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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健康管理與促進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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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夜班勞工今年起強制健檢  
費用由僱主埋單       2018/01/04  

 長期夜班工作勞工如保全
護理師、超商店員、生產
線勞工等，易發生疲勞、
睡眠障礙、心血管疾病負
擔等，勞動部職安署明天
將正式公告實施新規定，
要求僱主對今年起對長期
夜班勞工強制額外健康檢
查，包括血液、尿液、心
電圖等，費用全由僱主埋
單，推估有40萬名勞工受
惠，若僱主未如期完成可
處3萬到15萬元罰鍰。 

晚上10時至早上6時定義為「夜間」，只要在此區間工作3小時以上，累積每年有6個月
以上者，視為長期夜間工作；另每年夜間工作時數累計達700小時也視為長期夜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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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指對可能為罹患職業病之高風險群勞

工，或基於疑似職業病及本土流行病

學調查之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要求其雇主對特定勞工施行必

要項目之臨時性檢查。   

  

 

   

  

  

長期夜間工作者之健康檢查 

特定對象:長期夜間工作者 

工作日數：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區

間工作3小時以上之工作日數，達當

月工作日數1/2，且有6個月以上。

(含不連續單月) 

工作時數：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

工作時數，累計達700小時以上。 

 

  

 

   

  

  

為何僅2年？ 
還需做一般健檢？ 
勞保局有補助？ 

http://www.iosh.gov.tw/netbook/labsbook/labsboo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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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 指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
主應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之特定對象 

• 為使雇主能重視長期夜間工作者的工作安排與健康
管理，同時蒐集本土性資料，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
防政策的參考，勞動部於本(107)年1月5日公告「指
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主應施行特定項目健康
檢查之特定對象」。 

• 長期夜間工作的適用情形，分為工作日數及時數兩
種， 所謂夜間工作是指在晚上10點至清晨6點間從
事工作。 

• 所指定的特定對象為全年度夜間工作時數累積達
700小時以上，或每月在夜間工作達3小時的日數佔
當月工作日的1/2，且全年度有6個月以上者。 

 

 

保全、護理師、超商店
員、生產線勞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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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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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安法第20條：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
施行下列健康檢查：1.一般健康檢查。2.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
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 細則第27條   體格檢查，指於僱用勞工時，為識別勞工工作適
性，考量其是否有不適合作業之疾病所實施之身體檢查。 

• 在職勞工應施行之健康檢查如下： 
• 1.一般健康檢查：指雇主對在職勞工，為發現健康有無異常，以提供適當健

康指導、適性配工等健康管理措施，依其年齡於一定期間或變更其工作時
所實施者。 

• 2.特殊健康檢查：指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為發現健康有無異常，
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適性配工及實施分級管理等健康管理措施，依其作
業危害性，於一定期間或變更其工作時所實施者。 

• 3.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指對可能為罹患職業病之高風險群勞工，
或基於疑似職業病及本土流行病學調查之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要求其雇主對特定勞工施行必要項目之臨時性檢查。 (衛師103-3) 
 

 
 

 

定期實施之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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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 

一般健康檢查：指雇主對在職勞工，為發現健康有無異
常，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適性配工等健康管理措施，
依其年齡，於定期或變更其作業時，所實施者。 

2.特殊健康檢查：指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
為發現健康有無異常，以提供適當健康指導、適性配工
及實施分級管理等健康管理措施，依其作業危害性，於
定期或變更其作業時，所實施者。 

(一)目的(92;95年) 

1.評估環境管理之效果 

2.早期診斷職業病，並改善作業環境 

3.有助於鑑定感受性高的勞工 

4.使有病之勞工及早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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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一般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表 

體格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項目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
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
色力、聽力、血壓及身體各系
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
(ALT)、肌酸酐(creatinine)、
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
查。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
力、聽力、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
部位之理學檢查。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
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三
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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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類：分為一般及特殊健康檢查 

10 

• 1.一般健康檢查(規則第11條) 

• *對象：在職勞工(含一般工作勞工及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勞工) ，即所有勞工均需實施。 

• *項目：依附表八。 

• *定期檢查期限(94) 

• (1) 年滿65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 (2) 年滿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每3年檢查一次。 

• (3) 未滿40歲者，每5年檢查一次。 

• 檢查紀錄至少保存七年。但經檢查為先天性辨色力異
常者，得免再實施辨色力檢查。 



2019/3/25 

6 

• 附表一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增列項目 
 

• 1.溴丙烷：基於流行病學之研究與實際案例，因暴露於
溴丙烷導致神經系統病變，爰增列溴丙烷為特別危害健
康之作業。 

• 2. 1,3-丁二烯作業：依流行病學研究與國內實際案例，
因暴露於1,3-丁二烯作業環境，導致白血病或淋巴癌。 

• 3.甲醛：依流行病學研究與國內實際案例，因暴露於甲
醛之作業環境，易導致鼻咽癌及呼吸系統疾病。 

• 4.銦及其化合物：依流行病學研究與國內實際案例，因
暴露於銦及其化合物作業環境，易導致肺部損傷。 

• 且該等類別疾病已增列為勞保職業病給付項目，爰將
1,3-丁二烯、甲醛、銦及其化合物增列為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 

11 

12 

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  

一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二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三 游離輻射作業。 

四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異常氣壓作業。 

五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鉛作業。 

六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四烷基鉛作業。 

七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八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稱之下列有機溶劑作業： 
(一)1，1，2，2-四氯乙烷。 
(二)四氯化碳。 
(三)二硫化碳。 
(四)三氯乙烯。 
(五)四氯乙烯。 
(六)二甲基甲醯胺。 
(七)正己烷。 

