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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維護勞工權益及提升職業病之發現率，本會近年除強化宣導勞

動權益並持續開發各種職業疾病因果關係認定參考指引外，並委託

醫療機構成立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提供職業因果關係診斷、調查與

健康服務、諮詢等事宜。經持續努力，勞保職業病補償之案件已由

98年之532件，增加至99年之607件、100年之893件，顯現職業病

發現率已有逐年增加趨勢。然與國際相較，我國之職業病發現率仍

有低估現象，其原因之一為國內職業病診斷缺乏經驗及資訊之分

享，本會爰將部分所受理之職業疾病鑑定案件，以職業病診斷原則

之分析方式，彙編成冊，提供醫師診斷參考，期能透過各科別醫師

之診斷或轉介，提升職業病之發現率，並促進職業病診斷或認定之

標準化，以減少認定爭議。

　本彙編內所稱之「職業疾病」意指職業造成此疾病之貢獻程度大於百分之

五十者，而「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意指依流行病學資料或職業疾病案例顯示

該項工作可能造成或加重此疾病，該個案暴露資料雖不完全（腦心血管疾病之

工作負荷未達強烈相關程度），尚無法確認為職業疾病，其工作暴露屬高危險

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者。

　醫師於診斷職業病有疑慮，可參閱「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增列勞

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及本會所編撰之各種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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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診斷原則
1‧疾病的證據：確立職業病診斷的先決條

件，即有「疾病」的存在。

2‧職業暴露的證據：暴露物質與疾病的

相關性；即在工作中，是否的確有某

種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

的危害暴露或重大工作壓力事件，以及

該項暴露量的高低強弱及時間的長短。

暴露資料的調查收集是確立職業病診斷極為

重要的一環，通常以工作現場的訪視評估與現場作業環境測定等

方式進行。

3‧符合時序性：係指從事工作前未有該疾病，從事該工作後，經過

適當的時間才發病，或原從事工作時即有該疾病，但從事該工作

後，發生明顯的惡化。

4‧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係指經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該疾病

與某項職業上的暴露物質，或是某項職業的工作項目具有相當強

度之相關性，其為職業病判定的重要依據。

5‧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素：除上述考量外，另需考量該疾病非職

業的暴露或其他有可能的致病因子，且須合理地排除其他致病因

子的可能性，才能判斷疾病的發生是否真的由職業因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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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職業性肘道症候群
案例：因從事砂石車駕駛工作致職業性肘道症候群

一、個案簡述

　個案從事大貨車駕駛載運工作約37年，工作內容主要為載運

砂石，每天工作約12～14小時，一週工作時間未固定，只要

有接到工作就不休假，平均一個月休假0～4天，平均每月約開

300至400公里，因長期從事大貨車駕駛工作致職業性肘道症候

群，向勞保局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

服，經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

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個案之理學檢查與診斷證據，於右肘有內上髁肥大

壓迫尺神經現象；肌電圖及神經傳導檢查亦證實尺神經

壓迫位置為右手肘關節處。影像學檢查發現右手肘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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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關節炎合併肱骨內上髁肥大；核磁共振檢查證

實，肥大之肱骨內上髁壓迫肘隧道中的尺神經，導致尺

神經發炎。

（二）暴露之證據：

根據訪談與實地訪視結果，個案從事大貨車駕駛載運工

作約37年，每日開車約12～14小時，平均一個月休息 

0～4天。每日經台九線駕駛來回花蓮市郊及花蓮縣之砂

石廠上下貨。每日工作大致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

上貨：至砂石廠裝載砂石。【第二部份】固定帆布蓬或

網子：爬到砂石裝載箱上鋪帆布蓬或網子，下端以橡膠

皮帶固定在四個箱角，避免行車途中顛簸導致砂石飛

出。【第三部份】駕駛、過地磅與下貨：出砂石廠前先

經過地磅秤重，確定沒有超載，再開車至目的地下貨。

個案之潛在暴露危害包含：

1. 物理性危害：

駕駛大卡車為長時間暴露垂直振動危害，是為職業性

下背痛及職業性腰椎間盤突出症之高危險群。

2. 人因工程性危害：

(1)右肘關節高度反覆動作：駕駛砂石車造成右手肘反

覆用力動作，其危害高於一般非職業性小型車駕

駛。經模擬駕駛於同一路線時，砂石車駕駛右肘關

節反覆動作次數高於駕駛一般自排車輛。

(2)右上臂施力動作：以拉力計測量引擎發動之砂石車

與轎車，在旋轉方向盤與排檔桿移動所需最小力量

方面，砂石車方向盤旋轉最少需4.5公斤，與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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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車相當，惟砂石車打檔最少需13.5公斤，手排轎

車需約2.7～3.15公斤，砂石車駕駛排檔施力為非

職業駕駛之4～5倍。此外，個案於載貨/卸貨時，

需以鋼索固定貨物或車斗之帆布，以避免行車過程

中貨物滾落或砂石彈出，每天上下貨需反覆該動作

14～20次。該動作需右臂用力拉扯鋼索固定貨物

或固定車斗之帆布。

(3)長時間維持彎曲不合理生理姿勢：駕駛砂石車需長

時間手握方向盤，維持肩關節外展、肘關節彎曲、

腕關節伸展之姿勢，且打檔時肩及肘部的彎曲角度

亦大於一般手排轎車。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60年起開始從事職業大卡車駕駛工作，主要

載運砂石，因砂石車駕駛工作需長時間反覆排檔用力動

作，雙手握住方向盤並旋轉，具肘隧道症候群之適當職

業暴露，且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個案因職業駕駛手部過度使用，造成韌帶骨關節累積性

傷害、振動、長時間維持手肘彎曲、與肱骨內上髁之傷

害為導致其肘隧道症候群之因素，目前已有流行病學證

據。經文獻查詢，由F1賽車駕駛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手部過度使用造成韌帶骨關節累積性傷害與手臂長時間

之振動為導致肘隧道症候群之危險因素。貨卡車駕駛長

時間手肘彎曲增加肘隧道壓力為導致肘隧道症候群之危

險因素。而長時間手肘彎曲與肱骨內上髁之傷害為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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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隧道症候群之危險因素。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經病史詢問及病歷記載，可排除個案所罹患之疾病非為

骨折、肘部脫位、風濕性疾患、甲狀腺疾患、胸腔出口

徵候群、C8神經根病變等非職業因素所致。經檢查發現

患者血糖偏高，惟糖尿病不會造成單側尺神經病變之發

生，亦不會導致右手肘退化性關節炎，並據其病歷所載

之上肢神經傳導檢查結果，可證實該疾病非肇因於糖尿

病之神經病變或腕隧道症候群所致。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最大的爭議為個案所從事之

工作內容是否會導致其右肘有退

化性關節炎合併肱骨內上髁肥

大，進而導致壓迫到肘隧道中

的尺神經；亦或是作業內容本

身即會導致肘隧道中的尺神經壓

迫。本個案經現場調查結果，其平

日工作須右手彎曲操縱方向盤、反

覆性排檔，及須攀爬鐵梯與上下駕駛座等，其工作中危險因子

有重覆性動作，上臂施力及手肘關節彎曲等，且其不適症狀於

工作中加劇，休息後緩解。此外，個案無外傷、骨折及甲狀腺

疾病的病史，也無打棒球等會劇烈使用上肢之運動的習慣，其

雖有糖尿病，但血糖有受到合理控制，故可排除非為糖尿病引

發之神經病變。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

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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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椎間盤突出症
案例一、因從事物流處理搬運作業致腰椎第4至第5節

椎間盤突出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80年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作業員，從事相關物

流處理搬運作業，1年多後升任主管一職，民國92年轉調○超

市，97年5月因身體受傷，請調至分店擔任水產組主任。個案

於民國95年12月於工作中發生背痛第一次就醫，民國96年6月

再度於工作中發生下背痛，故至醫院就診，經核磁共振檢查診

斷為「腰椎L4/L5椎間盤突出」，並接受腰椎椎弓切除併腰椎椎

間盤顯微手術；術後重返職場從事輕鬆之工作內容，然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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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月起恢復原有負重工作後，腰部即感疼痛不適，經就醫

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腰椎椎間盤突出（L4/L5），術

後」，並向○○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職業疾病認定，惟該府於認

定上有困難，遂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程序，檢附相關資料送

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經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

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經核磁共振檢查診

斷為「腰椎L4/L5椎間盤

突出」，並接受腰椎椎

弓切除併腰椎椎間盤顯

微手術。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80年起即從事相關物流處理搬運作業。一天

工作內容從凌晨3點到漁市場補貨開始，3至4點先買養

殖魚和冷凍魚貨。養殖魚每件6～12公斤，加冰重10～

16公斤，用保麗龍裝箱，每天40件，假日70至80件；

冷凍魚用保麗龍、紙張、麻袋裝，每件重10～35公斤，

每天4～10件，假日20～30件。4至6點買海水魚及蝦貝

類，海水魚貨每件加冰重10～30公斤，用塑膠籃裝。蝦

貝類加冰水重15～20公斤，每天約10～20件，假日約有

30~50件，用保麗龍裝箱。漁市場到貨車停車點長度距

離約200至300公尺，先拍賣再用手扳車推至某個定點集

中，接著搬至板車再推到貨車旁，將貨收集搬上車（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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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車廂高度為145公分），於7點回到公

司下貨。下完貨推至驗收區（驗收區堆

放高度為140公分），常為一人搬運，

有時是兩人搬運，搬下貨物後需先過

磅，過磅後再用推車搬至分貨區，分貨區

堆放高度由地上算起有140至170公分，個案負責把裝箱

的魚倒出，聽副理的指示，給他要求的重量，磅過後，

由另一位同仁，將磅好的魚裝到各分店之分裝籃位，在

這過程個案需彎腰，搬運10至30公斤，分裝完畢後再搬

運至各家店出貨位置。平均每日搬運重量為2606 Kg。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背痛症狀約於工作15年後出現，符合暴露在前，疾

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職業負重會引起腰椎椎間盤突出，流行病學無疑義。腰

椎椎間盤突出為我國『增列職業病種類表』之疾病。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本身沒有腰部創傷病史，也沒有自體免疫疾病，影

像學檢查上也未發現有局部腫瘤壓迫等問題。另個案身

高為168公分，體重為82～86公斤，BMI=28.7～30.5，屬

肥胖族群。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其搬運負重總量雖有達認定指引規定之每天

2000公斤的標準，但其單次負重未必達20公斤以上，且一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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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未必超過一半的時間均從事此一負重工作；另由於

物流處理搬運作業主要搬運貨品重量屬於中度負荷，而不是重

物搬運作業，且本案中25公斤以上貨品，多由兩人搬運，且個

案屬肥胖族群，但因其疾病證據、時序性判定均有相關工作與

就醫紀錄佐證。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

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二、因從事不銹鋼公司剪板、沖孔、和折板工作
致腰椎第3至第5節椎間盤突出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39歲男性，自民國87年開始陸續於三家不銹鋼公司擔

任剪板、折板師傅，自民國90年後開始出現雙腳底麻或走路不

舒服感，有時候大腿還會有被電到的感覺。民國98年5月開始

下背部疼痛加劇且無法以藥物緩解，經核磁共振檢查結果顯示

有腰椎第3/4、4/5節椎間盤突出，並在同年9月接受腰椎第3/4

節椎間盤顯微切除和椎板部分切除手術。因該疾病向勞保局申

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

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

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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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經核磁共振檢查顯示有腰椎第3/4節椎間盤突出，第

