。嚴重缺失的案例
主要有 : 「生產紀錄填寫不實、原料管理作業與實驗室作業紀錄不實；檢驗數據不合格、未予適當調查及處
置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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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清問題是什麼以外，更重要的是

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首先論述製藥

業者實踐道德倫理應依循康德「義務

論」的立場，優於採用「效益主義」。

探討製藥業對於藥品之品質監控現況，

以及製藥業的潛在職業危害及危害控

制方法。再者，並闡明「道德」對於

製藥作業、藥品品質監控及保護勞工

免於職業傷害的重要性。論述主要根

據李明輝先生所翻譯的康德原典《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道德底形上

學》為主，以鄧曉芒先生所翻譯的《實

踐理性批判》為輔。再者，探討康德

的「善意志」進而論述「定言令式」

對於製藥業者落實「道德」與「善意志」

之必要性。本文以西藥製藥廠常見的

實例，分析製藥業者可能面臨或常見

的道德難題，檢討其日常作業與行為

是否符合道德倫理，並提供業者落實

「善意志」所可以遵循的方向與建議。

製藥廠對於藥品之品質監控
2020 年 7 月，台灣某大西藥製

造廠因藥品安定性問題 [6]，該公司
約有二十多個品項的藥品全面回收；

消息一經揭露，震驚社會。所謂的

藥品品質安定性（Stability），主要
是指藥品本身經過了時間與環境等

因素而可能影響其有效成份（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PI） 之 含

量（Assay）與不純質（Impurity）等
重要項目的表現。每一項藥品在上市

前 5，原則上都會經歷加速安定性試

驗（Accelerated Stability Test）和長期
安定性試驗（Long Term Stability Test）
的監控。製藥業者必須依相關的安定

性試驗結果，觀察在監控期間內產品

品質是否有顯著的變化，並依據試驗

的科學數據來推定產品的有效期限並

提交審查。這也是各國政府的藥品管

理部門，在核發藥品許可證之前，各

國主管機關必要查核的數據結果。在

台灣，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9年所公告
修正之「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7]規
定，業者應定期或輪動式地執行藥品

的持續安全性試驗（Ongoing Stability 
Test），這是每一個藥廠對於產品上
市後品質監控最基本的職責。相對於

各行各業來說，製藥業算是被政府投

注較多關注的重要行業之一。在藥品

品質的風險管理上，政府有一定的監

督機制。同樣地，製藥業由於需要受

監管的作業內容繁雜度較高，因此，

各個藥廠必須在符合 GMP 精神的前
提下，健全公司內部的品質管理系

統（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如
此，才能在日常運作中，發揮自主管

理的功能，生產達到有效性、安全性

與品質一致性的藥品。各藥廠的品質

管理系統可能因為外銷不同國家或劑

型別、產品別的不同等因素，廠與廠

之間的管理模式會有所差異。在藥品

的品質要求上，符合藥典規格算是最

低門檻，各藥廠對於產品分析方法的

5每一項藥品的說明書或標示上，都有其保存期限與保存條件的說明。例如 :有效期限為 2023/03/20儲存於 
25oC以下。這是指在 2023年 3月 20日前，該藥品在包裝完整且儲存於 25oC以下，該藥品的有效含量應在
預期之規格內；例如 :含量在 90%以上。本文提到 2020 年 7 月某藥廠有二十多個品項被要求回收，即是因
為該公司上市之藥品尚在有效期限內，其含量卻已遠低於該藥品之規格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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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確效作業（Metho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的執行有其責任與
義務。在台灣的藥廠最基本的是要

以 TFDA 所頒佈 PIC/S GMP 的指引
[8]與各項確效指導作業原則做為品
質系統管理的依據；各個藥廠得視其

所需，進一步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管理
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MHRA），或是遵守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等組織所發佈相關
之品質管理指引或標準，應用於公司

內部與產品品質的管理原則。當我們

細讀 PIC/S GMP的指引內容，不難發
現，文句間多為原則性、方向性的指

引；藥廠在管理時，實際上怎麼做，

就會出現廠與廠之間的差異性。例如 : 
製造現場微生物環境監控的頻率與實

施的方式，各藥廠作法不盡相同；除

了法規所明訂的方法和限量外，多半

需個別依自己廠內藥品劑型與產品特

性所做的風險評估去計畫與執行。另

外，若發現製造出來的產品品質有偏

離趨勢的情形，應該自主調查並監控

該產品相關批次的安定性試驗結果。

一經發現品質超出規格，就一定要自

主回收。必要時，應對相同產品或類

似製程的產品進行擴大調查，進一步

提出矯正與預防方法。由此可知，製

藥業是一個需要高度自主管理的行業，

作業者與管理者在善盡職業道德上，

有必然性的義務。

製藥業的潛在危害及危害 
預防方法

1.  職業災害案例

製藥業工作場所的潛在危害，除

了可能對勞工的健康危害外，還有製

程安全上的危害。國內外近幾個月來

即發生數件社會矚目的事件，例如：

2020年 12月 20日桃園市蘆竹區旭富
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生火災，火

勢猛烈，延燒 2天，並波及到鄰近 5
間工廠，造成 1死 1傷 [9]。2021年 5
月 20日台南市新營區生泰合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原料藥廠發生火災，也波

及隔鄰之廠房，所幸無人傷亡 [10]。
2020年 7月 13日印度維沙卡帕特南
（Visakhapatnam）的 Vizag原料藥製藥
廠發生反應器爆炸，造成2死2傷 [11]。
2020年 9月 28日中國湖北天門岳口工
業園區製藥廠因靜電引燃物料分解爆

炸，造成 6死 1傷 [12]。2020年 12月
12日印度海德拉巴市（Hyderabad）的
Vindhya Organics原料藥製藥廠反應器
爆炸，造成 8人受傷 [13]。2021年 3
月 11日印度卡基那達（Kakinada）的
Tyche Industries Ltd原料藥製藥廠反應
器爆炸，造成 2死 4傷 [14]。

2.  職業危害類別

製藥業的勞工可能會面對的職業

危害可分為下列幾類 [15]：
(1) 物理性危害：噪音、震動、照明、
溫度、濕度、非游離輻射等。

(2) 化學性危害：可燃性物質、爆炸性
物質、蒸氣、霧、敏化劑等。

(3) 生物性危害：粉塵、細菌、病毒、
菌類、病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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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心理危害：工作型態、工時過
長、工作壓力、工作能力缺乏被認