（勞保局補助健檢費用～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 

加保年資連續滿一年者，投保
單位或被保險人得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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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特定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苯為體積比）超過1％之混合物之作業： 
(一)聯苯胺及其鹽類。             (二)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三)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四)β-萘胺及其鹽類。 
(五)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六)α-萘胺及其鹽類。 
(七)鈹及其化合物（鈹合金時，以鈹之重量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 
(八)氯乙烯。                     (九)2，4-二異氰酸甲苯或2，6-二異氰酸甲苯。 
(十)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       (十一)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十二)苯。                       (十三)石綿。 
(十四)鉻酸及其鹽類。             (十五)砷及其化合物。 
(十六)鎘及其化合物。             (十七)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十八)乙基汞化合物。            (十九)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二十)鎳及其化合物 。            (二十一)甲醛。 

十 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十一 聯吡啶或巴拉刈之製造作業。 

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作業： 
(一)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化學物質或其重量比超過5％之混合物之作業： 
1.溴丙烷。 
2.1,3-丁二烯。 
3.銦及其化合物。 

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 【續】  

13 

特定檢驗項目僅能於指定之檢驗機構辦理 

增訂項目自108.01.01施行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1141/12243/12244/ 

• 一、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
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 二、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
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
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 三、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
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
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
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 四、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
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
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14 

健康管理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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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管理，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
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
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並應由醫師註
明臨床診斷。 

• 屬於第二級管理者，應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
第三級管理以上者，應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
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
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
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通報；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
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
管理措施。 

• 前項健康追蹤檢查 紀錄，依第十條之一規 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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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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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名稱 應考量不適合從事作業之疾病 

高溫作業 
高血壓、心臟病、呼吸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
無汗症、腎臟疾病、廣泛性皮膚疾病。【中暑、熱痙
攣、熱衰竭】 

低溫作業 

高血壓、風濕症、支氣管炎、腎臟疾病、心臟病、周
邊循環系統疾病、寒冷性蕁麻疹、寒冷血色素尿症、
內分泌系統疾病、、神經肌肉系統疾病、膠原性疾病。
【凍傷、凍瘡】 

噪音作業 心血管疾病、聽力異常。【聽力損失】 

振動作業 
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周邊循環系統疾病、骨骼肌肉系
統疾病。【白(指)手病】 

精密作業 矯正後視力○.八以下或其他嚴重之眼睛疾病。 

游離輻射
作業 

血液疾病、內分泌疾病、精神與神經異常、眼睛疾病、
惡性腫瘤。【造血功能貧血、染色體突變白血病(血
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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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服務辦理事項-1  

17 

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健康管理及資料保存。 

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辦理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辦理未滿十八歲勞工、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勞工、職業傷病

勞工與職業健康相關高風險勞工之評估及個案管理。 

職業衛生或職業健康之相關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勞工之健康教育、衛生指導、身心健康保護、健康促進等措施

之策劃及實施。 

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工健康服務之建議。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涉及個資法 

醫護人員需執登及支援報備否？ 

勞工健康服務辦理事項-2  

18 

前條所定臨場服務事項，事業單位依第3條或第5條規

定僱用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辦理者，應依

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及性質，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據

以執行；依第3條或第4條規定以特約護理人員或勞工健

康服務相關人員辦理者，其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得以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 

事業單位對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應比照事業單位勞工，提供前條所定臨場服務。

但當事人不願提供個人健康資料及書面同意者，以前條

第五款至第八款規定事項為限。 

 遵守個資
法之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07.7.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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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服務辦理事項-3  

19 

為辦理臨場服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務相

關人員配合職業安全衛生、人力資源管理及相關部門人

員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內部影響勞工身

心健康之危害因子，並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 

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採取必要之預防

及健康促進措施。 

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

建議。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20 
一、作業場所基本資料 

部門名稱： 

作業人員 □行政人員：男    人；女   人； 
□現場操作人員：男    人；女   人 

作業類別與人數 □一般作業：人數 ：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類別：        人數：         

二、作業場所與勞動條件概況：工作流程(製程)、工作型態與時間、人員及危害特性概述 
  

三、臨場健康服務執行情形（本規則第10條至第12條事項）：  

四、改善及建議採行措施： 

五、執行人員及日期（僅就當次實際執行者簽章） 
□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簽章____________ 
□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簽章____________ 
□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簽章____________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簽章____________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簽章___________ 
□其他，部門名稱_________，職稱________，簽章________ 
                           執行日期：__年__月__日 
                           時間：  時  分 迄   時  分 
  

紀錄保存3年 

勞工健康服務辦理事項-4  



2019/3/25 

11 

21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主要規範醫護人員資格及健康
服務措施、勞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之項目、期限、
紀錄保存、健康管理及急救、醫療措施等事項。 

• 法源依據：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第20條第3項、第21條
第3項及第2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 

•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指本法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之作
業。 

• 第一類事業、第二類事業及第三類事業：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及其附表所定之事業。 

 

 

 醫護人員與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資格
及健康服務措施 

22 

第3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在三百人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之勞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視該場所之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 

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 

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 

辦理臨場健康服務。 

前項所定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配置之護理人員，得以特約方式 

為之： 

一、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所定非繼續性之臨時性或短期性工作勞工後，其勞 

    工總人數未達三百人。 

二、經扣除長期派駐至其他事業單位且受該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之勞工後，其勞工總人數未達三百人。 

三、其他法規已有規定應置護理人員，且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 

    人數未達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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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規定(職安法) 

• 第22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
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
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 前項職業病預防事項應配合第二十三條之安全
衛生人員辦理之。 

•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中央主管機關得
依規模、性質分階段公告。 

• 第一項有關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
勞工健康保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健康保護規則) 

 
23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在300人以上或從事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數在100人以上者，應視該場所之規模
及性質，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
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3 
 

24 

300人以上之臨場服務規定 

指包含事業單位僱用之勞工及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總數 

經扣除勞動基準法所定非繼續性之臨時性或短期性工作

勞工後，其勞工總人數未達300人。 

經扣除長期派駐至其他事業單位且受該事業單位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之勞工後，其勞工總人數未達300人。 

其他法規已有規定應置護理人員，且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作業之勞工總人數未達100人。 