4/5節椎間盤膨出併椎管狹窄。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87年起於不銹鋼公司擔任剪板、沖孔、和

折板工人，工作製程為：貨車載運4呎×8呎（94.4公

斤），4呎×10呎（118公斤），和5呎×10呎（147公

斤）三種不鏽鋼板，進貨時使用天車吊運，之後依客戶

訂單所需之尺寸，兩人合力將不鏽鋼板抬到距離約120

公分，高100公分之機台上進行剪板，平均一天約處理

30～40片，一片鋼板會裁剪成2～4小片，此時個案必

須要跑到機台後方撿起裁好的小鋼板，並把20～30片堆

成一疊，爾後使用天車吊到附近的台車（有輪子和運行

鐵軌），推行至距離約10公尺左右之沖孔作業區，以雙

手持鑽孔機，雙腳橫跨10片厚的不銹鋼板，進行鑽孔作

業，一天約需鑽90次。鑽完孔後，將鋼板一片一片的搬

到距離約2公尺，檯面高度為96公分旁邊機台上打沙拉

頭。全部沖孔（和打沙拉頭）完成後，再用天車將整疊

的鋼板吊到折板作業區，將沖好孔的鋼板用折板機器進

行折曲作業。每片小鋼板重量幾乎都超過20公斤重，有

時候甚至會到達50～60公斤不等，由於四個邊緣都必須

要折曲，因此鋼板要翻轉四次才能完成，全程由人力操

作。另折板機台常必須要因應客戶訂單而更換不同尺寸

的刀具（一支85公斤重），一次要換到1～6支不等，由

2個人一同完成，平均每天都必須要更換2～3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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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至97年期間，由於下肢常不時出現疼痛感，

因此轉換至不需搬運重物之工作，但因需要久站，常常

近下班時出現下肢酸麻疼痛，需要靠止痛藥緩解。嗣後

再返回原公司工作，由於人手增多且有引進CNC雷射鑽

孔機器，所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只需要負責操作折板機

器，加上景氣不若早期一般，因此個案的工作量和早期

相比大約剩一半左右，而鋼板尺寸也變的較為輕薄，偶

而還是會有超過20公斤重的小鋼板。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於民國87年從事不銹鋼板工作，民國90年出現症

狀，民國93年至97年轉換工作，民國97年返回原工作後

症狀日益嚴重，至確定診斷為腰椎椎間盤突出之總累積

暴露時間共約7年8個月，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

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根據我國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參考指引：長期

（每年至少工作220天，工作8～10年）在工作中從事搬

抬重物，其中男性至少超過20公斤、女性至少超過15公

斤，每日搬抬總重量至少2公噸，且每個

工作班中應有大部分時間或至少一半

的時間如此。但若有以下情形則可酌

情降低要求：1）超過肩部的搬抬動

作、2）每分鐘超過一次的快速搬抬

動作、3）有扭轉彎曲腰部的情形、

4）長距離搬運、5）在超過1/2臂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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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下搬抬重物、6）暴露於短暫但甚高的全身垂直振動

等、7）符腰部受到甚高的壓迫力量，在這些情形下，工

作年限可下修到約5年。依保守數據估算個案民國87年至

93年間工作負重量平均每天達4公噸以上（依4×8呎鋼

板，每天30片，每片裁成4小片，一天更換刀具2支→剪

板1062kg+撿板1416kg+鑽沙拉頭 1416kg+折板708 kg+換

刀具85 kg）；民國97年再度回原工作時的負重量雖已減

少，不過還是有機會要搬運到20公斤以上的重物，依個

案之負重搬運情形，採計之負重工作年資可下修。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否認家族內有腰椎椎間盤相關的疾患，且自述以前

也沒有腰部受傷的病史，至於工作中可能有時候會因為

天雨路滑會跌倒撞到身體，但並沒有與此相關的就醫紀

錄佐證。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其負重工作年資未達指引所定10年之認定基

準。但經調查個案有6年時間係從事較粗重之負重工作，且工

作情形特殊，根據基準規範年限可下修至5年，且個案無相關

外傷史，故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18

案例三、因從事客運駕駛工作致下背痛合併左側第5
腰椎至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53歲男性，於民國87年至97年期間受僱客運公司，以

因長期從事駕駛工作致罹患「骨盆薦骼關節半脫位、薦骼關節

韌帶扭傷、膝部髖骨軟化症」、「下背痛合併左側第5腰椎至

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

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

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經X光檢查，顯示雙側膝關節退化、骨盆薦骼關節半

脫位、薦骼關節韌帶扭傷、膝部臏骨軟化症、腰椎椎間

盤軟骨突出症。磁振造影檢查，顯示左側第五腰椎至第

一薦椎椎間盤突出。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76年至84年間曾分別從事體育用品業務內勤

工作及汽車銷售業務，民國85年至民國86年間從事木工

車床工作；民國87年5月受僱○○客運公司，駕駛車齡

約20年之中型巴士，平均每天約工作9小時，因車輛老舊

破損，離合器及煞車僵硬致踩踏困難，方向盤動力無作

用致轉彎困難，駕駛座有一邊沒有海綿致必須以身體歪

斜坐姿駕駛，且行經路線多為山坡路段，偶爾遇見落石

（10~40公斤不等），也需搬移以排除路障。自民國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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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起有雙膝疼痛不適及下背痛，96年3月

因病留職停薪，於97年3月離職退保。經

查個案原駕駛之車輛已被出售當廢鐵處

理，亦無法調配到同型車款進行現場

量測。以電話訪談個案7位同事，提及

個案所駕駛車輛的車況及避震效果較

差。其中有4位曾負責同一路線，有2位

同事自述有腰酸現象，有1位同事自述因下

肢酸麻在診所治療，但均無明確之疾病證據。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患者於民國87年5月開始駕駛工作，民國96年1月始感不

適，暴露期間達9年，民國97年5月腰椎磁振造影檢查，

發現左側第五腰椎至第一薦椎椎間盤突出，符合暴露在

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依據我國「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參考指引」，車

輛駕駛等長期從事坐姿垂直振動性工作與椎間盤突出有

明確因果關係，影響振動暴露的主要因素包括︰車輛狀

況、速度、道路狀況、與駕駛習慣等因素。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無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史，亦無抽菸、飲酒嗜

好，體重並無過重情形，但年齡屬於椎間盤突出之好發

年齡層。根據97年神經內科病歷紀錄，其左側大腿肌肉

萎縮應與膝部疼痛相關，而與第五腰椎至第一薦椎椎間

盤突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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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人因工程之實際暴露劑量因車輛已出售

而無法量測，其他關於離合器、煞車、方向盤、駕駛座等相關

問題不足以產生顯著之全身垂直振動累積劑量，皆與腰椎椎間

盤突出不相關，搬落石只是偶發事件，貢獻甚小，故無法確認

屬職業疾病。惟個案駕駛之車輛老舊破損，因油門和離合器與

剎車僵硬難以踩踏、以及駕駛座一邊無海綿，需偏斜姿勢駕

駛，且行經山坡路段涉及全身性振動的產生，經8年餘客運駕

駛工作後，被診斷罹患椎間盤突出，雖然工作危害暴露時間尚

不足一般職業性椎間盤突出症罹病所需10年以上，但時序性尚

稱合理。又個案的年紀為53歲，本身大致並無過重情形，脊椎

影像學檢查亦無其他腫瘤、發炎、或感染的跡象。依流行病學

資料或職業疾病案例顯示該項工作可能造成或加重此疾病，屬

高危險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綜上分析，個案

所患下背痛合併左側L5-S1椎間盤突出，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

會鑑定為執行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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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因搬運貨物致腰椎椎間盤突出

一、個案簡述

　個案於民國97年7月起任職於○○實業公司擔

任大貨車駕駛工作，需徒手搬運重物，於97年8

月送貨時突覺腰痛就診，經腰椎核磁共振發現有

腰椎第五腰椎及第一薦椎間椎間盤突出，並住院

接受手術治療，於97年9月離職退保。個案以罹患「腰椎椎間

盤突出坐骨神經痛」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勞

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

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依據個案磁振造影檢查及手術紀錄診斷為腰椎第五節及

薦椎第一節間椎間盤突出併右側第一薦椎神經根壓迫，

且有椎間盤破裂及局部終板之急性炎症反應。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述民國91年起，從事駕駛貨車運送及搬運貨物之

工作，徒手搬運貨物之重量每次約10～250公斤，每日

搬運總重量可達3000～4000公斤，總工作年資為6年。

個案平時需：1）駕駛15噸廂型貨車載運強化玻璃、2）

同時需屈膝、前傾併扭轉腰部及以超過1/2臂長搬運並

放置此物。個案於民國97年8月於工作時，徒手把某片

160x110x3立方公分之強化玻璃（約30公斤重），從貨

車（約120公分高）上搬到地面扭轉下蹲放置時，出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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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併右下肢麻痛等神經根壓迫症狀，由人因工程模擬推

估腰椎受力為4476-5204牛頓。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之傷病發生於從事該工作6年後，且發病時正在進行

搬運工作，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Castorine和Deyo 兩位學者回顧了有關下背痛危險因子

的文獻：在經放射線診斷證實之情況下，以非自然姿勢

（如需扭腰、彎腰、側彎等）經常搬運25磅以上之重

物，其罹患椎間盤突出症之相對危險性（relative risk）

為2.5～6.1。此外，重複性腰椎受力、全身垂直振動等工

作會增加腰椎椎間盤疾病之發生，而不當的向前彎腰、

側身旋腰等活動更能造成腰椎之急性傷害。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之健康狀況良好，未曾有腰椎疾病史或下背痛之就

醫紀錄，平日日常生活除工作外並無需負重物之活動。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係要以職業病或職業傷害認定；若以職業

病認定，則6年7個月的負重暴露是否足以達到造成腰椎椎間盤

突出的程度。經調查，個案工作危害暴露時間尚不足一般職業

性椎間盤突出症罹病所需10年以上之時間，每次搬運重量也不

足以引起急性椎間盤突出，亦不認定為職業傷害。惟依照我國

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指引，如工作中常有扭腰搬重時，

總工作年資可下修至5年。另依本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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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評估資料顯示，個案長期從事貨車搬運事務，平均一天搬

運總重量約2.2噸，腰部受力範圍1644至3688牛頓，又常於搬

重時須合併彎身與扭腰，且於送貨時徒手搬運重量約30公斤之

強化玻璃突覺腰痛，傷病發生於從事該工作6年後發病，符合

長期暴露加上急性加遽之病因所共同引起。綜上分析，經職業

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五、因搬運及裁切鋼板致椎間盤膨出症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86年12月起至OO特殊鋼鐵公司工作，擔任鋼材

切料員。工作性質依客戶訂單切割鋼料，搭配吊運鋼板之天

車，吊運至切割台，依尺寸切割後，輕者約1公斤以下搬運至

鐵盤內，再由天車吊運至出貨地（由司機操作），實際工作內

容為操作鋼料切割，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5.5天、每月工

作24天。25年來長期以同一姿勢搬運鋼板，期間曾多次腰椎受

傷及手指關節痛。97年元月，因背及手部疼痛就醫，經醫師至

公司現場訪查評估後，診斷其疾病與職業相關。個案向勞工保

險局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經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

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

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個案之手部理學檢查及X光報告顯示為手部骨骼關節

炎。磁振造影顯示為L4/5、L5/S1椎間盤突出併有右側S1

神經根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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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露之證據：