可等。

(5) 機械性危害：設備相關傷害、割傷
、碰撞、壓縮空氣刀流傷害等。

(6) 健康危害：粉塵、噪音、重複性
動作疾病、暴露於甲醛、暴露於

消毒用之紫外線輻射、腕隧道症

候群等。

3.  危害預防方法

製藥業常見的高危害之預防方法

簡要說明如下 [16,17]：
(1) 機械設備危害：主要為自動化設備
之轉動與傳動裝置以及加工過程的

切、割、夾、捲傷害。應加強機械

設備本質安全與安全防護裝置，並

實施上鎖 /掛牌制度。操作人員應
具備必要的專業職能，並落實機械

設備自動檢查與維護保養。

(2) 粉塵危害：固體製劑的生產過程容
易產生粉塵，如果粉塵為可燃性的

，當其懸浮於空氣中達到特定濃度

時，遇到火源會發生塵爆。因此製

程場所應有防爆電氣設備及防靜電

裝置，作業環境嚴禁煙火，加強通

風換氣，並隨時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避免粉塵堆積，必要時應配戴呼

吸防護具。

(3) 有機溶劑危害：有機溶劑對人體
可能造成吸入性傷害，部分有機

溶劑蒸氣容易引火燃燒甚至造成

爆炸，需有適當的通風換氣及個

人防護裝備。

(4) 噪音振動危害：動力設備由馬達帶
動機械運轉會產生噪音與振動，需

藉由設備及機械之噪音與振動防止

的本質設計加以改善，或採用隔音

罩緩解噪音。

(5)  靜電危害：製藥過程中可能有靜電
產生，製程區域如有易燃物存在，

可能會因靜電火花而引起火災或爆

炸，因此在有靜電危害之作業區，

應確實執行設備接地及消除靜電。

(6)  局限空間危害：進行反應槽及儲槽
之維修或清洗作業時，槽體內部為

通風不良的局限空間，有缺氧之虞

，在局限空間作業應有作業許可，

並設缺氧作業主管以監督作業，隨

時監測槽體中之含氧量，保持槽體

內通風，並備有緊急應變器材供救

災使用。

(7)  火災爆炸危害：製程中使用化學品
進行合成反應、溶解、聚合、萃取

等，化學品如果洩漏會造成人員中

毒或引起火災，反應器如果過壓會

發生爆炸；化學品之儲存、處置及

使用均應遵循相關作業程序，並在

應嚴禁火源處採用防火防爆設備，

並建立災害應變機制。

4.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安全衛生技術隨著科技的進步

日益精進，然而職業災害的預防除了

應用安全衛生技術，尚需有良好安全

衛生管理制度才能發揮防護功能。落

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8]，藉由
「規劃 -執行 -查核 -改善」（Plan-Do-
Check-Act, PDCA）循環管理流程持續
改進，有系統的找出危害來源，並分

析事故原因，進而建立有效改善措施，

可提升管理系統的效能並降低職業安

全衛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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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善意志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會說實

話，但是仍有少數時候為了場面或是

部份人的顏面或利益，都還是偶爾會

說自認為是出自善意的謊話。或者，

有好的動機，但是事情做出來的結果

是不符合效益的。例如 : 在藥廠擴大調
查製造線上異常偏差（Deviation）的
情況，可能會帶來成本的增加、出貨

時間的延後等問題；因此，在利益權

衡之間，可能讓經營者對偏差的調查

避重就輕、草草結案，對根本問題視

而不見。這時，製藥業者或作業者本

身的「道德」與「義務」感，就會是

驅使調查偏差問題的根本原因的重要

動力來源。

康德是近代主張「義務論」最

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從康德的立場來

說， 他認為如果是為了顧客下次再光
顧所以才把產品品質做好，這樣把品

質做好的行為並非出自於對義務的敬

畏，只能算是符合義務但卻非真正的

道德行為。康德認為義務是不需要去

教導人們的觀念，因為每個具備有理

性的人，就自發地能判斷何為義務。

每個人都知道怎麼做才是符合道德的

行為，差別是在於人們是否能在理性

和自律情況下，如實地遵守道德規範，

做出具合乎理性（ration）又合理的
（reasonable）行為 [19]。

1.  什麼是善意志

康德是將「善」作為一個概念來

認識它，這個「善意志」本身就是善

的 [20]， 而且是無條件善的；此意志
不受其他因素條件而影響，這世上沒

有比「善的意志」更善的東西了。康

德所指的善，是一種符合道德的善。

而最高且無條件的善，指的是被具有

理性（Reason）的人的意志所呈顯出
來的 [20]。他為了闡述「善意志」這
個概念，進一步使用了「義務」一詞

來說明之； 也就是一個行為是否符合
「善意志」的概念，主要來自於該行為

是否出自於「義務」。康德認為，任何

有正常理解能力、有理性的人都會知

道什麼是「義務」[20,21]。例如 : 某個
人做了某個決定是發自於內心覺得這

樣做是本來就應該做的，雖然知道這

樣決定可能會損失金錢或時間乃至於

失去生命，雖然決定的過程中內心有

所掙扎，但是因為義務，還是決定這

麼去做。

2.  善意志與義務

為什麼康德必須透過「為了義務

而盡義務」來說明「善意志」，因為出

於義務本身就是善的意志 [20,22]。因
為人是有限的存在，儘管人是有「理

性」的存有者，只是在七情六慾和生

理機能等各個因素的影響下，無法全

然的、滿分的將善的意志忠實地實踐

出來。也因為如此，人們經過思考與

自我克制，當理性戰勝了情緒，最後

做出因為「義務」而行動的決定時，

這樣突破障礙而成辦了符合「善意志」

的圓滿行為，讓「善意志」更顯其光

輝與道德價值了。相較於從來沒有過

惡的念頭，沒有比較計較得失的心，

也就是一個沒有經過內心掙扎就做出

「善的行為」的人，康德是比較稱許前

者的。原因是在於「善」本身是屬於

先驗的，是形式的，是客觀的；而相

對的，好惡情緒是經驗的，是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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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觀的。如果「善」經由因為「義務」

一定要這麼做而能夠被一個有理性者

的「意志」實踐在現實行為中 [20,22]， 
那麼，其所彰顯的正是理性發揮了功

能。也因基於理性，其所做出來的行

為才符合道德價值，才是普遍的，才

是適於大眾的。當你所做的決定是理

性的，就表示是沒有私慾摻雜其中的；

它是至高的善，是沒有條件的善行，

是客觀的，是符合「道德」的行為。

當我們做出來的行為具有普遍性，想

當然爾，反過來我們也會希望別人也

是這樣去做。

例如：在先進的方法研究尚未問

世前，我們還不清楚原料藥（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PI）在反應
過程中產生的不純質（Impurity）對藥
品品質影響的相關問題。所以，早期