得
特
約
之
情
形 

除相同場址外，尚包括非為同一地址之工作場所，但其具相
同管理體系，且地處相同、相鄰或有設施等連結關係之廠區
內；以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
管理之相同、相鄰或相連結之廠(場)址為原則認定，尚不限
於同一地址；依組織編制與管理體系，個案認定 

僅就任用方
式予以彈性，
尚非臨場服
務模式調整，
爰非以每月
服務頻率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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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具分散型工作據點之同一工作場所認定參考原則 
工作場所樣態 認定參考原則 

1.事業設有總機構（或總部辦 1. 總機構(或總部辦公室)及各地之營運服務 

公室），於全國各地設有營運 據點，若無相同地址或相鄰情形，非屬同一 

服務據點。 工作場所，各單位之勞工人數分別計算。 

※如批發零售業、餐旅業、運 2. 總機構(或總部辦公室)或各營運服務據 

輸業、不動產及租賃業、休閒 點，其同一工作場所之勞工總人數未達勞工 

服務業等。 健康保護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第 3 條或 

第 4 條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規模，應檢 

視其加總之勞工總人數是否有本規則第 5 條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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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業設有總機構，並於全國 1. 總機構及各分支機構（或分公司）或營運區 

各地設有分支機構（或分公 處，分別為不同工作場所，各單位之勞工人 

司）或營運區處，且各分支機 數分別計算。 

構（或分公司）或營運區處下 2. 各分支機構（或分公司）或營運區處下轄之 

轄各服務據點（處、站）。 各服務據點（處、站），地址均與各分支機 

※如金融保險服務業、電信 構（或分公司）或營運區處不同，且未有相 

業、電力供應業、運輸倉儲業 鄰情形，非屬同一工作場所，各服務據點 

等。 （處、站）勞工總人數分別計算。 

3. 總機構、各分支機構（或分公司）或營運區 

處及各服務據點（處、站），其同一工作場 

所之勞工總人數未達本規則第 3 條或第 4 條 

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規模，應檢視其加 

總之勞工總人數是否有本規則第 5 條之適 

用。 

 

3.事業設有總部辦公室，於全 1. 總部辦公室及各地直營店（或各區辦公 

國各地（或分區）設有直營店 室），若無相同地址或相鄰情形，非屬同一 

（或分區辦公室）；總部辦公 工作場所，各單位之勞工人數分別計算；另 

室及分區辦公室部分人員派 就總部辦公室及分區辦公室長期派駐於其 

駐於各地之其他事業單位。 他事業單位之勞工，因該服務地點尚非公司 

※如保全服務業、人力仲介 之工作場所，且其仍為公司受僱勞工，爰派 

（派遣）、電器、服飾、運動 駐於其他事業單位之勞工，仍應分別與之合 

用品及化妝品專櫃等零售業。 併計算。 

2. 總部辦公室或各地直營店（或各區辦公室） 

同一工作場所之勞工總人數，若均分別達本 

 
 規則第 3 條或第 4 條規模，應依規定僱用或 

特約醫護人員；惟若經扣除派駐至其他事業 

單位之勞工總數未達 300 人者，得依第 3 條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改以特約方式為之。 

3. 若總部辦公室或各地直營店（或各區辦公 

室）同一工作場所之勞工總人數均未達本規 

則第 3 條或第 4 條規模，應檢視其加總之勞 

工總人數是否有本規則第 5 條之適用。若適 

用者，其護理人員得依勞工分布情形，於總 

部辦公室或各地直營店（或各區辦公室）就 

近以僱用或特約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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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上運輸業設有辦公處所 1. 辦公處所及各移動式之工作場所，尚非同一 

及多個移動式之工作場所（如 工作場所，其勞工人數分別計算。 

輪船），勞工分散於各工作場 2. 倘辦公處所或移動式之工作場所，其同一工 

所作業，且需經年或常期在外 作場所之勞工總人數未達本規則第 3 條或第 

從事作業者。 4 條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規模，應檢視 

其加總之勞工總人數是否有本規則第 5 條之 

適用。 

 
註：本認定參考原則僅依事業單位常見樣態列舉，
各檢查機構於認定時，仍需 依個案事實認定。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重點-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 

(第3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

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視該

場所之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表

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置及臨

廠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

稱醫護人員），辦理臨廠健康服

務。 

前項工作場所從事特別危害健

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

者，應另僱用或特約職業醫學科

專科醫師每月臨廠服務一次，三

百人以上者，每月臨廠服務二次。

但前項醫護人員為職業醫學科專

科醫師者，不在此限。 

雇主僱用或特約前項醫護人員，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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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或特約醫師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  

31 

事業性質分類 勞工總人數 人力配置或臨場服務頻率 備註 
 
    各類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100人以

上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1次/
月 

一 勞工總人數超過  6000 

人者，每增勞工1000人，

應依下列標準增加其從

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

臨場服務頻率： 

（一）第一類：3次/月。 

（二）第二類：2次/月。 

（三）第三類：1次/月。 

二、每次臨場服務之時

間，以至少3小時以

上為原則。 

第 
一 
類 

  

300-999人 1次/月 
1000-1999人 3次/月 
2000-2999人 6次/月 
3000-3999人 9次/月 
4000-4999人 12次/月 
5000-5999人 15次/月 
6000人以上 專任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一

人或18次/月 

 
 

第
二
類 

300-999人 1次/2個月 
1000-1999人 1次/月 
2000-2999人 3次/月 
3000-3999人 5次/月 
4000-4999人 7次/月 
5000-5999人 9次/月 
6000人以上 12次/月   

第
三
類 

300-999人 1次/3個月 
1000-1999人 1次/2個月 
2000-2999人 1次/月 
3000-3999人 2次/月 
4000-4999人 3次/月 
5000-5999人 4次/月 
6000人以上 6次/月 