根據調查，個案自民國74年11月起，陸續在4家工廠均從

事銅板裁切工作。依據客戶訂單，先從餘料（已裁切成

較小塊之鋼材）挑選適合尺寸，若無則以起重機將鋼材

吊至裁切機並裁成適合尺寸，因需將鋼材裁成訂單所需

尺寸，常需徒手推、拉鋼材至固定位置，再進行裁切。

較大塊之鋼材，則可由機器固定，再移至特定位置進行

加工。因大部分餘料均放在地面，故需彎腰將餘料搬至

高度約70至90公分的裁切平台（有68、70及88公分等

3種），裁切完成後，將成品搬至高度約78公分的磅秤

進行稱重，再搬至離地面約8公分之成品台。前述步驟

僅是單一流程，有時需重複其中數個動作，才能將成品

完成，故一個成品所需搬運的次數並不一定，總重量亦

不一定。成品重量，依客戶訂單由數百公克至數百公斤

不等。可徒手搬運之重量，依體能狀況而定，隨著年齡

增長，重量則漸漸降低，近幾年來，可徒手搬運的重量

均在20公斤左右。每天搬運次數亦依訂單多寡而定，民

國74年至94年間，因訂單多，每星期工作6天，約有3至

4天之上班時間達12個小時。自民國94年下半年起，因

生意差，加班次數減少，每月輪休天數，亦從5天增為6

天，每天工作8小時。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民國74年開始從事銅板裁切工作，民國97年1月開始

出現上述疾病，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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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參考指引」，個

案所患椎間盤突出符合流行病學之證據。至關節炎在各

國均未被列入職業病種類表中，在此不予考量。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據個案病史及醫療紀錄，其並無明顯之腰部外傷史，且

亦無其他可能明顯造成腰部椎間盤突出之疾病或非工作

之負重；家族史亦無此方面之相關疾病，大致可排除其

他因素所導致之腰椎椎間盤突出。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疾病的定義及工作暴露是否超過腰

椎的負荷。根據影像學資料顯示個案所患為椎間盤膨出

（bulging），未符合認定參考指引所規範之椎間盤突出；此

外，個案每日負重量與勞保局調查結果有所出入，也容易造成

判定上的爭議。惟據現場訪視之調查結果，個案長期工作搬動

鐵塊多為20kg以上，且常有50kg重者，每天8小時，共約達17

年，暴露量足以達到造成椎間盤突出之程度。綜上分析，經職

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26

案例六、因從事搬運工作致第五腰椎、第一薦椎椎間

盤突出壓迫神經及下背痛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45歲男性，除民國86年3月至民國90年4月從事車床作

業外，自民國77年8月起至民國98年11月期間從事業務及送貨

作業，其作業流程大致為搬貨上車，送至各目的地後，再搬貨

下車。於民國95年9月因下背不適陸續就診，至97年10月診斷

為「第五腰椎、第一薦椎椎間盤突出壓

迫神經致下背痛」，以所患為長期從

事搬運工作所致，向勞工保險局申

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勞保局審

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

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

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理學檢查顯示雙下肢肌力減弱（4/5分），且雙側直抬腿

試驗均呈陽性（45°/45°），腰椎核磁共振檢查結果顯

示有第4腰椎/第5腰椎右後方纖維環破裂、第5腰椎/第1薦

椎椎間盤突出（protusion）併有右側S1神經根壓迫。

（二）暴露之證據：

根據訪談調查，個案自述除民國86年3月至民國90年4月

間從事車床作業外，自民國77年8月迄98年11月，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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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送貨相關業務。最近一份工作為民國90年6月起自營接

件，每天需自早上7點開始搬貨，常需工作到晚上10點左

右，一週需工作6天。工作內容主要有搬運罐頭、飲料、

沙拉油及食品等物品，單次搬運重量約20～30公斤，搬

運距離為10～15公尺不等，會使用拉耳幫忙搬運，每趟

車載重約2.5噸，1天需送貨2趟，合計一天上、下貨搬運

總重量為10噸，且從事貨運工作合計已逾10年以上。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自民國77年開始從事負重相關工作，於民國97年10月因

下背疼痛問題至醫院就診，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

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符合我國「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認定參考指引」。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否認有下背受創病史，影像學檢查也沒有發現骨頭

損傷或腫瘤壓迫等問題，可大致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為自營作業者，每日搬運總重量，為依

據其個人主訴，然卻前後不一致，客觀證據不易調查，另一方

面長達20年間的負重總量亦無法經由單一概算方式準確估量。

惟本案之疾病證據、時序性、及排除其他致病因等均有明確工

作與就醫紀錄佐證，其暴露資料雖不完全，但其工作暴露屬高

危險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係。綜上分析，經職業

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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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職業性肺部疾病
案例一、因從事齒模製造工作致塵肺症

一、個案簡述

　個案在齒模製造公司擔任陶齒技工，主要負責陶齒之製造，

其製造流程為：基座製作、鋸段、上蠟、包埋、鑄造、噴砂及

金屬處理等步驟，工作時會使用包埋粉（約150公斤/年），其

中含有二氧化矽成份。個案於民國79年11月進入該公司就職，

前後斷續工作達4年，於民國95年9月檢查證實罹患塵肺症，遂

以因長期從事齒模製造工作致「塵肺症」，向勞工保險局申請

職業災害給付，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序，

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

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民國95年8月胸部X光檢查，顯示兩側廣泛性肺纖維化

及肺門腫大的情形。同年9月胸部電腦斷層檢查顯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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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葉肺纖維化病變，肺功能檢查顯示嚴重型侷限性肺疾

病及嚴重型換氧失能，支氣管肺切片的病理顯示有許

多巨細胞的浸潤及結晶狀外來物質，病理診斷為塵肺症

（Pneumoconiosis），但並非為矽肺症、石綿症，或肺

結核，而是以鈷（Cobalt）或鈹（Beryllium）暴露之塵

肺症。此外，個案的肺部影像學檢查，以上肺葉之纖維

化病變為主，和常見的矽肺症之點狀變化，及石綿所造

成的下肺葉為主肺纖維化病變，並不相同；支氣管切

片之病理檢查亦無發現典型矽肺症會有的結節性病灶

（silicotic nodule）。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77年至民國85年間從事牙科陶齒技工之工

作，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六天，主要負責金屬牙

體之研磨（總工時之80%）符，至於可能會暴露到二氧

化矽粉塵的包埋、敲開、與噴砂則分別佔工時之2%、

0.5%、14%。依所附資料，噴砂作業於密閉的機器中操

作，且有局部排氣的裝置，因此推估該製程之暴露量不

多。反而是金屬牙體之研磨時，並無局部排氣的裝置，

因此，推估個案可能以暴露金屬粉塵為主。依本會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委外監測分析之成分有：鉻、鎳、鈀、

銀、錫、鎘，並未包含最重要會影響肺部之鈹與鈷。勞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於民國90年曾對台灣12家牙體技術公

司做員工及環境之調查，發現有將近35.5%的受檢工人肺

功能檢查有輕微侷限性障礙，且以小型的工廠（少於5人

公司）和肺功能異常的相關性高；在50個血液樣本中有

35個監測到鈷（cobalt），而於47個粉塵樣本中有2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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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到鈷和3個監測到鈹（beryllium）；由

上述推斷近年鈹的使用量可能較少，但仍

有相當高的機會暴露到鈷；當時粉塵監測

中的主要金屬成分也包括鎳和鉻。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於民國77年至民國85年斷續從事牙科陶齒技工之工

作，約3年又10個月。於最後粉塵作業時間算起後約10年

（民國95年4月），個案才開始發生持續惡化的呼吸喘之

症狀，符合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依據「職業性矽肺症及煤礦工作塵肺症認定參考指引」

及過去文獻顯示，牙科技工相關之塵肺症大多發生於工

作10～20年之後，但是也有少數個案每天大於4小時研磨

時間，工作5年後，便發生塵肺症者。鈹所造成之肺疾病

和個人的易感受性有關（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而

其所需的危害誘導暴露期（induction period）可以小於3

年，且暴露鈹到發病的潛伏期（latency period）也可以長

達40年以上，而鈷所造成的肺病之特色是會產生巨細胞

性的肺纖維化，雖然也是和個人的易感受性有關，但因

鈷的生物溶解性高，因此較少有很長的潛伏期之現象，

大多於持續暴露後就接著發生肺疾病，至於鎳和鉻的呼

吸道暴露，文獻上大都以致癌性和呼吸道刺激為主，

較少提及慢性之肺纖維化。因此，雖然一同工作的同事

並沒有人和個案一樣得到如此之肺病，但如果是鈹之暴

露，還是可以以易感受性來解釋對於暴露反應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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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血清學檢驗排除自體免疫疾病。細菌學檢查與臨床病程

排除肺結核可能性。個案有抽菸之習慣，每日約2包，約

持續6-7年，至94年戒菸，雖吸菸可能會加重病症，但不

是塵肺症的主因。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齒模研磨過程是否屬高度粉塵暴露，

而足以支持其僅有3年10個月的暴露時間，而研磨

過程中所暴露到的粉塵成分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之ㄧ。另個案有吸菸之習慣，其可能會加重病

症，但不是塵肺症的主因。綜上分析，經職業

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二、因工作環境暴露致嚴重肺部阻塞性疾病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95年2月至○○實業公司工作，於FRP生產部從事

桶槽製造工作，民國96年6月經診斷為嚴重肺部阻塞性疾病與

氣喘，民國97年9月陸續因自發性皮下氣腫及反覆因氣胸住院

治療，民國98年7月個案因呼吸衰竭死亡。家屬向勞工保險局

申請職災死亡給付，因該局在認定上有困難，遂依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程序，檢附相關資料，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第
二
章	

職
業
性
肺
部
疾
病



33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依據病歷記載，個案於民國96年11月肺功能檢查顯示

為嚴重之阻塞性換氣障礙，且對於支氣管擴張劑的反應

並不顯著，個案當時就存在有不可逆的呼吸道阻塞情形

（fixed airway obstruction）。死亡後所作之病理組織

檢查，顯示末端支氣管被破壞及被肉芽性發炎組織所填

滿塞住，但是並無如肺氣腫一般的肺泡破壞。因此，個

案罹患之疾病為「阻塞性細支氣管炎」，而非「肺氣

腫」。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91年至民國94年間於紡織業從事機台維修工

作，接觸機件用的潤滑油。自民國95年2月至○○實業

公司FRP生產部從事桶槽製造工作，負責FRP（Fiberglass 

reinforced plastics）積層工作。之後負責廠外桶槽維修工

作。有關工作史的部份，根據醫院診斷書，公司的職務

說明、與調查當日相關人員訪談記錄，整理如下表：

經調查，有關FRP積層作業所需使用的化學物質，依所蒐

集到相關樹脂與硬化劑的物質安全資料表，其中樹脂的

成份為聚乙烯樹脂（52～57%）與苯乙烯（styrene, 43～

48%）。硬化劑的成分為過氧化丁酮（M.E.K.P.O, 35～

45%）、隣苯二甲酸甲酯（Dimethyl phathalate, 30～

50%）、過氧化氫（1～5%）、二乙二醇（7～13%）、

甲基乙基甲酮（3～7%），及香蕉水(為多種芳香族類、

醇類、酮類、與酯類之混合物)。依照該公司班長談話記



34

錄顯示，光是製三課每日使用的樹脂約為100公斤以上，

每人每天約使用40～50公斤的樹脂，其中平均耐酸樹脂

每日使用約45公斤，不飽和聚酯樹脂每日使用約125公

廠內工作 廠外工作

醫院診斷書（依照

個案生前之陳述）

民國95年2月14日起FRP

積層作業。

民國96年3月開始，於廠

外從事桶槽內部維修，

亦為積層作業。但是仍

需從事廠內的FRP積層作

業。且於廠外需要自行

調配樹脂與硬化劑。

公司出具之「個案職

務說明書」 

民國95年2月14日起FRP

積層作業。民國95年12

月1日以後從事桶槽組

立。

民國96年12月1日以後，

從事客戶桶槽漏水與曾

配法蘭管。

公司協理談話記錄 民國95年2月14日起FRP

積層作業。主要危害物

質為樹脂與硬化劑，如

有促進劑或是促進助劑

都是樹脂配方配好的，

廠內無須調配。

主要是桶槽外部護欄之

鐵件組立工作，只有

20~30%的時間從事桶槽

之FRP修補工作。

公司製五課兼服務課長

談話記錄

民國95年2月14日起FRP

積層作業。一星期小於2

天從事FRP積層作業。大

部份在修理機電。

主要是桶槽外部護欄之

鐵件組立工作，只有不

到5%的時間從事桶槽之

FRP修補工作，且只修補

桶槽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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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硬化劑每日使用約1.7公斤，香蕉水每日使用約2公