在設計產品的分析方法時，尚未有相

對應的藥典規範或不純質的完整知識，

或是當時沒有相關的法規要求，自然

也就沒有「故意不檢驗」（不善）的動

機。但是，當國際上已經發表、各家

藥廠已有能力和知識去了解「不純質」

對病患健康有明顯影響的問題時；又，

若政府已經明令規定或是藥典已經更

新規格要求時，「不純質」就應該被考

慮是否納入規格做為檢驗的項目，必

要時就應針對它進行風險評估與品質

監控。這時，如果行走在法規邊緣，

刻意迴避不純質的檢驗項目，這樣便

落入「未盡義務」、「不善」或「不道德」

的行為範疇中了。

3.  理性、意志與命令

從康德的角度來說，無論是高度

理性者或是普通的人們，道德的概念

早已先天地存在於理性之中，而義務

的概念正是由理性而來 [23]。善意志的
具體實踐是基於先天「定言令式」原

則去做符合道德的行為 [20]。換句話
說，「善意志」的實踐，也就是實踐「理

性」[23]。康德說 :「只要一項客觀原
則對一個意志有強制性，這項原則底

表象便稱為一項（理性底）命令，而

此命令的程式稱為令式（Imperative）」
[20]。從令式的分類來說，本文所提
及的「善意志」指的是屬於「定言令

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德說 :
「（定言令式）它表明一個行為本身（無

關乎另一項目的）在客觀方面是必然

的」[20]。又說：「凡事藉理性底表
象，因而非由於主觀的原因、而是客

觀地決定意志者，在實踐方面均是善

的」[20]。 再次強調，這裏所指的善，
不是出自於個人的主觀好惡，因為個

人的主觀好惡只適用於特定的對象，

是缺乏普遍性的，是不客觀的。如果

只是針對特定對象或特定的目的來做

某一件所謂的善行，那麼，這僅屬於

「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
[20]。因為，在有條件的揀擇下，個人
的主觀意識下，理性所發出應該依道

德原則而行動的命令，將會被影響而

無法被遵循。對於康德來說，假言令

式並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當我們從製藥業者的角度來看，

康德的「定言令式」概念，可以用來

進一步說明「善意志」的實踐對於製

藥道德來說，有其合理與必要性。這

世界上，每個人都會生病，每個人都

希望健康。而藥品的問世，正是要為

人減輕病痛，幫助人維持健康；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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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不是要拿來害人的。在此，有個

觀念需要釐清；製藥業者在「善意志」

的實踐上，雖然製藥是以病患為考量

的對象，是要製造出優良品質的藥品；

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不只是因為

要為病人減輕病痛或是幫助病人維持

健康，才要把藥品做好。雖然業者能

夠這樣想，已經是非常值得嘉許的。

若從康德的道德觀來說，不害人的這

件事，是具有理性的人本來就不應該

做的事。就像一個小孩子，就算沒有

受到教育，也知道不能害人，也不希

望別人害他。這種對生命尊重的基本

概念，是天生的；就像理性一樣，是

每個人先天具有的。縱使人與人之間

表現出來的行為可能或多或少有所差

異，但根柢上都有基本的道德觀念。

藥品對於人的健康與生命是最直接的

商品，製藥業者本來就應該把藥品做

好，就算無法百分之百藥到病除，也

不能損人健康。只要是在藥品有效期

限內，它都應該具有標示所宣稱的含

量，它都應該具有它所宣稱的效力，

童叟無欺。這是製藥業者本來就應該

這樣做到的「義務」，不會因為任何假

設條件，而有所改變。這是製藥業者

必然要落實的法則，也是每一個人面

對藥品認為它的品質本來就應該要符

合相關規範。這些行為要求是「定言」

的，不是「假言」的；是「義務」的，

不是「條件」的。

實踐製藥道德應考慮的面向分析
1. 製藥作業中可能發生的道德問題

GMP 精神所要追求的是 best 
practice，是符合一致性的品質水準。

製藥的 GMP 精神主張的是「只有更
好，沒有最好」，這和康德的理想式思

惟是不謀而合的；而這樣的自律思維

與落實 GMP 作業的想法都應該要內化
到每一位製藥業者的心底。目前 TFDA 
對於藥廠的例行性實地查核頻率約為

二至三年，主要依產品風險程度高低

而有差別；對於高風險產品， 例如：
無菌製劑、高致敏性藥品等，約為每

兩年實地稽核一次，每次約查核二至

三天。單是 PIC/S GMP 的指引，不包
括附則內容，就有九大章節之多，各

個章節所要觀顧落實之細節多如牛毛。

對於 TFDA的稽查人員來說，查廠二
至三天的時間內，多半僅能從該藥廠

的品質系統架構、現場人員的提問、

重要品質文件的耙梳與歷年的產品品

質報告做骨幹式的查核。除非有重大

的偏差、偏離規格或偏離趨勢，才需

要當場深入探究事發原委與確認矯正

預防方法之有效性。由此可知，TFDA 
的實地查廠在短短的兩三天內，很難

全面性的去查到業者做得不盡理想之

處，主要還是要靠業者平時的自律與

自主管理。製藥作業的重要精神，就

是邊做邊寫，有記錄才算有做。但是，

除了記錄，藥廠內的每個作業者真的

都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麼嗎 ?為什麼
做件事情就要記錄？每天製藥的步驟

與檢驗的方法，真的都是照著 SOP 
標 準 作 業 程 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去進行的嗎？每個重
要的步驟都有寫在 SOP或檢驗方法的
標準書上嗎？對於藥品品質的判準依

據，對於偏差問題的科學性分析，做

為製藥業者，都具備了專業能力來面

對相關問題了嗎？進一步再問，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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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為何？因為，天底下沒有人會刻