考量醫師落實辦理第10條至第12
條事項，實務上所須之合理時間，
事業單位若有其他特殊情形，無
法提供3小時者，將依個案事實
認定是否符合規定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在50人至299人者，應視

其規模及性質，依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辦

理臨場健康服務。      ？？ 

 

32 

50～299人事業單位之臨場服務規定 

200～299人者，自107年7月1日施行； 

100～199人者，自109年1月1日施行； 

50人～99人者，自111年1月1日施行。 

前項所定事業單位，經醫護人員評估勞工有心理或肌肉骨

骼疾病預防需求者，得特約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提供服

務；其服務頻率，得納入附表四計算。但各年度由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之總服務頻率，仍應達1/2以上。 

 

 

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指具備心理師、職能治療師或
物理治療師等資格，並經相關訓練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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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299人之事業單位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表 
33 

事業性質 

分類 
勞工總人數 

臨場服務頻率 
備註 

醫師 護理人員 

各 

類 
50-99人 1次/年 1次/月 

一 每年度之第一次臨場服務，雇

主應使醫護人員會同事業單位

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進行現場

訪視，並共同研訂年度勞工健

康服務之重點工作事項。 

二 每次臨場服務之時間，以至少

2小時以上為原則。 

第
一
類 

100-199人 4次/年 4次/月 

200-299人 6次/年 6次/月 

第
二
類 

100-199人 3次/年 3次/月 

200-299人 4次/年 4次/月 

第
三
類 

100-199人 2次/年 2次/月 

200-299人 3次/年 3次/月 

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之服
務頻率得納入 

總服務頻率
應達1/2以上 

 
兼具二、三類風險，如何計算？ 

 

34 

3000人以上事業之臨場服務規定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其與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之勞工總人數

達3000人以上者，應視其事業之分布、特性及勞工健康需求，

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綜理事業勞工之健康服務事務，規劃與

推動勞工健康服務之政策及計畫，並辦理事業勞工之臨場健康

服務，必要時得運用視訊等方式為之。但地區事業單位已依前

二條規定辦理臨場健康服務者，其勞工總人數得不併入計算。 

第3條所定事業單位或第一項所定事業，經醫護人員評估其勞

工有心理或肌肉骨骼疾病預防需求者，得僱用或特約勞工健康

服務相關人員提供服務；其僱用之人員，於勞工總人數在3000

人以上者，得納入附表三計算。但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

人員之比例，應達3/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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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000人以上事業之臨場服務規定 

事業體共計 
3,814位 

312 

205 

159 

199 

98 

285 

49 

扣除地區事業單位已
依規定辦理臨場健康
服務者，勞工總人數
3,012位，依規定需
特約或僱用醫護人員。 

所僱用或特約之護理
人員可視事業之分布、
特性及勞工健康需求
配置，不限於總機構。 

偏遠地區得運用視訊
方式辦理。 

護理人力配置 

勞工作業別 
及總人數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總人數 備註 

0-99 100-299 300以上 一 、勞工總人數超過6000
人以上者，每增加6000
人，應增加護理人員至
少1人。 

二 、事業單位設置護理人
員數達3人以上者，得
置護理主管一人。 

 
勞 
工 
總 
人 
數 

1-299 1人 

300-999 1人 1人 2人 

1000-2999 2人 2人 2人 

3000-5999 3人 3人 4人 

6000以上 4人 4人 4人 

36 

具心理或肌肉骨骼疾
病預防者，勞工健康
服務相關人員得納入，
但護理人員之比例應

達3/4以上 

107.7.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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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37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人因危害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心理危害預防計畫 

特殊作業健康監視計畫 

中高齡勞工健康促進計畫 

 未滿18歲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職業傷病勞工復工計畫 

急救應變計畫 

身心健康評估作法說明 

鄭進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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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勞動檢查注意事項 
職安署107年11月5日勞職綜4字第1071037266號函修正 
...各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之勞動檢
查(檢查重點如附錄)，應以事業單位持續就其勞工身心

健康情形進行整體性之評估及改善為檢查重點。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就個案進行調查： 

(一) 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違反勞動
法令情事者。 
(二) 事業單位經陳情、申訴、檢舉有不符
勞動法令規定。 
(三) 因職業健康調查必要，必頇就個案進
行瞭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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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 

•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
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
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
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42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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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WMDS的五大成因 

   

 

 

 

 

衝擊與振動 

不良的姿勢 

過度施力 

高重複動作 

長時間暴露 
震動與低溫 

導論 

–工作姿勢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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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工作姿勢 
• 各式各樣「代表性」機能工作姿勢 

     歸納為：三個基礎「機能工作姿勢」 

» 基礎站姿 

» 基礎坐姿 

» 其他姿勢 

 
 

機能工作姿勢 

• 以基礎站姿為例 

– 保持頭頸、軀幹的正直 

– 手的姿勢隨工作需求變化 

• 最大與最佳範圍 

• 視力與施力考量 

3% MVC                       16% 
MVC   

28% 
MVC 

33% 
MVC 

7% 
MVC   

25.5% 
MVC  

20% 
MVC   2% 

MVC   

MVC: 最大出力 

視力需求高 

物體重量重 

最
大
範
圍 

最
佳
範
圍 

中
間
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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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設計圖譜使用方式 

• 查圖-類似工作性質 

VDT STATION DESIGN 

引用自U.S. OSHA 3092 Working Safely with Video Display Terminals  P.11 

及  台科大 李永輝教授研究資料 (現任富士康人因稽核部門主管)  

1.眼距離螢幕約45-60cm 

2.眼睛高度可以落在螢幕的
正中央至螢幕的上緣之間；
且螢幕向前傾斜約10°~20°   

3.鍵盤和滑鼠的高度應使坐
姿時肩膀放鬆、手肘彎曲 

4.前臂，手腕和手大致平行
於地面。 

5.鍵盤角度應調整，以促進
手腕的中性/平位置。鍵盤
面相對於桌面的傾斜角度建
議值約為5°~12°。 

6.座椅要有腰靠、扶手 

7.椅面斜度(後仰10°~30°左
右)且高度可調 

8. 照明、溫濕度應適宜，
避免噪音干擾。 

※ 座椅最好都可調，以適合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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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的規畫流程圖 