斤。由物質安全資料表的物質濃度顯示styrene、DMP與

MEKPO含量皆在40～50%左右，因此可以推估瞭解FRP作

業應有相當之該物質暴露。此外，該公司所提供的口罩

為一般的外科或者是活性炭口罩，而非半罩或者是全罩

式的的防毒面具，因此，不可避免有相當量的上述物質

與有機溶劑吸入。此外，本次調查當天，該廠內的工作

量（包括製五課與製三課），與上述公司平均每日的原

料用量，有著相當不協調的對比，當天只觀察到一個員

工在從事手積層作業，其他人只是在修理與清理相關模

組機具，且FRP製程並不需要有沖洗作業，但當天於製五

課內的地面，卻是潮濕的。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95年2月開始FRP工作後，至民國95年11月開

始有支氣管炎的下呼吸道診斷發生，且自民國96年後，

下呼吸道的相關疾病診斷更是明顯增加，因此符合暴露

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另個案於民國91年8月於另一

家公司所做的員工體檢報告，呼吸系統之檢查顯示為正

常。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由於阻塞性細支氣管炎的案例相當少見，因此缺乏較大

規模的流行病學研究資料，然而英國PS Burge等人已發表

FRP相關的遊艇工人，有發生阻塞性細支氣管炎的群聚，

而且暴露到發病的時間也都相當的短，應此不可以一般

的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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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的病程來評估個案的阻塞性細支氣管炎之疾

病。義大利Carmelo Abbate等人發表FRP相關製程對工人

的呼吸道影響情形，亦證實FRP製程確實會造成呼吸道的

阻塞，且會造成肺部的發炎反應。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有抽菸習慣，每星期約半包，共計約抽菸12~13年，

由醫院所提出的診斷書中，已大致將可能的相關因素加

以論述與排除。再加上依照檢測的血中IgE濃度（110KU/

L）並不高（一般濃度在160kU/L以上），因此個案並非

如一般的氣喘病人一樣，透過對於居家環境中的過敏而

產生的肺部症狀，反而較為可能的是透過非IgE調控的組

織過渡反應所造成的病理變化。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工作中會接觸苯乙烯、樹脂、硬化劑等

物質，然而環測資料均在容許範圍之內，另此類工作普遍於世

界各地，但無特殊致病機轉為人所認同，且文獻資料有限，欠

缺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惟個案工作中有明顯疾病惡化的症

狀，放假後亦有明顯減輕的跡象，從就醫及病歷上可見FRP的

工作顯然對個案的疾病狀況影響相當大。綜上分析，經職業疾

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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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因長期暴露粉塵工作致塵肺症、肺結核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78年9月起從事陶瓷與窯業相關工作，開始的12年擔

任噴霧造粒工作，之後的3年擔任成型課課長一職。民國93年以後

從事磁磚研磨工作；在窯業工作前，依據個案自述及勞保投保記

錄，個案已經從事約16年的陶瓷與窯業的相關工作。個案於98年3

月經醫師診斷為塵肺症與肺結核，並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病失能

給付，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

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職業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雖個案過去於二家醫院之健康檢查

書面報告中，胸部x光的檢查結果

皆為正常，然經重新調閱個案過

去健康檢查時之胸部X光原片，

於民國95年11月時之X光顯示並

無肺結核跡象，但是兩側肺部已

經存在廣泛性點狀病變；於民國96年

11月的胸部X光上仍顯示有廣泛性雙側肺部點狀病變，

且右側上肺葉處有明顯的發炎性浸潤合併有右下肺野肋

膜積水；於民國97年5月證實感染肺結核，之後接受抗肺

結核藥物完整治療。民國98年2月之肺功能檢查顯示，中

度侷限性肺功能障礙。比對當時的胸部x光片，右側肺部

肺結核病灶處發生嚴重的肺部纖維化與破壞，造成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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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容積下降，因此推測後續的侷限性肺功能障礙，可能

有大部分是由於肺結核所造成的肺部纖維化與破壞所造

成。

（二）暴露之證據：

依個案自述之工作史，其自民國58年8月從事石膏模灌

漿工作，至民國78年9月任職○○  窯業工作以前，已經

從事約16年的陶瓷與窯業的相關工作，在較為早期的工

作環境中較為缺乏集塵或是局部排氣的裝置，該時期所

可能暴露到的含二氧化矽粉塵需要被考慮。於民國78年

至○○窯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始的12年從事噴霧造粒工

作，之後的3年擔任成型課課長。依公司提供之民國94年

環境粉塵檢測報告顯示，成型區與噴霧乾燥區的總粉塵

量有過量的情形；而民國96年環境粉塵檢測報告顯示，

成型區與噴霧乾燥區的第一種可呼吸性粉塵量有過量的

情形，且於噴霧乾燥區的總粉塵量有過量的情形。經至

該公司實地訪視，該公司目前對於較有粉塵暴露的轆土

區、成型機區、噴霧乾燥區已作有集塵和局部排氣裝

置，惟實地觸摸機台與平面仍有相當之粉塵量，亦可以

呼應環測資料中曾有粉塵過量的異常值。此外，據個案

所述，早期該公司之工作環境差，無集塵設備，暴露於

過量粉塵的機會更高。個案於民國93年後所從事的磁磚

研磨工作，為機械自動化研磨削邊機，機器負有自動灑

水裝置以防粉塵與砂輪過熱，工作內容主要為在旁監控

研磨生產線，及有必要的時候調整與維修砂輪機，粉塵

的暴露量並非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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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總共從事陶瓷業與窯業

約為35年以上，工作中有

二氧化矽粉塵暴露，符合

塵肺症所需之暴露與疾病

發展所需之時間。個案之

塵肺症變化可於肺結核發

生以前就可以在胸部x光上發

現。由時序性，可排除後續胸部X

光上的變化僅為肺結核所致之說，符合暴露在前，疾病

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依照「職業性矽肺症及煤礦工作塵肺症認定參考指

引」，有關職業性矽肺症的部份，陶瓷業工作者為矽粉

塵暴露與矽肺症的高危險群。較低劑量的矽粉塵暴露所

造成的慢性矽肺症，通常於工作暴

露10年以上後發生。至有關肺

結核的部份，依照我國職業

性肺結核病的認定指引，

肺結核的發生需由於職場

中暴露肺結核病人，如照

顧開放性肺結核病人，才

可以認定其職業成因的因

果相關性。經詢問該公司人

員，其陳述過去並無類似肺結

核疾患的案例，因此，個案如單以肺



40

結核病無法建立職業所致之因果相關性。然依照過去文

獻，矽粉塵的暴露會增加肺結核罹患的風險，相較於沒

有暴露者，其相對風險從2～30倍不等。而糖尿病亦是罹

患肺結核的風險因子，相較於沒有糖尿病者，其相對風

險約為1.16～7.83倍不等。歐盟將矽肺症病併肺結核感染

列為職業病種類表中。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經調閱個案罹患結核病以前（民國95年）的胸部X光片，

顯示已存在有廣泛性肺部點狀病變，肺部點狀病變由民

國95年至民國 99年，並沒有明顯長大，且個案並沒有因

為全身性自體免疫疾病所造成的相關症狀或腎臟、心血

管、與凝血功能的異常，排除因為癌症所造成的瀰漫性

肺轉移、肺血鐵沉著症或由肺結核、類肉瘤症所造成。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鑑定過程較無太大爭議，個案在擔任窯業主管職務前已

從事陶瓷、窯業20年以上時間，加以早期通風、集塵設備較

差，亦較不重視個人防護具使用，且公司提供之環境檢測報告

粉塵確有過量之情形，因此有很高的機會暴露到含矽粉塵，進

而導致塵肺症之發生。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

為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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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業性癌症
案例一、因長期接觸油漆塗料及吸入粉塵致肺腺癌

一、個案簡述

　個案於民國52年至64年在印刷廠工作約10年，71年起從事油

漆與噴漆工作，前8年從事外牆磁磚漆的噴塗，民國79年2月起

後的20年於○○設計公司擔任油漆與噴漆工。個案疑因工作長

期接觸油漆塗料及吸入粉塵致「肺腺癌、菌血症」向勞工保險

局申請職災醫療給付，經勞保局審查後，個案不服，經行政救

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

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依據醫院病歷與病理報告顯示，個案罹患左肺肺腺癌，

胸部電腦斷層顯示，左肺腫瘤大小約3.1公分，並且有腫

瘤入侵淋巴管的跡象。骨頭掃瞄顯示有多處骨頭轉移。

個案於民國99年1月住院，並接受支氣管鏡切片檢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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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之故，經抽血細菌培養顯示為Acinetobacter lwoffii

菌血症。

（二）暴露之證據：

依個案自述之工作史，其自民國52年至64年間於印刷廠

工作，當時的印刷為鉛字排版的凸版印刷，工作內容為

推送紙張入印刷機，以及偶而需要使用煤油清洗鉛字印

刷版，並無從事鉛字的排版與雕刻；自民國71年後，從

事油漆與噴漆工作，前8年從事外牆磁磚漆的噴塗，79年

2月後的20年於○○設計公司擔任油漆與噴漆工，工作時

間每天8小時，每年工作300天。油漆與噴漆的工作主要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針對木工、木作、或是家具的外

表加工作業；另一種為針對室內牆壁或是天花板的表面

處理與上漆。木作的油漆大多用噴漆的方式上漆，天花

板的上漆也都是用噴的，而牆面的上漆較常是用刷子刷

的，依據個案的陳述，業主若無特殊要求，油漆工會比

較喜歡用噴塗的方式上漆，因為速度較快且省力。牆面

油漆所使用的底漆包括：水泥漆、乳膠漆、與油性水泥

漆；牆面面漆的部分使用油性與水性漆的頻率比例約為

3：7。

另依個案陳述，於整油漆作業時並沒有使用呼吸防護

具，只有在批土研磨或是噴漆的時候佩戴簡單的布口

罩，因此回家時，鼻孔內常常有許多的粉塵和色漆沈

著。此外，個案亦提到，油漆工於作業時暴露到許多的

有機溶劑，每天回家時，常覺得像喝醉酒一般，沒有胃

口，需要於客廳靜坐約1～2小時，讓體內的有機溶劑

隨呼吸呼出後才開始吃飯。經向塗料製造商索取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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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成分，由資料可知，個案平時所使用的底漆與面