意做錯事，然後再來隱瞞。但是，人

為什麼會明知故犯呢？抑或是因為不

夠瞭解自己的行為會對病人帶來什麼

樣的衝擊，也不清楚自己有做好藥品

品質的義務？是否可能在無知的情形

下，才未能達到官方對於製藥作業與

藥品品質的管理要求呢？

2.  義務與道德價值

一般而言，大部份的人都愛惜自

己的生命，對於會違害自己生命的事

情，多半是戒慎恐懼的。但是康德認

為，這樣維持自己生命的義務並非出

於義務，這是沒有「內在價值」的，

也不符合道德的意涵 [20]。反之，若
是一個嚴重受創、遭遇橫禍磨難的人，

在對人生完全無望，幾近失去活下去

的動力時，還能夠從逆境中克服挫折

與考驗，勇敢地延續著生命；若說這

個人活下來是出於義務的話，康德認

為這樣的行為便符合道德的意涵。進

一步地說，如果是不出自於個人之喜

好來愛惜他人的生命，而是單純從「責

任與義務」的角度來推動製藥業者應

該以病患的健康為職志；推動製藥業

者以一種本來應該如此的「義務」意

念。對病人及員工盡到尊重其生命的

義務 [21]，這樣的「義務」行為才是
具有內在價值的，而且是符合「道德」

的。例如：在清理桶槽或是製程中，

可能使用到有機溶劑或是易燃易爆的

化學品時，一定要妥善訓練並嚴格要

求員工遵守操作流程與安全指引。在

關鍵的製程或步驟，必須要有第二者

負責核對，因為，使用高危險性化學

品只要一不小心，其可能發生的化學

反應，將造成作業者健康上的危害，

嚴重者將釀成不可收拾的公共安全意

外。就算沒有人看見我們在做甚麼，

我們還是要按部就班照著 SOP或是遵
守規定落實地去做，千萬不可便宜行

事。又例如 : 在製造藥品的混合階段
中，作業人員突然發現已經混合的原

料中有不明的異物出現，這樣的異常

現象，由線上作業人員即時提出。當

無法被徹底地調查出根本原因，乃至

於無法排除異物污染產品的可能性時， 
就算是會讓公司損失一整批原料的費

用，也是要判定該批次報廢，不能繼

續做下去，因為這一批藥品的品質是

無法符合 GMP 製藥規範的要求。這就
是「義務」對於法則的敬畏所產生的

實質表現 [20]，縱使，報廢該批次與
我所愛好的事情相違背。因為，沒有

人會輕易報廢一批產品而讓公司蒙受

金錢上的損失，而且還要花時間調查

問題的根本原因，乃至於撰寫異常事

件調查報告，有些事件還需要進行風

險評估。儘管決定報廢批次將違背常

人的愛好，基於「義務」，基於「道德」

本身，還是會義無反顧地去做這樣的

決定。

那麼，製藥業者應如何實踐「善

意志」，並且盡到「尊重生命的義務」，

本文進一步提出實踐製藥道德的行為

法則有二：(1)符合普遍性的法則；(2)
落實無條件的善。

3.  實踐製藥道德應考慮的兩個法則

(1) 符合普遍性的法則
在 TFDA所公佈嚴重違反 GMP 

的事例中，最常見的是紀錄與實際操

作不相符合，或是產品品質不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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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未見詳細地調查根本原因，且

未即時通知客戶回收產品。如果把造

假或是對不合格數據視而不見這類事

情普遍化了，那麼，整個公司的文化

將墮入深淵，產品品質出問題也是遲

早會發生的事。造假情事如果普遍化，

將導致藥廠被列於嚴重違反 GMP的名
單，而且還會被公佈於 TFDA的官方
網站。若造假事件或品質問題持續地

發生，這將可能導致客戶與官方失去

對於該藥廠的信任。但是，仔細想想，

沒有一個經營者希望自己的工廠得不

到客戶與官方的信任，因此，在這裏

就會產生了自我矛盾的情況。由此可

知，造假並非是一種可以普遍化的行

為。這社會上如果所有人都在造假，

把造假當作普遍性，那麼所有人都會

受害。正因為造假是不符合道德的，

所以才無法被普遍化。而誠實、正直

等善行才是符合製藥道德所應有的行

為，才是良善的。

康德認為：「義務是出於對法則的

敬畏的一個行為之必然性」[20]。 道
德規範應該是任何情況對任何人都有

效，具有普遍性與普遍效力的 [5]。法
律是強制式的，並非自願。準則是個

人的主觀原則，而法則是客觀的。一

個人具有理性，做事才會有準則，但

準則可能因為某些條件或個人喜好而

使得做出的行為有不同的價值，所以，

準則一定要普遍化才能成為法則 [21]。
藥廠裏所謂的符合普遍性的「法則」，

本文將之稱為符合國際標準的品質系

統（Quality System），並適用於各藥廠
的品質系統所要求的 best practice的精
神。製藥品質符合國際標準或是應該

尊重員工生命的「法則」，都不會因為

個人不同的原則或行為準則而改變其

本質。因此本文主張，藥廠必須由上

而下的引導。管理者首先做為立法者、

司法者、執法者，由主管帶頭，將製

藥該做的事情，做好事前的規劃或風

險評估，這才是藥廠經營者的理性表

現。將該做的作業內容，清楚地制定

為 SOP；這些 SOP或是廠內相關的品
質系統文件，不只是管理自己廠內的

作業，而是必須能夠對應於國際製藥

的標準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透

過建立符合法則的規範與指引，讓員

工有作業準則得以依循；透過理性與

合理客觀的方法，令其自願依「法則」

行動 [22]。進一步，業者或主管應該
讓所有員工瞭解，每一個人就是法則

的執行者，每一個人也是自己的管理

者，讓藥廠成為一個實踐道德的場域。

如果在執行的過程中，遇到國際法規

的更新，或是發現 SOP的內容有錯，
應該要立即更新內容，讓所有作業者

得以依循。主管對於重複發生的錯誤，

或是一再做錯的人員，應該了解根本

原因，即時引導或糾正。對於新進人

員，一開始就應明確地說明公司的品

質精神及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而雇

主應有保護員工的決心，落實品質管

制與職業安全衛生的相關規定。全廠

每一個人都能在遵循道德的原則下，

發自內心，誠實、正直、正確地把每

天的工作做好。

(2) 落實無條件的善
什麼是無條件的善 ? 製藥業者應

該瞭解，將藥品品質做好以及注重員

工的安全與健康，是雇主應盡的義務。

所有的製藥人員，不是因為銷售量或

是好名聲才把事情做好，而是把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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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時時放在心上，這是最基本的