Plan 
政策、目標、範圍對象、期程、計
畫項目、實施方法、績效考核、資
源需求  

Do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人因

性危害評估、改善方案  

 

Check 

評估改善績效  
 

Audit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實施方法 
• 傷病調查 

• 現況查詢 

• 問卷主動調查 

• 確認標的 

• 評估與改善 

• 管控追蹤 

 

 

 

   

   

實施方法 

    

○○光電 

DL3A 製造部 一課 物料搬運 作業員 

A12345A 李大仁 42 13 172 58  
 

 

 

 

 

 

肩關節曾經脫臼 9 
10 
11 

手肘無法彎曲超過45度 
下背經常感到刺痛 

可能是職業性?也可能是非職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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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部門 課/組 
作業
名稱 

職稱 
員工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資 
身高
(cm) 

體重
(kg) 

慣用
手 

職業
病 

通報
中 

 問卷
調查 

 是否
不適 

酸痛
持續
時間
(月) 

 
 

 
 

OOO OOO OOO OOO M/F 左/右  名稱 Y/N Y/N Y/N 

分 析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與管控追蹤一覽表 

症狀調查 追蹤改善情形 

頸 
上
背 

下
背 

左
肩 

右
肩 

左
手
肘/

前
臂 

右
手
肘/

前
臂 

左
手/

腕 

右
手/

手
腕 

左
臀/

大
腿 

右
臀/

大
腿 

左
膝 

右
膝 

左
腳
踝/

腳 

右
腳
踝/

腳 

因
簡
易
人
工
程
改
善 

是
否
改
善 

進階
人因
工程
改善 

是否
完成
改善 

備註 

Y/N Y/N Y/N Y/N 

      

      

      

      

        

          

大部分
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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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檢核表 的選擇 

常見肌肉骨骼傷病分析工具 
分類 評估工具 評估部位 分級 

上肢 簡易人因工程檢核
表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篩選 

Strain Index 手及手腕 II，分析 

ACGIH HAL-TLV 手 II，分析 

OCRA Checklist 上肢，大部分手 II，分析 

KIM-MHO (2012) 上肢 II，分析 

OCRA Index 上肢，大部分手 III，專家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背部 簡易人因工程檢核
表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篩選 

KIM-LHC 背 I，篩選 

KIM-PP 背 I，篩選 

NIOSH Lifting eq. 背 II，分析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全身 RULA, REBA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OWAS 背、上臂和前臂 III，專家 

EAWS 肩、頸、手肘、腕、軀幹、腿 III，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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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實施方法 
• 危害調查 

• 評估與改善 

   圖形化 

   (簡易)評估 
   進階評估 

• 改善 

• 管控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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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在不同的姿勢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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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佈置  

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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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為
避免勞工因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
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者 ，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
態及身體狀況，參照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相關指引，訂
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 規
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2  

東大正妹憂鬱過勞自殺 日電通大樓10點統一
熄燈、禁開檯燈!!!!! 
 

高橋茉莉當時每天幾乎只睡2小時，還要承受
上司的言語霸凌。（圖／翻攝自まつり推特） 

《朝日新聞》報導，畢業於
東京大學的高橋茉莉，去年4
月進入電通公司後，除高強
度的工作壓力及工時外，還
遭到上司的言語霸凌，在10
到11月間，加班時數竟高達
105小時，不管是假日、深夜
都有加班紀錄，最後受不了，
選擇在聖誕節自殺。日本
「三田勞動基準監察署」最
新報告指出，她的死與過勞
職災有直接關係，因此該公
司必須負起責任。 

自殺或過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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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鬼十則」自豪的電通

過勞記錄 

鬼十則  

「鬼十則」是日本電通公
司在1951年由第四代社長
吉田秀雄制定的工作規定，
吉田又被稱作「廣告之
鬼」，而這些「做到死」
的精神延續至今，包括 
「一旦動手，在未達目標
前，見神殺神，遇佛滅佛，
即使被殺也絕不罷休」、
「全方位留心關照，絞盡
腦汁不鬆懈、不疏忽，唯
有這樣才能稱作『服
務』」、「以狼般的饑渴
向艱難挑戰，唯有完成艱
難挑戰，人才會進步」等。  

台灣醫護天使來著．自己是病人還照顧病人．弔點
滴巡房讓網友飆淚！ 

發布日期: 2017-04-24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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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 

• 通常不從事肉體勞動的工作者，由於突發的狀況，受命令做需要
特別激烈肉體勞動的工作的情形等， 

– 不規律的工作 

– 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 經常出差的工作 

– 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 作業環境、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 …….. 

 

• 比平時的工作，時間上或數量上增加極多 

質 

量 

量的考量 

24小時 

∞ 

1 周 

長時間勞動 

加班 
1 月 

> 100 h 
6 個月 

> 45h/m 

工作時間 

2月 

 80 h/m 
 小於2-6月 

超時與加班時數的延
長，工作與發病間的
關連性也隨之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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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 個人史 

    男  未婚  出生年月日69.12.23   無不良嗜好 

     不抽菸  不喝酒  平時有食用治療痛風降血壓之藥物 

2.家族史 

   家族無重大疾病史 

3.醫療史 

   91年元月因痛風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治療，97年5

月又因痛風住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治療，並於治
療期間發現有高血壓（如談話紀錄）。 