漆，如為黃色系的系列，則大多含有鉻黃（PbCrO4，為

hexavalent chromium）的成份，重金屬成份重量為8～

20%不等，其他帶有紅色系的油漆，則大多為含有鉛的

化合物；此外，個案早期從事磁磚噴塗工作所使用到的

噴磁漆，也含有鉻黃的成份，重金屬成份重量為0.65～

20%不等。因此，個案於噴塗底漆或是面漆時，吸入含

有鉻黃的油漆霧滴，亦可能於底漆噴塗後之研磨過程，

吸入底漆的粉塵。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從事油漆工作業約為20年，之後發生肺癌。依2009

年歐盟職業病診斷準則，六價鉻之化合物所造成之肺

癌，最短的暴露期1個月，平均的誘導期為15年。而個案

於20 年以前便從事油漆工作，因此有足夠的暴露期與誘

導期，符合暴露在前，疾病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依照IARC的分類，不管是可溶性或不可溶性的六價鉻化

合物皆為人類致肺癌物質（IARC group1 carcinogen）。

IARC認為油漆工除了暴露於許多有機溶劑外，亦可能於

工地因為要整理牆面時，暴露到游離二氧化矽粉塵，此

外，過去可能有使用石綿作為漆料的填充劑，而有石綿

暴露的可能性。另外，油漆的色料中常含有六價鉻化合

物與鎘化合物。因此，IARC將油漆工這個行業列為確

定之人類致肺癌的工作。IARC中的Neela Guha 等人於

2010年在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發表一篇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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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探討油漆工的肺癌風險，該研究結果顯示在校

正吸菸的情形後，油漆工罹患肺癌的風險為一般之1.35

倍（達統計上意義），且從未吸菸的油漆工得到肺癌的

相對風險更高為2.0（達統計上意義）。至有關菌血症

與職業病的相關性，個案所罹患之Acinetobacter lwoffii

菌，通常好發於免疫低下的病人，或是住院所造成的院

內感染；而在25%的健康人中Acinetobacter lwoffii是正常

菌叢的一種。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依照病歷記載，個案過去從未有吸菸的情形，其出生後

至8歲大的時間和祖母同住在樹林的山上，8歲至26歲期

間搬家至三重和父親同住，父親有吸菸的習慣，因此8歲

至26歲期間可能於家中有二手煙的暴露，惟家人並未有

肺癌的案例發生。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個案工作過程中是否會暴露到六價鉻，及其

實際所可能會暴露到的劑量為何？由實地空氣採樣分析暴露鉻

之可能性不高，雖確實在油漆中有鉻黃之可能性，但不宜直接

將噴漆與暴露六價鉻劃上等號。惟個案從事油漆工作，所使用

之油漆色料中含有致癌物質，室內裝潢亦常暴露甲醛，其暴露

時間長達20年。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

職務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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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因長期暴露於鎳粉塵之工作環境致肺癌

一、個案簡述

　個案於民國66年至72年在鋁業工作約6年。自民國73年6月起

任職○○公司擔任技術員，於76年以後擔任副領班，仍於鎳礦

冶煉現場工作。工作區域包括原料投料區、電熔爐煉區、造粒

區、過篩乾燥區、及包裝裝袋區，包含幾乎所有的鎳金屬冶煉

過程。於民國98年12月因腹部不適接受腹部電腦斷層檢查，意

外發現左下肺葉腫瘤，於民國99年3月接受手術治療。個案因

短期無法回復工作且懷疑其疾病與工作暴露有關，爰向勞工保

險局申請職業病給付。該局於認定上有困難，遂依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程序，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

結果為職業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依據醫院病歷摘要、手術記錄、與病理報告顯示，個案

罹患左下肺肺腺癌，腫瘤大小2.2公分，並無局部淋巴結

轉移之情形。於民國99年3月接受左下肺葉部分切除。肺

臟病理切片，以LA-ICP-MS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分析肺臟中的金屬含

量，結果顯示肺臟中數個切線上，都可以發現相當顯著

的鎳金屬訊號，且鎳金屬訊號和鈷金屬訊號呈現一致。

由於氧化鎳礦內會含有相當的鈷，因此，鎳與鈷訊號一

致性可以提供強烈證據顯示個案肺臟中的鎳是由冶煉氧

化鎳礦的過程中所吸入的粉塵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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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73年6月起從事鎳冶練作業，採輪班制（四

班三輪），每班8小時（中午午休一小時），上班六天後

休息兩天，直至民國99年3月因肺癌發病住院無法返回

職場工作，總共從事鎳金屬冶煉之工作達25.8年。鎳金

屬冶煉的原料為含有氧化鎳的礦砂，鎳含量約為75%～

95%不等，另外還含有少量的鈷（約1～2%）、銅、與

鐵等金屬元素。另一種原料為焦碳（Coke），為散裝，

因此卸料與入料時會有焦碳粉塵暴露，平均一噸的氧化

鎳礦砂需要加入130公斤的焦碳，混和後進入電熔爐內將

氧化鎳還原成鎳金屬。冶煉過程包括：取料區→入料區

→原料輸送帶→加料機→電爐→金屬鎳水（出水區）→

造粒區（水池）→乾燥機與過篩機（柴油動力）→過磅

包裝。民國73年開工的時候，只有針對電爐設計集塵設

備，約至民國80~83年間才陸續加裝入料區、加料區、出

水區、出渣區、電爐3樓廢料回收入料區旁、與輸送帶加

蓋等的集塵設備，並於廠房內加裝一台較小台的集塵設

備，負責入料區與輸送帶上粉塵的蒐集。而出水區、出

渣區、電爐3樓廢料回收入料區旁的集塵設備之粉塵經抽

吸後乃直接排放至戶外，並未經過濾。因此，個案早期

7～10年間的工作現場，暴露於高濃度的氧化鎳與鎳礦冶

煉過程中的有害粉塵的可能性相當高。

該公司長期以來，只有提供一般活性碳口罩，至民國91

年SARS發生後，才引進N95口罩供使用，但因工作現場

的溫度高，降低了員工佩戴N95的正確性與密合度，個案

主訴每天下班後的鼻孔裡面都是厚厚的灰塵。經現場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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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該公司廠內地面與欄杆確實發現有較厚的粉塵，於

二樓出鎳水區的附近也有厚厚的粉塵覆蓋，於出鎳水時

會有未完全反應的氧化鎳粉塵噴出，雖有集塵器但是效

果不彰，且因為鎳水的引道相當長，需要使用通條刮除

與清通引道上的凝固物與粉塵，造成相當的粉塵暴露。

另外，發現電爐三樓之高溫管線外面包覆有隔熱的玻璃

綿，依照該公司人員的陳述，民國76年以前，隔熱綿的

材質為使用石綿，每隔1～2年換一次，由現場操作員更

換；個案亦陳述，換隔熱綿時會有很多的粉塵與纖維脫

落，會造成皮膚很癢。因此，早期工作可能有短暫且低

濃度的石綿暴露。此外，廠區內的袋裝原料與成品皆需

要使用起重機來搬運，起重機常常穿梭在廠房內，起重

機使用柴油燃料，於現場可聞到濃濃的柴油燃燒後廢氣

味道。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依2009年歐盟職業病診斷準則，鎳之化合物所造成之肺

癌，最短的暴露期6個月，平均的誘導期為15年。個案從

事鎳金屬冶煉之工作約為25年以上，加上之前6年的鋁業

工作，總共暴露於可能有工作中致肺癌物質的時間長達

31年，有足夠的暴露期與誘導期，且符合暴露在前，疾

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氧化鎳為較不容易溶解的鎳化合物，IARC將氧化鎳列為

人類致癌物，並將鎳礦冶煉的工作暴露，視為group 1的

人類致癌性工作暴露。過去文獻顯示，鎳精煉廠員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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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輪班後的尿液中鎳濃度，可以和作

業空氣環境中平均的鎳濃度有很好的線

性相關性。於民國93年時，本會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曾對該公司實施相關調查

檢測，依調查資料顯示，該公司現場操作

人員平均的尿液鎳濃度為59.9μg/l，依相關公式推估平

均空氣中濃度為0.7mg/m3，雖低於法規之1mg/m3，但因早

期該公司尚未有良好的粉塵控制，空氣中濃度應極有可

能超過法規之1mg/m3。另Knut Magnus et al.於1982年發

表挪威鎳礦冶煉工人的肺癌發生風險，顯示熔煉鎳礦的

相關製程工人得到肺癌的相對風險為3.6，其中如工作年

資在25～40年者，相對風險為4.1，經過吸菸的校正後為

8.0。

有關氧化鎳精煉廠空氣中鎳濃度與發生癌症的劑量效應

關係，美國EPA下之IRIS依照四篇

人類流行病學研究，綜合評估

鎳精煉廠之粉塵對於人類肺

癌致癌的單位風險度（unit 

risk）評估顯示，空氣中每

增加鎳1μg/m3時，每10,000

人會增加2.4人終生得到肺癌

的風險。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研

究於民國93年於該公司所做之環測

顯示，於內部投料區、外部取料區、與出爐區的空氣中

濃度在132.7～166.7μg/m3之間，亦即終生致肺癌風險每

十萬人口增加3184.8～4000.8人。依據文獻推估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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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暴露環境相較於沒暴露者終生肺癌的相對風險為

(3184.8+3249.66) /3249.66～(4000.8+3249.66) / 

3249.66，等於1.98～2.23倍的相對風險。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早期每天吸菸1/2包，吸菸史共約22年，戒菸12年後

發生肺癌。個案累積吸菸量並未顯著增加肺癌風險。此

外，個案無肺癌的家族史。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疾病證據和時序性部分較無爭議，其最大爭議在於個案

工作過程中實際所可能會暴露到的鎳劑量為何，從廠方提供的

現場作業濃度，94年時有高到8.0mg/m3（製程區、個人採

樣），1.25mg/m3（電爐區、區域採樣）、95年12月1.02 mg/m3

（電爐區、區域採樣），1.06-3.07 mg/m3（個人採樣）、 96年

以後之採樣多有超過0.014 mg/m3者。據文獻報導，暴露於可溶

性鎳時，尿鎳與空中氣鎳濃度的相關性佳，而個案長期暴露氧

化鎳粉塵之工作史，病理切片亦證實有鎳、鈷等金屬之存在，

個案雖有吸菸史，但因其已戒菸，其累積吸菸量並未顯著增加

肺癌風險。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職業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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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因長期從事磨鐵、燒焊致粉塵、鐵屑吸入過
多致塵肺症、非小細胞線癌、肺癌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39歲男性，自民國80年3月起從事鐵材、建材加工工

作，98年2月因久咳不癒至醫院檢查，於同年3月診斷為肺癌。

個案以因長期從事磨鐵、燒焊致粉塵、鐵屑吸入過多致「塵肺

症、非小細胞腺癌、肺癌」，向勞工保險局申請

職業病傷病給付。該局於認定上有困難，遂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程序，送請本會職

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經鑑定結果

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因久咳不癒至醫院檢查，經病理切片證實為肺腺癌。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80年3月至12月受僱從事石綿瓦的搭建、加

工、和買賣工作；於民國81年1月至5月受僱從事金屬彩

色浪板之加工、搭建等工作，不過期間大約有20%的時

間會接觸到石綿相關製品。民國82年11月至83年10月受

僱從事鐵皮屋之搭建、鐵門窗之加工等工作，可能偶爾

會需要拆石綿瓦之屋頂；民國83年6月後自組公司，從

事鐵門窗、鐵架組合等工作，期間需將鐵皮或鐵條等鐵

材切割、研磨後以電焊鎔接。上述三項工作都有機會接

觸到石綿瓦、或石綿浪板，流程如下：1）舊廠房屋頂翻

修：必須將舊瓦片拆除再鋪設新瓦片，過程中需以鐵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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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破舊瓦片，舊瓦片碎落於地面後再以挖土機清運，或