道德觀念。無論是雇主或員工，對於

落實維護職場免於職業傷害與製造高

品質的藥品，純粹是盡應盡的義務而

已。這樣的信念，一開始可能不是全

廠人員都能具備；但是，這是必要的

善意志的實踐，是沒有條件的善。無

條件的善是一種定言令式，不會因個

人的欲求好惡而有所揀擇 [20,24]。製
藥業者若能將無條件的善做為企業精

神，從每天的工作細節中去要求，大

家一起練習著落實「善意志」。從個人

的原則、準則到普遍性法則的遵守，

讓道德在處理偏差事件時發聲，讓善

的意志在製造流程中延續。如果要能

時時喚起大家本有的那份「善意志」，

在每天的作業中善盡自己的「義務」，

就需要仰賴藥廠經營者或主管們，自

己先對「尊重生命」這個觀念有所體

會。藥品是治病救人的，不是拿來害

人的，品保與品管部門對於檢驗結果

應當尊重科學數據，應遵守法則，不

可以挑揀數據。產品放行人員更不能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品質有疑慮的

產品放行。同樣地，工作場所有任何

安全疑慮時，都應以員工的安全為優

先考量。機器設備或製藥過程中可能

對員工造成安全或健康上的危害時，

雇主應當要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應即

刻改善作業環境與設施設備。藥廠裏

需要有職業道德的雇主，打從內心認

同「職業道德」是需要「理性」的支

持與不斷地養成習慣，各部門攜手努

力，上行下效，才能達成的企業文化。

雖然，「善意志」在實踐上有一定的

困難度，但是，當我們遇到困難時，

需要有經營者的支持，需要有夥伴們

的共識與強大的意志力去約束自己，

讓自己不會被情緒戰勝了善的意志。

大家應該要經常思考「怎麼做對病患

/員工才是好的？」、「我的責任是什
麼？」。當這類的問題意識，能夠落實

於現場製造或檢驗等基礎人員的日常

作業中；當這樣的自我要求，能夠在

高階主管乃至經營者決策時發揮影響

力，其所彰顯出來的應該是一個重視

自己每天所作所為，並尊重病患用藥

與員工生命安全的企業文化，也就是

一個符合「自律」與「利他」的企業。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張，只要一旦走入製藥業，

就是一個走向面對處理偏差、進行風

險評估、持續提升品質管理的一種存

在。在業者面對偏差或異常狀況的處

理時，便不可避免地面對道德的問題。

善與理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但是每

一個人的意志不會只有善的。情緒和

錯誤的判斷有時候會戰勝善理性，而

使得善意志無法彰顯，無法進而付諸

行動。從康德「義務論」的立場來看，

實踐「善意志」，是要經過一番努力與

掙扎的。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來回拉

距後，其所做出的善行，是極具有道

德價值的。基於理性，透過意志，將

與「理性」相應的目的自身付諸於行

動時，這樣的人，是最受康德所推崇

的。若作為一個製藥業者或從業人員，

在例行作業中所遇到的品質管理與職

業安全等相關問題時，正是落實「實

踐理性」、反應出「因為義務而盡義務」

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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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張製藥道德的實踐絕對可

能，應該從建立「符合普遍性法則」

做起，把該說的話先說清楚，該訂的

規矩先立明白。無論是檢驗方法、產

品規格、確效驗證或製造流程等標準，

都將之訂定規範管理。在內在價值的

開發上，藥廠經營者將「落實無條件

的善」做為管理的品質精神。對員工

的訓練，除了給予明確的方向和文件

的依據，更應指向人本來就應該無條

件地尊重生命，將做好藥品品質視為

尊重生命應盡的「義務」。藥品品質的

客觀標準就是要符合各國法規的規定，

不應依個人的偏好而有所改變。製藥

業者所應做到的，是落實符合普遍性

法則的管理系統；是打從內心對生命

的尊重，進而實踐善意志。製藥作業

是該怎麼做就應該照做，沒有為了圖

方便而打折扣的餘地；規格、參數是

多少，就必須在制定的範圍內。從康

德的「義務論」來看，其所帶給製藥

業者的不是嚴格的限制與絕對的要求，

反而是強而有力的支持。

在追求藥廠成為一個實踐道德的

場域過程中，需要經營者的領導及全

體員工共同遵循品質系統管理及職業

安全衛生的良好實務準則與法則，再

漸漸形成企業文化。此與「國家標準

CNS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 2個核心管理項目「最高管理階層
的領導」及「工作者之參與」是一致

的，建議業者依據 CNS 45001落實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以提升工作場

所職業安全衛生水準，保護員工的身

心健康。

現代的管理系統多數以「規劃 -
執行 -查核 -改善」(PDCA)循環管理

模式運作，透過重複執行 PDCA步驟，
持續查核與發現問題並及時採取糾正

措施，以達到管理成效。建議製藥業

者可考量將品質、環境與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整合，以利減少各管理系

統間之重複作業，增進稽核效率，並

提升企業管理品質。

綜上所論，從「理性」到「善意志」

所啟動的各項「義務」行為，恰好符

合製藥道德應有的表現，並助於提升

藥廠整體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的實際

作為，進一步生產出品質一致且安全

有效的藥品，這正是有利於世人健康

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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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ork Ethics and 

Enhancing Staff Management

Jocelyn Wu-P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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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ation of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the duty of all those involved, 
from entry-level employees through to executive management. It requires people 
to constantly ask themselves "What I should do?"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ness, 
consistency and safety of medicine quality, and to provide a safe workplace for the 
workers. The operations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otential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pharmaceutical plant are studied. Based on Kant's Deontolog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Good Will” o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code 
of ethics. What are the obligations for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 daily management, 
how to guide employees to abide by the GMP standards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s? How to let “Reason” and “Good Will” overcome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subsequently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tha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hould perform? 
Finally, the ethical problems that the management team and workers may face are 
discussed, and the suggestion and directions are provided.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all behaviors complied with "obligation" are inspired by “Reason”. These behaviors are 
just in line with the moralit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ork ethics, and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s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in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Eventually, integrate Kant’s unconditional “Good Will” into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ork ethics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sure, a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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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稿方式：來稿電子檔請 mail至 doshe@mail.ilosh.gov.tw，併附作者簽名之著作

權讓與書 pdf掃描檔正本，寄至新北市汐止區 22143橫科路 4 07巷 99號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編輯部。 

3.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

件；如涉及使用脊椎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計畫者，請檢附業務所屬機構動物實驗

管理小組審議認可之文件，以落實實驗動物之人道管理。 

4.著作權讓與：刊登之文稿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登後，其著作權

即讓與給「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

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權利。 

5.本所並得根據編輯委員之建議刪改稿件，不願者請聲明。本刊文稿之作者，對論

文之內容及同意發表權之取得，負全部之責任。 

112



113
 1 

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季季刊刊稿稿約約 
108.03.21修修訂訂 

 