4.職業史 

   工作內容：負責收信、發信、訪客登記、逐層到大樓巡 

邏及監看監視器（如談話紀錄）。 

   工作經歷：90年10月8日至99 年11月14日 

5.工作型態：該員未申請核定勞84-1 

A.非不規律的工作 

B.非經常出差的工作 

C.非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D.作業環境無異常溫度環境、噪音 

E.無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保全員姜○○猝死案報告 
（ ○○保全） 

99 年11月14日上午7時許罹災者姜○○到世青圓
型大樓上班，擔任大樓保全員工作，坐在西哨的
櫃檯，管制大樓人員進出。下午16時許被發現倒
臥在櫃檯內，口內有嘔吐物。經送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仁愛院區急救，於99年12月6日上午9時40分
宣告不治死亡（死亡原因：出血性腦中風）。  

• 工作時間（半年內） 
• 上班時間早上7：00至下午19:00，每

日工作時間12小時，固定早班，做4
天休1天，每月休息6天，不需輪班。 

• 5/14至6/13   正常工時176小時；延
長工時148小時。 

• 6/14至7/13   正常工時176小時；延
長工時136小時。 

• 7/14至8/13   正常工時192小時；延
長工時120小時。 

• 8/14至9/13   正常工時176小時；延
長工時160小時。 

• 9/14至10/13  正常工時176小時；延
長工時136小時。 

• 10/14至11/13 正常工時184小時；延
長工時140小時。 

• 發病當時至發病前1天期間持續工作或
遭遇 天災或火災等嚴重異常事件                
□是  否 

• 發病當時至前1天期間特別長時間過度
勞動  □是  否 

• 發病前約1週內常態性長時間勞動          
□是  否 

• 發病日至發病前1個月加班時數超過92
小時（274小時/每月） 是  □否 

• 發病日至發病前2至6個月內月平均超過
72 小時的加班時數  （254小時/每月） 

      是  □否 

• 發病日前1至6個月加班時數月平均超過
37 小時                                   

      是  □否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認定基準---

~老案使用舊表~ 

 

最高
336 時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awakening/20110301/photo-12989505608468543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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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台熱賣，曾經負
責宣傳工作的女姓經理，去年5月因工作
過勞死亡。(圖取自福斯公司電影宣傳照)  

 

• 國內發生首例因通訊軟體加班過勞死的案
例，北市勞檢處透露，該名女性員工是在
電影公司擔任業務部經理，曾經負責過知
名導演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宣傳工作，經查證各項資料，發現確實超
時工作情況嚴重，北市勞動局已針對該公
司開罰2萬元。 

• 據蘋果日報報導，北市勞檢處昨日表示，
這名40多歲女性員工除要負責國內宣傳，
還要和國外聯繫，該部門又只有她1人，
工作量非常大。勞檢處調查時，該公司無
法提供出勤紀錄，只能比對當事人悠遊卡
進出捷運站紀錄推測工時，發現確實超時
嚴重；再加上家屬提供的通訊軟體對話等
記錄，送到勞保局認定為過勞。勞檢處也
調查該公司其他員工，未發現其它超時工
作情況。 

•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台灣是由美商○ 
○影片公司發行和宣傳，在台北從前年11
月上映至去年4月，該員工約在去年5月過
勞死。 69 

可以先期預警嗎? 
 

那麼年輕就突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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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風險矩陣 

找出潛在風險 

P4 P3 P2 P1 

S4 5 4 4 3 

S3 4 4 3 3 

S2 4 3 3 2 

S1 3 3 2 1 

可能性 

嚴重度 

71 

可依行業適當交叉轉換參數,如: 
6 月總工時, 
十年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估算值, 
過勞量表值, 
輪班總時數 

 

1.工時（含下班line….） 

2.生活不規律（含身心靈） 

3.緊張輪班.常出差 

4.負責任人格素質.不服輸.處女座 

 

各位有發現?……… 

加權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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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評估方法 

 
十年內男、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估算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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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過勞量表 
• 參考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做為職場工作者過勞問題的自我評估工具，

其包含 「個人相關過勞」和「工作相關過勞」狀況 

• (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 1.你常覺得疲勞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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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計畫實作 

風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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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
上不法侵害， 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勞工執 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
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 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24-3  



2019/3/25 

41 

工作壓力好大，我該怎麼辦？ 

• 知名健康專家潘○○
就建議6種不同的紓
壓方式，分別是： 

• 1、運動 

• 2、旅遊 

• 3、深呼吸 

• 4、鬆心鬆身 

• 5、試著說出困難 

• 6、做好時間管理 

 

 

＊如何紓解壓力？ 

壓力大與情緒緊張 
也會造成生理性強迫症  

受夠主管的冷嘲熱諷？ 
遭到主管的言行欺壓時，你可
以採取兩個行動： 

1.蒐證 
千萬別抱持「一定是我哪裡做
得不好，對方才會那樣對我」
的心態，蒐集事證人證，在一
發現時就積極遏止，以免對方
的惡意攻擊不斷坐大。 

2.正面回應 
心平氣和、不厭其煩地回應惡
劣的嘲諷，請對方就事論事，
釐清有疑慮的地方，而不是任
由對方惡意地精神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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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比較會有職業壓力？ 
 

通常，在從業人員所身處的職業環境

或作業情境中，若含有越多的職業壓

力源，從業者 的壓力感受將愈大。 
 

再者，從業人員主觀感受的工作責任

負荷愈重，所感到的職業壓力愈高，

職業心理健康 也愈差。 

跳樓 

家裡跳 

公司跳 

有何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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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子公司總經理墜樓
亡 曾傳訊給妻「照顧好自
己和女兒」 

2018年08月03日 
【17：45更新】 
東社派出所所長曾聰義表示，劉男是從7
樓獨立辦公室墜落至4樓平台，由於今日
沒有訪客，現場勘查之後排除有外力介
入的情形；此外，他還指出，到現場發
現辦公室門有被反鎖狀況，進入之後看
見窗戶打開，地上留有一雙皮鞋，而在
現場並發現遺書。 
【16：52更新】 
警方調查，在案發現場雖然沒找到遺書，
但是劉男在輕生前有傳簡訊給老婆，表
示要妻子好好照顧自己和2名女兒。另外，
事發當時，1名劉姓員工發現劉男墜樓後，
先打119通報，再通知劉妻到場。 
【16：38更新】 
警方在現場並未發現留有遺書等相關文
件，目前，死者家屬在派出所協助釐清