用人力以鐵鏟清除。2）新廠房屋頂鋪設：直接鋪設新

石綿瓦片，不過新瓦片需要研磨、鑽孔、切割、鉤釘固

定。每天工作時間為早上8時至下午5時，據陳述當時作

業環境均未設置有通風換氣設施，也未使用口罩等防護

具。至於鐵材電焊工作則每天工作8小時，其中有5小時

從事焊接、另3小時從事研磨、切割等準備工作。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述於民國90年～93年間有石綿暴露，於民國93年

後接觸鐵材電焊，民國98年被診斷為肺腺癌，符合暴露

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證實石綿為第一類致癌物質，會引起

肺癌等癌症。最短暴露期間需要幾年，而最短潛伏期則

通常要大於15年以上，此外金屬電焊所產生的煙燻亦為

可能引起癌症的物質，歸類為2B。依過去研究顯示，

焊接工人發生肺癌的相對危險為1.38（95%信賴區間，

1.14～1.48），亦有研究顯示，焊接工作會增加26%肺癌

發生的危險，且吸菸並不會影響焊接和肺癌發生之間的

相關性。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之前並未有結核病史，且民國98年2月之三套痰液和

胸水抗酸染色檢查均呈陰性反應。自述在30歲之前有吸

菸習慣，大約一天一包長壽菸，30歲結婚後即戒菸，且

從不喝酒。家族中未有肺癌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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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鑑定過程中最大爭議所在為依據個案過往工作經歷史，

是否會暴露到含石綿物質、暴露的期間、及可能暴露到的濃度

為何？由於本案過往工作場所不定、且均無相關環測資料可

查，加以後續影像學或檢查結果並無客觀證據可佐證其過往之

石綿暴露，致使認定困難。惟據調查結果，該個案暴露資料雖

不完全，但依流行病學資料顯示該項工作可

能造成或加重此疾病，其工作暴露屬高

危險群，無法排除疾病與工作之因果關

係。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四、因暴露石綿接觸作業致罹患肺癌（間皮細胞瘤）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56年至84年在○○造船公司工作，職務為管工及

鐵工，未從事其他性質之工作。依該廠所提供個案之作業經歷

資料，於民國56至58年其職稱雖為銅工，但實際工作內容為管

工，工作內容為安裝管路，將配管一一組合安裝成系統。民國

63年以前，在安裝油輪時期，其蒸氣管路法蘭之介面，會加裝

一片迫緊（packing），其成分含有石綿。個案民國84年自公司

退休，退休後12年，於民國96年因身體不適，經醫院檢查結果

為惡性間皮瘤，同年10月死亡，其家屬經向○○市政府陳請並

申請職業疾病認定及補償，○○市政府於認定上有困難，遂依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程序，送請本會職業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

定，鑑定結果為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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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病歷記載，個案自民國96年4月開始有乾咳與氣促的

症狀，於同年8月接受電腦斷層引導左側肋膜切片檢查證

實為間皮細胞瘤，而後住院評估及接受左側全肺切除手

術暨肋膜切除手術治療，病理發現左側肋膜惡性間皮細

胞瘤並局部侵犯心包膜及橫隔膜，且有淋巴結轉移；同

年10月胸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兩側肋膜積水與不規則增

厚，以及腹膜結節狀增厚，診斷為多發性肋膜及腹膜腫

瘤復發。

（二）暴露之證據：

根據現場訪視及與當時和個案共事的主管訪談，個案自

民國56年至84年在該造船公司擔任技術士，在船舶製造

之艤裝部的船裝部門主要負責配管工作，個案早期從事

管路接合（pipe fitting）之作業時，確實有石綿的職業

暴露，推測石綿職業暴露之期間可能為民國56年至78

年（22年），可符合日本對於石綿暴露所引起的職業性

間皮細胞瘤之診斷建議基準5年最短暴露期間之標準。

另根據診斷石綿相關的惡性間皮細胞瘤之赫爾辛基基準

（Helsinki criteria），石綿的短期間或低劑量的職業暴露

史即可視作充分證據，初次石綿暴露至惡性間皮細胞瘤

診斷之間的潛伏期至少需10年，大部分是約30～40年，

個案自民國56年開始入廠工作，民國96年診斷為瀰漫型

惡性間皮細胞瘤，潛伏期約40年，符合赫爾辛基診斷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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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民國56年開始入廠工作，民國96年診斷為瀰漫型

惡性間皮細胞瘤，符合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續

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國際癌症研究局（IARC）在1976年已將石綿列為人體致

癌物，石綿與惡性間皮細胞瘤之間有明確的劑量與反應

關係，在石綿暴露的職業世代證實一致的因果關係，瀰

漫型惡性間皮細胞瘤（diffuse malignant mesothelioma）

被視為石綿暴露的訊號腫瘤（signal tumor）；最近英國

於男性間皮細胞瘤相關之研究，發現石綿佔職業上可歸

因比例85-90%，再加上職業旁（paraoccupational）或環

境之暴露則佔98%。因此，石綿造成惡性間皮細胞瘤之

一致性有醫學文獻之佐證。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病歷記載個案吸菸史為每日0.5包，吸菸50年，但吸菸並

不會增加惡性間皮細胞瘤的風險，且個案早期在進該造

船公司前曾從事短期間的煤礦礦工，一般並無石綿的暴

露，個案的胸部X光亦無塵肺症的證據。因此，其他致病

因，如吸菸或礦工工作，不會增加惡性間皮細胞瘤的風

險。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鑑定過程中較無太大爭議，個案從事造船工廠工作與管

路配接工，其工作期間，工廠有使用石綿材質之證據，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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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石綿的可能性，且廠方雖稱石綿暴露量不高，但並不否認

此暴露之存在。研究文獻亦指出石綿與惡性間皮細胞瘤間的相

關性，且暴露史與病程都符合。綜上分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鑑定為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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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案例一、汽車通運公司勞工腦中風致左側偏癱

一、個案簡述

　個案於民國95年4月任職於○○汽車通運公司，擔任司機隨

車助手，主要工作是協助卸貨、疊貨或裝貨。通常1輛貨車配

有1名司機與2名助手，貨物最重大約24Kg/件。每日不論送貨

里程遠近，一日只跑一趟車程。個案稱其所跟隨之司機，常不

讓助手於送貨路程中休息睡覺。工作需經常於清晨3～5時出車

運送貨物，然該公司之出車送貨（上下班）時間並無員工刷卡

記錄，且勞資雙方對工作時數認定差異過大。個案稱發病前該

公司因新購車輛，人手較不足，工作時間加長且常跑南部。個

案於民國96年2月（休假日）在公司宿舍醒來因手腳無力，經

送醫診斷為「腦中風致左側偏癱」，向勞工保險

局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勞保局審查後，

個案不服，經行政救濟程序，送本會職業疾

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

職務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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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據病歷記載，個案於民國96年2月突發左側肢體無力，並

於當日住院，經電腦斷層及磁振造影顯示為右側大腦中

動脈阻塞，診斷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併左側肢體偏癱。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工作之貨運公司主要是運送某工研醋之貨物，一台

貨車配有1名司機和2名助手。隨車助手的工作流程大致

為：1）自汐止（車廠）出發，並隨車運送貨物至各目的

地，然後卸（疊）貨後，回台北或淡水疊（裝）貨，依

管理員指示，若無需裝貨即直接回汐止車庫下班休息。

不論送貨之里程遠近，一日只跑一趟車程。助手在司機

開車送貨路程中原則上可以休息睡覺（車廂座椅後有小

床舖），到了目的地才需要工作（拆帆布、顧貨、卸貨

等）。但個案強調他所跟隨之司機個性較為古怪，常不

讓助手休息睡覺。另有關人工搬運之貨物重量最大約24

公斤/件，貨物藉由人力疊好之後，有些地方之作業會由

推高機上下貨。由於個案之工作不需打卡，故無其詳細

上下班之確切時間，經檢查機構訪談調查之工時如下：

發病日前1日之工作時數

發病日前1個月之工作時數

發病日前1個月

發病日前2個月

發病日前3個月

發病日前4個月

發病日前5個月

發病日前6個月

個案提供之時數
（小時）

11

296

296

315

224

283

210

228

資方提供之時數
（小時）

10

210

210

219

154

191

142

152

司機提供之時數
（小時）

NA

174.5

174.5

184.5

133

166.5

128

132.5

發病日往

前 推 算 6

個月，每

個月之總

工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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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民國88~91年曾進出○○汽車通運公司兩次，之後亦

曾在其他汽車通運公司擔任行車助理，並於民國95年4月

再至○○汽車公司任職，病發日期為民國96年2月，符合

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之認定參考指引」，個案符合下列關於工作時數之準則:

發病往前推算一個月，加班時間超過92小時。前六個月

中常常加班，共有三個月各超過92小時。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身高168公分，體重72公斤，身體質量指數25.5。另

有吸菸史每日1包，約20年。家族病史中母親有腦中風病

史。個案否認過去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心臟病

等病史，不過根據醫院血液的檢驗報告，個案空腹血糖

為93mg/dL、總膽固醇為214mg/dL、三酸甘油脂為91mg/

dL。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主要爭議在於個案所患之急性缺血性中風在休假期間發

生，其工作不需打卡，故無其詳細上下班之確切時間，工作狀

況雖無特殊異常壓力，但拘束時間長，且行車助理之工作時間

與待命（拘束）時間對於工作負荷貢獻程度不易達成共識。又

個案有吸菸、酗酒、熬夜等不良生活習慣，且有高血脂等中風

因子，故其發病原因與其不良之生活習性相關更大。惟目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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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引已增列雇主舉證責任，經綜合個案、雇主與同事提供之

工作時數及其工作性質予以判斷，無法排除為職業促發疾病之

相關性，經職業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

病。

案例二、勞工急性心肌梗塞致死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79年起在○○公司服務，民國91年起擔任工安環

保室主任，負責工安業務與環境污染防治業務的管理、督導與

查核，平均1週內出差1次至2次、多者可達4次。個案於發病前

2個月協助處理管線遭盜油污染事件與嘉南地區之單位年度安

環績效考評事宜，多次出差前往新竹與嘉義。於民國97年2月

出差時突發胸痛，緊急送至醫院急救，於同年4月死亡。依據

醫院於民國97年5月開具之職業病評估報告，認為個案急性心

肌梗塞屬於職業上原因引起之疾病，惟資方對疾病之認定有疑

慮，遂檢送相關資料向○○市政府申請職業疾病認定，惟該公

司對於○○市政府之認定結果有異議，復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程序向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申請職業疾病鑑定，鑑定結

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97年2月出差時突發胸痛，緊急送至醫院急

診，經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而住院，當日接受緊急心導

管處置、冠狀動脈左前降支支架治療，及緊急放置葉克

膜體外心肺循環機治療，之後入住內科加護病房，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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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轉住外科加護病房，因病情

惡化終致死亡。其實驗室與影像學檢查皆顯示有急性心

肌梗塞的證據。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79年起在該公司服務，於民國

91年起至發病前擔任工安環保室主任。平

日在公司內的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

時，負責工安業務與環境污染防治業務的管

理、督導與查核，並需要時常到各地分站實地訪查、抽

檢與輔導改善。由於近2年積極地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防治管理與技術更新方案，出差更為頻繁，平均1週內出