一一、、刊刊物物特特色色 

中華民國 82年 3月創刊，原名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104年 1月 1日改為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為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學術期刊，每年出版 4

期，全年徵稿。冀望藉由本刊物的出版，提供學者專家、政府單位與事業單位，

作為資料查詢、研究創新、法令修改之參考。 

 

二二、、稿稿件件類類別別及及篇篇幅幅 

1.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使用科學方法觀察事實，經測量、整理與分析的步；

或使用理論分析方法，針對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原創且具學術理論貢獻性之

稿件(20,000字以內)。 

2.綜論(review article)：針對特性主題進行廣泛且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評論，所撰寫之

稿件(20,000字以內)。 

3.實務(practice article)或案例報告(Case Report)：深入探討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實務

議題、或就特定事件發生原因及產生結果，作科學性的討論與分析，所撰寫之

稿件(15,000字以內)。 

 

三三、、投投稿稿方方式式 

1.本刊接受中、英文投稿，投稿文章以未經其它期刊發表者為限。 

2.投稿方式：來稿電子檔請 mail至 doshe@mail.ilosh.gov.tw，併附作者簽名之著作

權讓與書 pdf掃描檔正本，寄至新北市汐止區 22143橫科路 4 07巷 99號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編輯部。 

3.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

件；如涉及使用脊椎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計畫者，請檢附業務所屬機構動物實驗

管理小組審議認可之文件，以落實實驗動物之人道管理。 

4.著作權讓與：刊登之文稿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登後，其著作權

即讓與給「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

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權利。 

5.本所並得根據編輯委員之建議刪改稿件，不願者請聲明。本刊文稿之作者，對論

文之內容及同意發表權之取得，負全部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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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製稿之第一次校對由作者負責。印製完成時，本所將寄 20本免費之抽印本予

通訊作者。若需要加印，超過部分，每份酌收 50元。 

 

四四、、審審查查方方式式 

1..收到來稿後先做形式審查，如有未符合者，本刊將在說明後請投稿人加以補正。 

2.形式審查後，由編輯委員會邀請兩位相關領域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如果兩位審查

委員意見相左，編輯委員會將另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加入審查，以決定刊登與否。 

 

五五、、文文章章格格式式：： 

稿件請按下列格式分頁繕打，並編頁碼。 

1.第一頁：只列中英文標題、作者及服務單位。 

(1)中文標題以 20字以內為原則，英文標題以 40個字母以內為原則，標題除介詞、

冠詞或連接詞外，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寫；英文標題應與中文標題相符。 

(2)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請寫全名，先名後姓，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如

Tung-Sheng Shih）。 

(3)作者所屬學校或單位之中英文名稱，請填寫全銜（如作者所屬單位不同，請在

姓名後用 1,2表示，並表示單位名稱）。 
        1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New Heaven, Connecticut, USA. 

(4)通訊作者之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電話、傳真及

電子郵件信箱。 

2.第二頁：中文或英文標題、中文摘要（以中文投稿者）或英文摘要（以英文投稿

者）、關鍵詞（Keywords）。 

(1)摘要內容請摘述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等之重點。 

(2)應盡量避免於標題及摘要中使用縮寫字（詞）；如需使用，翻譯之專有名詞的

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需拼出全文，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寫，如腕道症候群

（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翻譯之非專有名詞的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亦

需拼出全文，但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不需大寫。 

(3)中文摘要以 500字為原則，並附關鍵詞 3至 5個。 

(4)英文摘要以 300字為原則，並附關鍵詞 3至 5個（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如

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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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頁：英文或中文標題、英文摘要（以中文投稿者）或中文摘要（以英文投稿

者）、關鍵詞（Keywords）：須配合第二頁的內容打字。 

4.第四頁以後：本文（緒言、方法或案例分析、結果、討論）、誌謝、參考文獻及

圖表。 

(1)本文之編碼方式如下：1.、（1）、A.、（A）、a.、（a）。 

(2)需以斜體字、畫底線方式印刷的詞句，請在該詞句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無法

以打字呈現之特殊符號，請直接書寫，並在該處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 

(3)翻譯之專有名詞的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需拼出全文，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

寫，如腕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翻譯之非專有名詞於第一

次出現時亦需拼出全文，但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小寫。 

(4)數字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書寫；同一項目之有效位數需統一；度量衡單位一律用

國際單位系統符號；相關係數請取至小數點後 4位。 

(5)化學藥品、儀器及設備寫法之範例如下： 

cholesterol（99+%, Sigma Chemical Co., St Louis, MO） 

CCD camera (SPOT 2, Diagnostic instruments Inc., USA) 

(6)方程式之編號以(1)，(2)…為序，中文稿以式(1)稱之，英文稿以 Equation(1)稱

之。 

(7)圖表以各 5個以內為原則，編號以 1,2…為序，中文稿以圖 1、表 1表示，英

文稿則 Figure 1、Table 1稱之。請儘量提供白紙黑字清晰之圖表於 A4紙上。

圖之高度約 8cm，圖內文字請用打字，文字高度以 2mm 以上為原則，所有圖

表之座標、單位表示方式須一致，圖表內所含文字應與文稿一致，統一用中文

或英文。圖表之說明文字，表位於上方，圖位於下方。 

5.勞動政策類文章得採同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時，如緊接上一註解引

用，則使用「同前註」，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如其間隔有其他註解，則

註明作者及「同前註 xx」，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 

(1)中、日文引註格式：摘要內容請摘述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等之重點。 

A.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B.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期刊名卷期數，出版年月，頁碼。 

C.學位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出版

年月，頁碼。 

D.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所載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E.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日期，頁碼。 

F.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號。 

G.法律條文：勞動基準法第○條第○項第○款：「○○○○」。 

H.行政函示：勞動部（105）勞動條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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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頁：英文或中文標題、英文摘要（以中文投稿者）或中文摘要（以英文投稿

者）、關鍵詞（Keywords）：須配合第二頁的內容打字。 

4.第四頁以後：本文（緒言、方法或案例分析、結果、討論）、誌謝、參考文獻及

圖表。 

(1)本文之編碼方式如下：1.、（1）、A.、（A）、a.、（a）。 

(2)需以斜體字、畫底線方式印刷的詞句，請在該詞句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無法

以打字呈現之特殊符號，請直接書寫，並在該處左方空白處特別註明。 

(3)翻譯之專有名詞的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需拼出全文，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大