案情。警方調查，劉男生前患有高血
壓、糖尿病以及輕微
憂鬱症，初步懷疑是久病纏身想不
開所致，不過詳情仍有待釐清。 

劉總經理原先在美國通用電氣集團（GE）
旗下的GE商務金融集團，擔任台灣區總經
理及資產管理大中華區總裁職務，該公司業
務主要為B2B金融服務，2012年5月才被挖
腳到中華開發金控旗下中華開發資產管理公
司擔任總經理至今 
 

職場暴力( 不法侵害)定義 

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 

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 

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 

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不
可
無
限
上
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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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5 條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
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第6 條第2 項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 

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勞工執 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
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 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 

評估危害： 
 

 • （一）高風險族群工作者列出工作
場所可能發生之潛在風險及該工作
項目之作業流程。（高風險族群工
作者填寫） 

• （二）列舉可能出現的暴力類型、
發生場景及可能後果。（高風險族
群工作者填寫） 

• （三）評估發生頻率與嚴重度。
（高風險族群工作者填寫） 

• （四）單位部門主管依工作者填寫
項目，識別正在使用的現有暴力控
制措施。（單位部門主管填寫） 

• （五）單位部門主管確認有無其他
可能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及預計實
施日期。（單位部門主管填寫） 

步驟1:發現危險因子

步驟2:誰可能遭受不法侵
  害?如何受害?

步驟3:預防措施是否足夠?

步驟4:紀錄發現

步驟5:檢視並修正評估



2019/3/25 

45 

以下事項您執行了嗎?? 

□建立危害辨識及評估機制 

□夜間工作及單獨作業管理 

□作業場所配置規劃 

□檢討組織及職務設計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教育訓練 

□職場倫理及行為規範建構與宣導 

□建立應變處理程序 

□評估成效並持續改善 

職場暴力預防措施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
規定雇主對執行職務因他人
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違者如經通知限期改善者，
屆期未改善，可依第45條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若致勞工發生職
業病，可直接依該法第43條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職場暴力計畫實作 

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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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作 

壓力指數量表 

生活變遷 平均指數 
 

生活變遷 
 

平均指數 
 

喪偶 
離婚 
分居 
入獄 
自己受傷或生病 
結婚 
被解雇 
退休 
懷孕 
性困難 
家庭增加新成員 

100 
73 
65 
63 
53 
50 
47 
45 
40  
39 
39 

親密朋友的死亡 
變換工作 
兒女離家 
傑出的個人成就 
配偶停止工作 
改變自己的習慣 
與上司有麻煩 
搬家 
休假 
輕微地觸犯法律 

37 
36 
29 
28 
26 
24 
23 
20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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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疾病的關係 

壓力指數 壓力程度 生病或發生意外的機率 疾病感染性 

300 

200-299 

150-199 

149以下 

重度壓力 

中度壓力 

輕度壓力 

未感到壓力 

高(79%左右) 

中(51%左右) 

低(37%左右 

    很少 

重大疾病 

低抗病性 

高抗病性 

身體健康 

Holmes & Rahe, 1997 

真有「罵人價目表」？罵「×」只是發語詞不會犯罪？

──關於公然侮辱與精神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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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管理 
程序 

目的 

範圍 

職責 
工作 
內容 

案例手冊 
 適合對象： 中小企業（尚未

訂定健康管 理流程或不清楚
如何執行)， 此案例手冊，
可協助中小企 業從源頭的選
工規劃到健康 促進活動有完
整的介紹及案 例可參考。 

目的： 
 

建立公司完整的健康管理流程 
 

發掘職場潛在風險與危害 
 

確實掌握廠內勞工現況 
 

提供適合的健康管理措施 

實例    健康管理案例手冊參考 

職安法6-2所規範(如重複性作業、過 
負荷作業、職場暴力、身心健康之事 
項)之內容，應依照勞動部所公佈之相 
關計畫範本另撰寫公司計劃書或有相 
關文件及紀錄。 

1 

醫護人員 
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與實施。 
工作相關傷病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協助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紀錄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 
健康管理。 
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依健康保護規則附表39)， 報
請事業單位所在地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並副 
知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協助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險 
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4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通知新僱/變更作業人員相關體檢項目(體格檢查 

及特殊體格檢查)。 

轉調部門前通知或會簽醫護人員，進行健康評估。 

協助復工、轉調之安排與協助。 

因應需求及狀況，提供人員相關資訊給醫護人員。 

人員加班時數管控。 

3 
管理非公司直接聘僱人員 

要求並確認承攬商人員，確實依照法令規定。 
要求合作之廠商，需有相關健康管理與促進， 

並提供給廠護相關人員。 

2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提供作業環境測定結果、自動檢查、職災等相關紀錄醫護人員。 

協助醫護人員進行實施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環境改善。 

協助醫護人員進行相關健康管理方案推動。 

實施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環境之改善。 

協助配工評估或作業調整後之妥適性。 

與醫護人員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 

險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職責 

5 
部門主管 

告知面試者工作性質及潛在健康風險性。 
協助調查人員作業區域與體檢項目是否相符。 
協助醫護人員安排進行相關健康管理。 
配合醫護人員建議，協助調整或變更工作性質以及復工等。 
配合安全衛生人員與醫護人員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 
連性，並對健康高風險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 
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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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作業健康管理流程 

檢查報 
告 

正常 第一級管理 紀錄保存 

異常 

第二級管理 
(與工作無關) 

請洽醫務室 
個人健康指導 

紀錄保存 

第三級管理 
(無法確認) 

職業醫學科 
專科醫師評估 

健康追蹤 

現場評估 

第四級管理 
(與工作有關) 

職業醫學科專科 
醫師及工作環境 

評估 

管理措施-人員 
(適當配工) 