差約1至2次、多者可達4次。於發病前2個月內協助處理

新竹地區管線遭盜油污染事件與嘉南地區之單位年度安

環績效考評事宜，因而多次到新竹與嘉義出差，至新竹

當日通常於早上7時開車離家或於上午由公司開車出發、

於晚上21時開車返家；至嘉義當日通常於早上6時開車離

家、於晚上23時開車返家。於發病前1個月內擔任加盟站

日本考察團領隊帶團出國，期間每日與團員互動，由早

上至深夜約1、2時，於返國後送團員南下至高雄而有額

外餐敘，直至隔日下午5時返家。發病前2日下午搭車至

嘉義，於隔日協助安環績效考評事宜，發病當日，早上

由嘉義北上於上午9時至下午16時在台中勘查改善工程，

之後於下午17時回到台北。根據家屬提供公司出具發病

前每日上下班打卡記錄及相關出差行事記錄計算工作時

間，發現民國97年1月至2月發病前1個月內總工作時間至

少為293小時53分，若以1日8小時、2週84小時以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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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計算加班時間，個案於發病前1個月內加班時間至

少約101小時53分。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79年起開始進入此公司，民國91年開始擔任

工安環保室主任一職，之前無心臟血管病史，且個案疾

病發生於較過去數月更為密集的開會與出差的情形下，

符合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之認定參考指引」，個案符合下列關於工作時數之準則:

發病往前推算一個月，加班時間超過92小時。於發病前

工作情況之負荷，足以促發疾病的發生。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發病時年齡為50歲，無吸菸習慣，有高膽固醇血症

與糖尿病史，於民國96年7月之員工健檢所測之三酸甘

油脂/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分別為：89/283/46（mg/

dL），血壓值為115/78mmHg，已規律接受藥物治療達數

年，且發病前血中膽固醇與血糖的控制情況尚可。雖然

無法完全排除此兩個可能致病因對發病的影響，但是相

關資料顯示個案確實已致力於危險因子的控制，以避免

發病。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主要爭議在於個案有糖尿病、高血脂、心臟疾病、和家

族高膽固醇、腦中風、糖尿病史等心血管危險因子存在，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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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資料推估，加班時數達每月92小時以上，且具有伴隨精

神緊張之工作型態確實容易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綜上分

析，經職業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三、某科技公司勞工罹患急性主動脈剝離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95年12月起任職於○○科技公司，在中國大陸深

圳廠內擔任品管經理，為公司駐當地之最高品管階層人員，需

向台灣總經理報告。平日辦公時間為週一至週五（7時40分至

17時30分），另每週六尚需進行供應商評估與拜訪，以確保貨

源的供應品質穩定；此份職務屬責任制，無上下班打卡記錄。

於民國96年6月召開品質改善會議中，因與同事發生爭執猝發

身體不適，送醫診治，最初於大陸之診斷為（1）胸主動脈夾

層；（2）高血壓引起；（3）疑左下肢動脈血栓，接受左下肢

動脈切開術，返台後至醫院持續接受治療，經醫師診斷為急性

主動脈剝離疾病。本案因○○縣政府於職業疾病之認定上有困

難，遂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程序，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家屬提供病歷摘要影本，個案於民國96年6月發病，

被送至中國大陸深圳地區醫院急診接受診療，隔日被轉

送至香港醫院住院，於同年7月轉送回台灣醫院住院；上

述資料均證實個案罹患急性主動脈剝離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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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95年12月始任職於○○科技公司，擔任中

國大陸深圳廠品管經理，為公司駐當地之最高品管階層

人員，接受廠長的管理督導，平日辦公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7時40分至17時30分），中午12時至13時為午休時

間，所負責事項包括：（1）供應商管理、（2）進料品

質檢查、（3）生產製程檢查、(4)出貨成品檢查、（5）

不良品質管理維修、（6）品質工程管理、（7）顧客抱

怨處理、（8）客戶來廠稽查，平日常因廠長交辦的品質

良善事項或突發的不良品事件，需更動原定工作排程，

投入處理新增的業務。此外，為加強員工品管觀念，於

週一至週五下午19時至22時安排相關品質教育訓練，因

此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時間可達11至12小時。每週六上

午9時至下午19時30分需進行供應商評估與拜訪（拜訪廣

東、東莞等附近區域的供應商，車程為3小時或以上），

以確保貨源的供應品質穩定。個案在發病前兩個月起，

即因廠方訂單大量減少(比往常減少30%至40%)，與績效

成果持續不佳，承受改善貨品品質的責任壓力，特別是

發病前一週內，還曾因日本顧客抱怨事件，於民國96年6

月11日至13日到日本拜訪客戶，討論品質改善的策略、

擬定品質改善方案，使得原本業務量增加40%～50%。

96年6月於工作之討論會議中，與同事發生爭執，遭到

同事以「無法應付、而將離職」回應，此一不預期事件

造成極大心理壓力與情緒起伏，會議後，約3時至4時

左右，突然產生胸痛不適症狀而致發病。個案工作屬責

任制，因此無上下班打卡紀錄，但平日晚間加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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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會，有相關電子郵件、會議紀錄、工作往來紀錄文

件（但公司不願提供）。根據個案陳述，此項職務的

工作負荷量約比前項職務（於另一家公司）增加50%至

60%，其發病前一個月內總工作時間約為264小時20分，

若以每兩週84小時工時以外之時數計算加班時數，其發

病前一個月之總加班時間為80小時20分。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95年12月始擔任該公司中國大陸深圳廠品管

經理，於民國96年6月於工作場所發病，其發病乃在從事

該項工作約5至6個月之後，且發病前數小時內遭遇一不

預期事件造成心理壓力與情緒起伏，符合暴露在前，疾

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

之認定參考指引」，個案符合長期工作過重之加班時

數，及其工作型態含伴隨精神緊張之工作，且其發病當

日，與同事發生爭執，皆足以促發疾病的發生。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個案於民國95年8月之健康檢查發現有：1）體重過

重，BMI=25.6、2）高三酸甘油酯血症，TG=582mg/

dL、3）高密度脂蛋白不足，HDL=32mg/dL、4）高

血壓，BP= 158/104mmHg服用藥物控制、5）吸菸習

慣（過去20～40歲期間曾1天數支，但40歲之後很

少吸菸）、6）輕度脂肪肝等。根據個案自述，其高

血壓在診所追蹤與用藥治療已達3～4年，未服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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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前血壓約為160/110mmHg，發病前血壓約為140～

150/100~110mmHg；健康檢查後曾因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接受藥物治療數週，父親因腦溢血過世。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主要爭議在於個案之加班時數，欠缺客觀認定佐證，另

根據資料顯示個案有吸菸、高血脂、高血壓、體重過重及家族

高血壓病史等心血管危險因子存在，但個案於發病前一週因發

生「客戶抱怨事件」而須立即前往日本處理，發病當天下午會

議中與同事發生爭執且以離職要脅，因短期異常事件造成其負

荷增加，作為判定的重要因素。綜上分析，經職業職業疾病鑑

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參考文獻
1.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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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職業性精神疾病

案例一、因工作常遭公司辱罵、脅迫、長期身心靈受
創致憂鬱症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菲律賓華僑，於民國75年起隻身從馬尼拉到台灣工

作，從事成衣工廠作業員及婚紗禮服製作師傅，民國86年自

行成立婚紗設計製作工作室，頻繁往返大陸及台灣，因想穩定

留在台灣工作，故於民國89年8月前往某開發公司擔任業務一

職，負責休閒旅遊業務開發工作，往後因業績表現亮眼，陸續

升任業務副理及業務經理等管理職務，民國91年起因公司業務

緊縮及部門合併裁員，個案工作範圍除單純的業務內容還需負

責行政工作，迄93年11月遭強迫解雇。個案疑因工作上常遭

公司辱罵、脅迫，長期身心靈受創致貧血、心律不整、低血鈣

症、憂鬱症，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病傷病給付，勞保局審查

後，個案不服，於隔一段期間後，重新檢附醫院診斷其憂鬱症

屬於職業病之診斷書，重新再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病傷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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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該局於審定上認有必要，遂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程序，

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

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89年8月始於○○開發公司工作，民國93年5

月起工作上陸續遭遇組織變動及人事壓力，於 93年10月

診斷為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及重鬱症。於93年10

月至98年6月共計至醫院診療18次。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述於民國89年8月於○○開發公司擔任

業務一職，民國89年至91年間負責休閒旅遊業務開發工

作，因業績表現亮眼，陸續升任業務副理及業務經理等

管理職務。民國91年起因業務緊縮及部門合併裁員，工

作範圍除單純的業務內容還需負責行政工作，個人業績

責任額由原本每月25萬元提高為70萬元，考核標準亦由

單純業績考核變更為業績、行政雙重考核，工作內容及

工作量大幅提升，薪資獎金卻大幅調降為原來的一半。

民國93年起，因公司加快裁員速度，原直屬主管被逼迫

離職後，個案屢遭到新任主管的刁難，內容大致如下:

1.拍桌怒罵要求個案簽署不合理的勞動契約。

2.在工作會議上公開辱罵三字經。（編按：根據法院調

閱之言詞辯論筆錄影本，共有3位證人之證詞可供佐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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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服裝儀容不整為由，汙辱個案是菜市場賣菜的歐巴

桑。

4.表示個案年紀太大，去工廠當女工也沒人要。

5.告知其他同事不允許與個案接近，企圖孤立個案。

6.竄改個案填寫之開發報表紀錄，佯裝他人工作績效。

7.於工作會議上公開以600ml寶特瓶飲料罐，丟擲個案。

8.被叫到會議室斥喝羞辱，威脅個案自動離職。

9.主管以個案單身為由，要求個案假日值班或加班。

10.恐嚇個案要將其從業務經理職務轉調至墾丁當房務清

潔人員。

個案因受不了上述情況，故向勞工局申請調解，調解後

公司以『業績表現不佳、不虛心接受處主管指導』為由

記一大過，將其由業務經理一職降為主任。個案自述任

職於該公司共四年多，皆不曾休過特休，每天工作十幾

個小時，假日被要求加班和值班，因工作壓力大且上班

忙碌三餐不正常，引起生理期混亂和經血過量，導致缺

鐵性貧血、低血鈣及心律不整等症狀。民國93年11月，

個案因上述症狀至醫院住院接受治療期間，公司表示個

案未請病假，以不配合假日值班為由，記兩大過後強制

解僱。民國93年10月，個案於精神科門診就診，第一次

出現憂鬱症相關疾病的診斷碼。之後陸續於醫院精神科

就診四年以上，共計有18次就診紀錄。個案單身未婚，

在台灣並無親戚，平時有空都會上教堂，與教友互動良

好，根據所提供資料，個案發病前一年內並無強烈之非

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壓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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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89年8月開始從事此工作，民國93年5月起

遭遇組織變動及人事壓力，10月開始就醫，符合暴露在

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依據『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

引』，個案「遭受嚴重惡意刁難、欺侮及暴力行為之心

理壓力強度」，其心理壓力強度為Ⅲ。「突然之強迫退

休」，其心理壓力強度為Ⅲ。「自己生病或受傷」，其

心理壓力強度為II。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根據個案自述及所附病歷資料，其既往並無特別重大疾

病或是相關藥物及酒精濫用成癮情況，家族史方面，亦

無成員有相關精神方面疾病。

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因工作表現不符公司要求而遭到嚴格對待及

解僱，對於個案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事件，然而被解僱之事件究

竟是不當對待或確實不符工作績效要求，難以釐清。公司方面

否認相關指控，法院裁定無法支持個案的說法，衡量工作壓力

和自身壓力，難以認定為職業病。惟個案於職場除工作壓力

外，無其他相關病史。自93年始，多次遭到言語辱罵及丟擲寶

特瓶等暴力行為，並被記過、降職，於93年11月強制解僱。依

調查之結果，在工作上經歷程度III之精神壓力，依我國現行認

定指引，工作壓力事件已達強度III者，即使有達強度III之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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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壓力事件亦屬工作相關。綜上分析，經職業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案例二、因工作受傷復工後，工作壓力累積精神傷害
致重鬱症