寫，如腕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翻譯之非專有名詞於第一

次出現時亦需拼出全文，但各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為小寫。 

(4)數字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書寫；同一項目之有效位數需統一；度量衡單位一律用

國際單位系統符號；相關係數請取至小數點後 4位。 

(5)化學藥品、儀器及設備寫法之範例如下： 

cholesterol（99+%, Sigma Chemical Co., St Louis, MO） 

CCD camera (SPOT 2, Diagnostic instruments Inc., USA) 

(6)方程式之編號以(1)，(2)…為序，中文稿以式(1)稱之，英文稿以 Equation(1)稱

之。 

(7)圖表以各 5個以內為原則，編號以 1,2…為序，中文稿以圖 1、表 1表示，英

文稿則 Figure 1、Table 1稱之。請儘量提供白紙黑字清晰之圖表於 A4紙上。

圖之高度約 8cm，圖內文字請用打字，文字高度以 2mm 以上為原則，所有圖

表之座標、單位表示方式須一致，圖表內所含文字應與文稿一致，統一用中文

或英文。圖表之說明文字，表位於上方，圖位於下方。 

5.勞動政策類文章得採同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時，如緊接上一註解引

用，則使用「同前註」，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如其間隔有其他註解，則

註明作者及「同前註 xx」，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 

(1)中、日文引註格式：摘要內容請摘述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等之重點。 

A.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B.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期刊名卷期數，出版年月，頁碼。 

C.學位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出版

年月，頁碼。 

D.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所載書名，出版者，出版年月，頁碼。 

E.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日期，頁碼。 

F.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號。 

G.法律條文：勞動基準法第○條第○項第○款：「○○○○」。 

H.行政函示：勞動部（105）勞動條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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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法院判決：行政法院 83 年判字第 56 號，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 14 輯，頁

966。 

J.法院決議：85年度第 12次刑事庭決議。85年 7月 2日，最高法院刑事庭決

議彙編○卷○期，○年。 

(2)其他外文引註格式：請依各該國學術慣例。書籍、論文請註明作者、論文或專

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稱及卷期數）、出版資訊、頁數及年代等。例如： 

A.書籍：（英）Francis Rose, Company Law 38 (5th ed. 2001). 

（德）Götz Hueck, Gesellschaftsrecht, 19 Aufl., München 

B.期刊：（英）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733, 73738(1964). 

（德）Helge Gondesen, Rechtliche Aspekte desManagement BuyOut,WM 

1989,201. 

6.參考文獻撰寫格式以英文為主，按文中出現之先後次序連續排列（編號以 1,2…

為序），於本文引用句後方以阿拉伯數字置於[ ]括弧內註記。文內引用時，如作

者為 2名以下，姓氏同時列出，若 3名以上時，限引用第 1作者，加上 et al.（等

人）代替；尚在投稿中或只提供網址資訊的文獻，不得引用；期刊應書寫全名，

格式如下： 

(1)期刊 

A.標準期刊 
中文例（作者：篇名。刊物名 年份；卷：頁數。） 
黃德琪、闕妙如、黃奕孝、李聯雄、石東生、鐘順輝：塗料業作業環境

污染控制工程改善實務。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012；20(1)：
136-41。 
英文例（作者. 篇名. 刊物名 年份; 卷: 頁數.） 
Vega KJ, Pina I, Krevsky B. Heart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pancreatobiliary disea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1996; 124: 980-3. 

B.超過 6位作者 
Parkin DM, Clayton D, Black RJ, Masuyer E, Friedl HP, Ivanov E, et al. 
Childhood leukaemia in Europe after Chernobyl: 5 year follow-up.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1996; 73: 1006-12. 

C.以機關為作者 
The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linical exercise stress 
testing. Safety and performance guideline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996; 
164: 282-4. 

D.作者無記名 

 5 

Anonymous. Cancer in South Africa [editorial].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4; 84: 15. 

E.引用雜誌附冊 
Shen HM, Zhang QF. Risk assessment of nickel carcinogenicity and 
occupational lung cancer.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 1994; 102 Suppl 1: 
275-82. 

(2)單行本 

A.有作者 
中文例（作者：書名。版次，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份。） 
郭育良等：職業病概論。四版，台灣省台北市，華杏出版社；2012。 
英文例（author. Title. 版次. 發行地名. 出版社名; 年份.） 

B.以編輯者為著者 
Norman IJ, Redfern SJ, editors.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6. 

C.以機關為作者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the Medicaid program.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1992. 

D.引用某章節時 
Phillips SJ, Whisnant JP. Hypertension and stroke. In: Laragh JH, Brenner 
BM, editors. Hypertension: pathophysiology,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2nd ed. New York: Raven Press; 1995. p. 465-78. 

E.會議或研討會專輯 
Kimura J, Shibasaki H, editors. Rec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MG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95 Oct 15-19; Kyoto, Japan. Amsterdam: Elsevier; 1996. 

學位論文 
Kaplan SJ. Post-hospital home health care: the elderly’s access and utilization 
[dissertation]. St. Louis (MO): Washington Univ.; 1995. 

(3)其它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請逕參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 

New Engl J Med 1997;336:309-15. (Available from: URL: http://www.icmj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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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法院判決：行政法院 83 年判字第 56 號，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 14 輯，頁

966。 

J.法院決議：85年度第 12次刑事庭決議。85年 7月 2日，最高法院刑事庭決

議彙編○卷○期，○年。 

(2)其他外文引註格式：請依各該國學術慣例。書籍、論文請註明作者、論文或專

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稱及卷期數）、出版資訊、頁數及年代等。例如： 

A.書籍：（英）Francis Rose, Company Law 38 (5th ed. 2001). 

（德）Götz Hueck, Gesellschaftsrecht, 19 Aufl., München 

B.期刊：（英）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733, 73738(1964). 

（德）Helge Gondesen, Rechtliche Aspekte desManagement BuyOut,WM 

1989,201. 