第二 
級或 
第四 
級管 
理 

危害控制-工程 
(環境改善) 

廠護+工安+ 
職業專科醫師 

廠護/廠醫 

廠護+工安+ 
職業專科醫師 

執行成果 
1.新進人員 2.轉調/留停 

復職日期 
3.在職人員 4.承攬人所僱勞工 

健康風險 
告知 

體檢通知 

人員報到 

健康指導與 
通知 

健康分級與 
追蹤 

健康促進與 
存檔 

2.1.轉調/復職申請 

2.2健康確認 

3.1.定期健檢 

3.2.作業確認 

3.3.體檢安排 

4.2.健康管理紀 
錄及稽核 

4.1.體檢要求 特殊 
作業 

配(復)工 

一般 
作業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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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十八：應考量不適合從事作業之疾病 

• 高溫作業：高血壓、心臟病、呼吸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無汗症、腎臟疾病、廣泛性 
皮膚疾病。 

• 低溫作業：高血壓、風濕症、支氣管炎、腎臟疾病、心臟病、周邊循環系統疾病、寒冷性蕁 
麻疹、寒冷血色素尿症、內分泌系統疾病、神經肌肉系統疾病、膠原性疾病。 

• 噪音作業：心血管疾病、聽力異常。 
• 振動作業：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周邊循環系統疾病、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 精密作業：矯正後視力○．八以下或其他嚴重之眼睛疾病。 
• 游離輻射作業：血液疾病、內分泌疾病、精神與神經異常、眼睛疾病、惡性腫瘤。 
• 非游離輻射作業：眼睛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 
• 異常氣壓作業：呼吸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耳鼻科疾病、 

過敏性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肥胖症、疝氣、骨骼肌肉系統疾病、貧血、眼睛疾病、消化 
道疾病。 

• 高架作業：癲癇、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貧血、平衡機能失常、呼吸 
系統疾病、色盲、視力不良、聽力障礙、肢體殘障。 

• 鉛作業：神經系統疾病、貧血等血液疾病、腎臟疾病、消化系統疾病、肝病、內分泌系統疾 
病、視網膜病變、酒精中毒、高血壓。 

不適合從事作業之疾病(附表38) 

常見異常結果及盛行率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高血壓: 10-20 % 高溫作業,異常氣壓 

肝功能異常: 10-20 % 游離輻射,氯乙烯,三、四氯乙 

烯,四氯化碳,四氯乙烷,二硫 
化碳,黃磷,二甲基甲醯胺 

貧血: 8-10% 高溫作業,游離輻射,鉛,苯,砷, 

(缺鐵性貧血,海洋性貧血) 黃磷 

尿潛血 男: 5% 女:10-20% 高溫作業,游離輻射,鉛,四烷 

尿蛋白: 2-5% 基鉛,四氯乙烷,四氯化碳,二 

硫化碳,三、四氯乙烯,聯苯胺 
及其鹽類,砷,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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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檢查的隱私權問題 

• 只有事業單位的[醫]護人員如[專兼職廠醫]、 
臨廠服務醫師、廠護、或勞工安全衛生人 
員有審閱權。 

 

• 勞工的上司只能知道配工所需的部份,不能 
也不可知悉其他資料如診斷或數值。 

事業單位對於勞工健檢的應用 

• 健康教育、衛教諮詢、複檢、轉診就醫。 
 

• 作為企業職業安全衛生措施的改善依據。 
 

• 作為企業健康政策與健康促進措施的依據。 
 

• 健康的員工是公司最保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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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條   依癌症防治法規定，對於符合癌症篩檢
條件之勞工，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健康檢查時，
得經勞工同意，一併進行口腔癌、大腸癌、女
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 

• 前項之檢查結果不列入健康檢查紀錄表。 

• 前二項篩檢之對象、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
其他規定事項，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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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附則 

職業衛生與健康相關資料庫整合應用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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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勞工健康促進實務 

• 職場壓力管理 

• 體適能、運動與伸展操 

• 健康飲食 

• 無菸職場 

• 職場慢性病防治 

• 建構職場母乳親善的環境 

• 職場檳榔危害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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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壓力管理 

• 壓力產生的原因 

• 壓力所致生理病理反應與相關疾病 

• 壓力紓解與壓力管理 

• 身心放鬆練習  

• 情緒調適與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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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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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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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肌肉骨骼計畫實作

簡版各計畫實作













過勞量表

• 參考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做為職場工作者過勞問題的自我評估工具，其
包含「個人相關過勞」和「工作相關過勞」狀況

• (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 1.你常覺得疲勞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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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實作





執行項目 執行結果（人次或％） 備註（改善情形）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高風險者 人

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

指導

1.需醫師面談者 人

1.1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者

人

1.2需進行醫療者 人

2.需健康指導者 人

2.1已接受健康指導者 人

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

及更換工作內容

1.需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 人

2.需變更工作者 人

實施健康檢查、管理

及促進

1.應實施健康檢查者 人

1.1實際受檢者 人

1.2檢查結果異常者 人

1.3需複檢者 人

2.應定期追蹤管理者 人

3.參加健康促進活動者 人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

善

1.參與健康檢查率 ％

2.健康促進達成率 ％

3.與上一次健康檢查異常結果項目比較，

異檢率 ％（上升或下降）

4.環境改善情形：（環測結果）

其他事項

• 如工作者之過負荷諮詢表
結果顯示屬於「中度風險」
過負荷危害風險，但本身
不願意參與相關健康諮詢，
則由計畫專責護理人員定
期提供促進健康相關資訊。

• 若工作者經判定為「高度
風險」過負荷危害風險，
則由臨廠服務資格之醫師
提供諮詢與指導，參照醫
師根據面談指導結果所提
出的必要處置，採取相關
措施，並留存紀錄(附表8)。

• 「低度風險」工作者則原
則上不需要諮詢。

中、高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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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面談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