一、個案簡述

　個案為38歲女性，自述自民國93年5月起於○○不銹鋼公司

任職，之前未曾有工作之經驗，於該公司在成型班擔任操作

員，負責操作成型機，將不銹鋼圓片壓製成凹型，惟沖床（操

作成型機）為需精神專注之作業；自述於民國95年4月在成型

班操作成型機時，被成型機壓斷左手指，開刀住院治療總計四

次，公司後來將個案調至成品班從事成品整理工作，不到一個

月後調至酸洗班，最後調至倒角加工機械擔任操作員，後因工

作壓力累積精神傷害，於民國97年1月離職。個案自認因工作

壓力累積精神傷害致「重鬱症」，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災害

傷病給付，該局於審定上認有必要，遂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程序，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

行職務所致疾病。

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醫療紀錄，個案於民國95年4月於工作中因操作車

床被機器壓傷造成左手食指截肢，於民國95年8月診斷

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之後6個月，個案規律於精神科門診處追蹤，

診斷皆為精神官能性憂鬱症（Neurotic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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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4月診斷為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 

single episode, severe, without mention of  psychotic 

behavior）。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於民國95年4月發生職災，左手食指於工作中因操作

車床被機器壓傷而截肢，持續於醫院追蹤治療，並請領

勞保給付。根據病歷摘要，其門診診斷為重鬱症及廣泛

性焦慮症。據個案自述，主要壓力來自於受傷後雇主要

求她自動離職。民國95年4月因工作受傷截肢， 共開刀

住院治療三次。受傷期間雇主欲讓其自行離職，造成其

出現Insomnia（入睡困難，早醒），Anxiety（焦慮），

Suicidal ideation（自殺意念），Suicide attempt（企圖自

殺，95年時曾一次服用28顆安眠藥，藥名不詳，昏睡2天

後自行清醒），Verbal violence（言語暴力，對家人），

曾至醫院精神科門診求治，但服藥順從性欠佳且無病

識感，故精神症狀起伏不定。後因經營的小吃攤生意欠

佳，經濟拮据，與女兒相處不融洽，且對生活瑣事易顯

焦慮及緊張，因上述精神症狀日漸明顯（最後一次自殺

行為於97年9月），其行為及症狀已干擾家庭及工作，故

住院治療，出院後，於97年10月經精神科醫師身心障礙

鑑定為中度殘障。心理壓力之暴露情形評估如下：

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方面：

1.重大疾病或受傷（心理壓力強度III）：個案於95年4月

發生職災，左手食指於工作中因操作車床被機器壓傷

而致截肢，其後持續至精神科就診，未有中斷達一年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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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追究公司意外、事件的責任（心理壓力強度II）：操

作天車時，因疏忽險造成意外。

3.職務與地位等的變化（心理壓力強度II）：受到老闆逼

迫自動離職。

4.與上司發生糾紛（心理壓力強度II）。  

非因工作造成之心理負荷方面：

1.個人事件中的離婚或分居（心理壓力強度III）：因女

兒教養問題，與第二任丈夫分居。

2.個人以外家人或親人發生的事件中的家人相處發生困

難或感到痛苦（心理壓力強度II）：與女兒相處不融

洽。

3.金錢關係中的收入減少（心理壓力強度II）：經營的小

吃攤生意欠佳，經濟拮据。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於民國95年4月於工作中受傷，之後分別於民國95年

8月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97年4月診斷為重鬱症，

符合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1.職業性外傷為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及憂鬱症的重要原因

之一，依據加拿大Asmundson等人在1998 年之研究報

告，有1/3的患者於工作意外傷害之後，出現創傷後障

礙症的症狀，且出現創傷後障礙症的患者有較顯著的

憂鬱症狀；Cansever等人在2003 年調查因為意外傷害

需要截肢的患者，發現其中有高達34.7%的患者出現憂

鬱症的情形。

2.憂鬱症與創傷後障礙症之間有顯著的共病現象，甚至

在藥物治療上的策略亦雷同。研究顯示在必須住院

24小時以上的外傷患者，有10%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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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亦有10%發生重鬱症，而此兩種疾病亦常同時發

生，形成所謂共病現象。其發生之情形雖大多在三個

月之內，亦可能延至六個月才發生。

3.2007年一篇針對意外發生而導致創傷後症候群之回顧

性研究發現，在延遲發生的創傷後症候群（Delayed 

-Onset PTSD）中，很少案例是之前沒有症狀的。另分

析因為之前症狀加重而使遲發性創傷後症候群成立的

案例中，軍人有38.2%，一般民眾有15.3%。另於一篇

針對沈船意外生還青少年所進行之研究中，發現在意

外的5~8年之追蹤期間，產生重鬱症之相對危險比例為

1.99倍。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針對個案病歷摘要及心理評估報告顯示：

成長史方面：個案從小由祖父母帶大，10歲時個案母親

離家，直到個案20歲才與母親再度聯繫。另個案有兩位

弟弟，但因居住地理位置較遠而鮮少聯絡。

婚姻史方面：個案於20歲時(民國79年)第一次結婚，後

因第一任丈夫吸毒而於82年離婚，兩人育有一女。民國

93年再婚，但因女兒之教養問題，於民國97年分居。

工作史部分：經與該公司負責人訪談，個案受傷後之工

作狀況雙方各有陳述：

1.有關責罵：個案表示受傷後公司經常責罵個案；雇主

及其同事之一表示並未有責罵之情形。

2.工作型態：個案表示於其受傷後，公司即將其調至品

管班，不到一個月，再調至酸洗班，中間再調至其他

部門，最後調至倒角加工班；公司則表示調班為個案

要求，並非任意調動，且並未特別要求個案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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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個案最初即在倒角加工班作業。

3.記過：個案表示有被公司記過；公司表示因個案有操

作天車執照，但在操作天車時卻因疏忽險造成意外，

故予以記過，惟經個案向勞工局申訴後，因該公司並

未訂定工作規則，故被勞工局要求撤銷該處分，公司

已遵從撤銷之。

三、鑑定結果與結論

　本案之爭議在於暴露之證據含工作壓力（壓力強度III有1

件、壓力強度II有3件）與非工作壓力（壓力強度III有1件、壓

力強度II有2件）相關事件，且有關遭受嚴重惡意刁難、欺侮之

事證有矛盾之處，惟本案之疾病證據與時序性有歷次就醫紀錄

可供佐證，且依「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所列之各種情境，其確實有暴露之相關事證。綜上分

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疾病。

參考文獻
1.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Asmundson GJ, Norton GR, Allerdings MD, Norton PJ, Larsen DK.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work-related injury. J Anxiety Dis 1998;12:57-69.
3.Cansever A, Uzun O, Yildiz C, Atea A, Atesalp AS. Depression in men with traumatic lower 

part amputation: a comparison to men with surgical lower part amputation. Military Med 
2003;168: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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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

案例一、退休勞工罹患次發性白血球及血小板低下

一、個案簡述

　個案自民國64年5月進入○○公司服務，至民國96年5月退

休，服務期間，除有2個月於其他單位服務外，餘皆服務於

○○廠。民國68年12月經醫院檢查診斷為「次發性血小板減少

症」，由於其體檢報告血液病變每況愈下，民國73年遂調離輻

射區，74年調至廠外之模擬中心服務至民國96年退休，服務

年資共計32年。由於個案暴露輻射工作場所，經醫師診斷罹患

次發性白血球及血小板減少，並向公司請求職業災害補償，惟

該公司認為其疾病與工作無因果關係，為釐

清疑慮，爰向○○縣政府申請職業疾病認

定，該府認定上有困難，逐依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程序，送請本會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辦理鑑定，鑑定結果為執行職務所致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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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根據歷年體檢報告與醫院病歷影本，個案於民國62至66

年的血液學檢查結果正常，於民國68年至83年間出現白

血球與血小板數量逐漸減少的趨勢，之後

長期呈現白血球與血小板數量低下的

情形；曾於民國69年1月至醫院檢

查，經醫師診斷為次發性白血球

及血小板減少；民國91年12月再

經醫院骨髓組織切片檢查診斷為

再生不良性貧血。個案退休後，於

民國96年9月至11月於醫院之血液檢

查結果顯示白血球與血小板數量低下、

紅血球數量在正常值邊緣，骨髓組織切片檢查顯示中重

度低細胞性骨髓、併巨核細胞耗盡情形。罹患白血球與

血小板數量低下的證據明確。

（二）暴露之證據：

個案自民國64年起，在該公司○○廠內工

作，於民國67年12月期間暴露於較高

輻射劑量，根據體外輻射暴露監測記

錄，約為伽馬輻射全身體外1652.5毫

侖目（雖然此劑量小於法規明定職業暴露劑量限度，但

是亦不排除測量有低估實際暴露劑量之可能性），民國

68年至83年間白血球與血小板數量逐漸減少，之後長期

有白血球與血小板數量低下的情形。



78

（三）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

個案自民國64年起在該公司○○廠內工作，於民國67年

12月期間暴露於較高輻射劑量，民國68年至83年間白血

球與血小板數量逐漸減少，之後長期有白血球與血小板

數量低下的情形，符合暴露在前，疾病發生在後之時序

性。

（四）醫學文獻之ㄧ致性：

根據醫學文獻，人體游離性輻射暴露劑量超過1西弗，可

能造成急性效應如骨髓之造血器官受損以致白血球、紅

血球與血小板數量減少或功能異常、胃腸道之上皮細胞

損傷、及中樞神經系統受損等，因暴露劑量不同而有差

異，或者慢性效應如白血病等一些惡性腫瘤、白內障、

不孕、及染色體異常或遺傳基因突變而產生後代子孫的

遺傳性疾病等；台灣地區曾追蹤鈷60輻射污染鋼筋教室

內長期暴露於低劑量游離性輻射（小於100毫西弗）後之

幼稚園與國小兒童的血液檢查情形，該研究報告顯示有

顯著的持續性白血球低下。

（五）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

根據歷年體檢報告與醫院病歷影本，個案

於民國68年在醫院的細胞染色體檢驗結

果為正常，民國84年的血中維生素B12

與葉酸檢驗結果為正常、血清鐵與總鐵

結合能檢驗結果為正常、抗核抗體檢驗呈

陰性；此外，個案並無服用一些已證實可能會傷害造血

系統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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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結果與討論

　本案最大爭議為個案所暴露的游離輻射劑量是否足以到達

引起疾病的程度，及個案開始接受輻射暴露與疾病確切發生

的時間點是否符合時序性，亦即是否有足夠的誘導期。根據

醫學文獻，人體游離性輻射暴露劑量超過1西弗，可能造成急

性效應如骨髓之造血器官受損以致白血球、紅血球與血小板

數量減少或功能異常。經調查，個案66年10月到82年7月之

輻射暴露總量為23.836MSV，其中67年12月有較高暴露劑量

（16.52MSV)，雖然暴露劑量低於游離輻射造成血癌之認定基

準，但持續暴露數年，其血液病變逐年嚴重，

無法排除長期低劑量暴露造成其血小板及白

血球數量低下或可能加重其疾病。綜上分

析，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

所致疾病。

參考文獻
游離輻射的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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