6.參考文獻撰寫格式以英文為主，按文中出現之先後次序連續排列（編號以 1,2…

為序），於本文引用句後方以阿拉伯數字置於[ ]括弧內註記。文內引用時，如作

者為 2名以下，姓氏同時列出，若 3名以上時，限引用第 1作者，加上 et al.（等

人）代替；尚在投稿中或只提供網址資訊的文獻，不得引用；期刊應書寫全名，

格式如下： 

(1)期刊 

A.標準期刊 
中文例（作者：篇名。刊物名 年份；卷：頁數。） 
黃德琪、闕妙如、黃奕孝、李聯雄、石東生、鐘順輝：塗料業作業環境

污染控制工程改善實務。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012；20(1)：
136-41。 
英文例（作者. 篇名. 刊物名 年份; 卷: 頁數.） 
Vega KJ, Pina I, Krevsky B. Heart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pancreatobiliary disea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1996; 124: 980-3. 

B.超過 6位作者 
Parkin DM, Clayton D, Black RJ, Masuyer E, Friedl HP, Ivanov E, et al. 
Childhood leukaemia in Europe after Chernobyl: 5 year follow-up.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1996; 73: 1006-12. 

C.以機關為作者 
The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linical exercise stress 
testing. Safety and performance guideline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996; 
164: 282-4. 

D.作者無記名 

 5 

Anonymous. Cancer in South Africa [editorial].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4; 84: 15. 

E.引用雜誌附冊 
Shen HM, Zhang QF. Risk assessment of nickel carcinogenicity and 
occupational lung cancer.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 1994; 102 Suppl 1: 
275-82. 

(2)單行本 

A.有作者 
中文例（作者：書名。版次，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份。） 
郭育良等：職業病概論。四版，台灣省台北市，華杏出版社；2012。 
英文例（author. Title. 版次. 發行地名. 出版社名; 年份.） 

B.以編輯者為著者 
Norman IJ, Redfern SJ, editors.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6. 

C.以機關為作者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the Medicaid program.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1992. 

D.引用某章節時 
Phillips SJ, Whisnant JP. Hypertension and stroke. In: Laragh JH, Brenner 
BM, editors. Hypertension: pathophysiology,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2nd ed. New York: Raven Press; 1995. p. 465-78. 

E.會議或研討會專輯 
Kimura J, Shibasaki H, editors. Rec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MG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95 Oct 15-19; Kyoto, Japan. Amsterdam: Elsevier; 1996. 

學位論文 
Kaplan SJ. Post-hospital home health care: the elderly’s access and utilization 
[dissertation]. St. Louis (MO): Washington Univ.; 1995. 

(3)其它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請逕參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 

New Engl J Med 1997;336:309-15. (Available from: URL: http://www.icmj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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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季季刊刊著著作作權權讓讓與與書書 

以下簽名立書著作人已徵得其他共同著作人同意，將發表於「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季刊」之著作 
篇名：                                                       

                                                                
稿件領域 

□勞動市場       □勞動關係 

□職業安全       □職業衛生     □職業危害評估 
稿件類別 
□A.科普文章 
□產業焦點  
□法規動態 
□研究綜論 

□B.學術論文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  
□綜論(review article)  
□實務(practice article)或案例報告(case report) 

□專業瞭望 

著作財產權讓與給「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

結出版、教學及網站等個人使用之權利，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使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

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若因審稿、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

著作人同意視為相同著作，不影響本讓與書之效力。 
 
本篇列名之所有著作者皆為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並能負責修改、校對與審查討

論之工作，所有簽章之著作者亦均已同意投稿論文之內容及結論。本稿件的審查

意見回覆表，均由通訊作者確認並簽名。 
 
是是否否同同意意授授權權由由本本期期刊刊編編輯輯部部進進行行稿稿件件英英譯譯，，並並以以中中英英文文刊刊登登？？□□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意意 
 
立書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立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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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辦辦法法 

 

一一、、目目的的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

國內研究人員與大專院校師生從事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結

合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致力於改善勞工工作環境、減少職業傷

病、促進身心健康、提昇勞動關係與勞動品質、健全勞動政策體

系等，並增進社會各界對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之瞭解與交

流，特訂定本辦法。 
 

二二、、申申請請資資格格 

1.過去 3年內（即前 3年 1月至 12月）於「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季刊」接受刊登並已出版之論文，申請人須為論文之第 1

作者（如為共同第 1作者，則以排序第 1位為代表）。 

2.每位申請人每次至多送審 1 篇，申請之論文限於國內所作之研

究，且未獲其他獎助。 

3.曾獲本獎者，3年內不得再提申請，且同篇論文僅限獎勵 1次。 
 

三三、、申申請請程程序序與與送送審審文文件件 

1.申請人應於每年 3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 

2.申請表正本 1份（申請表格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3.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檢附刊登證明）。 

4.提供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以及被政策參採情形之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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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上述文件併同電子檔光碟（含申請表、論文、刊登證明、學術

引用與政策參採之佐證資料）寄至本所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 
 

四四、、評評審審程程序序 

1.由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編輯會議依據稿件領域邀請相

關委員進行評審後推薦獲獎名單。申請人、申請人之指導教授

或共同作者，不得為本獎評審委員。 

2.評分標準：學術表現（70%）、政策參採（30%）。若無論文達獎

勵標準（總分低於 70分）時，得以「從缺」處理。 
 

五五、、獎獎勵勵名名額額與與方方式式  

1.分為「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領域，各設置

「金質獎」乙名與「銀質獎」乙名，實際獎勵名額本所有權視

情況修訂之。 

2.獲獎人受邀於全國性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或本所舉

辦之成果發表會中接受公開表揚，頒發獎狀乙紙與獎牌(座)，

並以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論文。若缺席參與發表，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六、、本本辦辦法法簽簽奉奉所所長長核核定定後後實實施施，，修修正正時時亦亦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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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申申請請表表 

 

申 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論文資訊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作者名單 
 

（按刊登之原排序） 

出版年月       年      月       

出版卷期       卷      期       

甄選領域 勞動政策  職業安全   職業衛生 

申請文件 

(備妥請) 

 申請表正本 1份 

 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 

 論文刊登證明 1份 

 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佐證資料 1份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申請表

申請人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論文資訊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作者單位 （按刊登之原排序）

出版年月 年        月

出版卷期 卷        期

甄選領域 ▢ 勞動政策     ▢ 職業安全    ▢ 職業衛生

申請文件
（備妥請✓）

申請表正本 1份

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

論文刊登證明 1份

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佐證資料 1份

論文被政策參採情形佐證資料 1份

上述文件併同電子光碟 1張

申請人聲明

1.本人已詳閱「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辦法」，且本人 3年內未曾獲得此獎
2. 甄選論文屬於國內所作之研究，且未曾獲得此獎或其他獎助

申請人簽章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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